戰爭

基督教倫理學

第十九課…

戰爭，最大規模的暴力衝突，
以 合法」方式在進行 包括
以「合法」方式在進行，包括：
國與國之間的戰爭、
」
一國之內不同政府之間「內戰」，
現在中東、許多的地方都有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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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到底是善、惡？
戰爭到底是善
惡
基本上被看做是惡的，
有某些狀況下被看做是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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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聖戰：認為這戰爭是神聖的、善良的，
是在執行上帝的旨意、消除罪惡、
執行上帝的審判，因此是神聖的。
在「我們 - 他們」之間絕對沒有模糊空間，
他們 之間絕對沒有模糊空間
 我們是上帝這一邊、在執行上帝的旨意
 他們是敵擋上帝的，
他們是敵擋上帝的
把他們消滅掉、是在執行上帝的審判，
因此是善的，甚至可以不擇手段
基督教歷史上曾經有聖戰思想，
伊斯蘭 許多宗教都有這種想法
伊斯蘭、許多宗教都有這種想法。
聖戰思想是從舊約以色列人
進迦南地的戰爭出來的，
有上帝吩咐的特殊行動，
某些情況稱為聖戰
某些情況稱為聖戰，
是在執行上帝的審判…

但不是每一場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戰爭都是聖戰，
 有宣佈這是耶和華的戰爭 –
耶和華在打仗、
以色列只是上帝執行審判的工具；
以色列只是上帝執行審判的工具
打勝仗之後所有的戰利品通通歸於耶和華，
以色列人只是盡自己的本分而已
 以色列人分享擄物的，就不是聖戰了
新約的年代是否可以把以色列過去歷史上的某些事
新約的年代是否可以把以色列過去歷史上的某些事，
套用在近代的世俗政府呢？
解經上有很高的疑慮的。
 只有少數極右派基督徒仍然支持有聖戰
 大部分基督徒把聖戰轉化成
基督徒以善勝惡、
對抗邪惡勢力的戰爭
對抗邪惡勢力的戰爭，
而不是對抗任何其他的國家了

貳、義戰、正義戰爭：基本上戰爭是惡的，
但在某些情況下，戰爭有正當性。
目前主流基督教，包括
前 流基督教 包括
天主教、路德宗、改革宗採這一立場。
正義戰爭的理論基礎是奧古斯丁立下的，
在羅馬帝國國教化以後的年代，
考慮到國家發動戰爭的問題
是否是惡的 基督徒 否支持
是否是惡的、基督徒可否支持？
因此發展出公義戰爭理論，
如果滿足這些條件、
如果滿足這些條件
這樣的戰爭可以說是正義的…

奧古斯丁的想法
奧古斯丁的想法：
 上帝國的實現是在遙遠的將來
 天國倫理、政治倫理，
天國倫理 政治倫理
對奧古斯丁來說是分離主義狀態、
不相干的
奧古斯丁的兩難，
必須為教會國教化背書 早期基督教一直到十一世紀
對戰爭都是非常厭惡的，
軍人從戰場回來，
加入教會的會友 還不准守聖餐
加入教會的會友，還不准守聖餐，
有些地方說三年，因為他在戰場。

義戰、正義戰爭的條件：
1 戰爭是在抵抗不公義的侵略、
1.
戰爭是在抵抗不公義的侵略
刑罰罪惡、促進和平
2 只能由合法的政府正式宣戰，
2.
只能由合法的政府正式宣戰
如果未經宣戰就不是正當的
3 統治者宣戰的動機必須是
3.
統治者宣戰的動機必須是「愛」，而不是報復，
愛」，而不是報復，
愛被侵略、被惡勢力奴役的百姓。
奧古斯丁後來支持統治者可以用武力鎮壓異端
奧古斯丁後來支持統治者可以用武力鎮壓異端，
所以就讓政府來鎮壓多納徒派，
在
在歷史上是敗筆
是 筆
4. 武力的使用必須以憐憫為懷、
為要建立公義而不是報復，
會採用最低限度的武力，為要阻止惡
5. 武力不可以用在個人的自我防衛上，
區分個人跟政府，個人不能用、政府是可以的

當前正義戰爭理論兩大考慮：
一、何時可以上戰場？錯誤的時機就不是正義戰爭，
何時可 上戰場？錯誤的時機就不是正義戰爭
三個基本元素 1 抵抗侵略，侵略的戰爭本身不可能有正當性，
1.
抵抗侵略 侵略的戰爭本身不可能有正當性
侵略者是犯罪、抵抗者可能不犯罪
2 合法宣戰，不可偷偷摸摸、沒有偷襲
2.
3. 最後手段，各種媾和手段沒有辦法達成了，
才宣戰 進入戰場
才宣戰、進入戰場
二、上戰場之後，軍隊怎樣的行為才是對的？
1 使用最小武力
1.
2. 只可以攻擊軍事目標，不可攻擊平民
副作用的考慮 武器為摧毀軍事目標
3. 副作用的考慮，武器為摧毀軍事目標
而傷及無辜，有不同考量
如果不按照戰場規則、正義守則來施行，
如果不按照戰場規則
正義守則來施行
軍隊士兵有戰爭罪咎責的問題。

英美政府採取義戰理論，軍隊有厚厚的手則必須要遵守。
比如說：
 不可攻擊醫院、學校，即使明知敵人
藏身在裡面也 可
藏身在裡面也不可以，這些是非軍事目標
這些是非軍事目標
 不可故意傷害平民
 最小武力：一間民房有軍事目標在裏頭，
最小武力： 間民房有軍事目標在裏頭
如果二十磅炸藥可以摧毀，
 投擲二十磅炸藥將之摧毀 - 使用最小武力，
萬一把隔壁房屋也震壞、有人受傷，沒有罪
 投擲的五百磅炸藥
投擲的五百磅炸藥，以保證徹底摧毀目標，
以保證徹底摧毀目標
這時如果傷及無辜，是有罪的
正義戰爭理論細節非常複雜，反映出基督教
即使是支持戰爭的主流派，態度上是
厭惡戰爭的 認為戰爭是惡的
厭惡戰爭的、認為戰爭是惡的，
所以要加上這麼多嚴格的限制。

叁、厭惡戰爭：
戰爭是不人道 野蠻人的行為
戰爭是不人道、野蠻人的行為，
人道主義者採取這個立場，
是人還不夠文明的時候解決衝突的辦法，
所以不願意戰爭有正當性，這是野蠻人的作為。
怎麼辦呢？努力的教育 透過教育能夠
怎麼辦呢？努力的教育、透過教育能夠
逐漸廢掉戰爭，人變得文明之後就不會再打仗了，
人文主義者對人性的改造是帶著比較樂觀的態度
人文主義者對人性的改造是帶著比較樂觀的態度。
現代社會我們的觀察，
發動戰爭不是因為沒有教育
發動戰爭不是因為沒有教育，
人性的黑暗面、邪惡的意志，恐怕不是透過一般的教育。
按基督教來說 那是 種宗教 信仰教育
按基督教來說，那是一種宗教、信仰教育，
人必須先在耶穌基督救恩裡被改造，
是不斷被上帝救恩改造的過程，
即使個人改造了，團體制度恐怕還有長的路要走！

對正義戰爭的批判...
 和平主義學者約翰尤達
評論義戰理論不遺餘力：
你們說戰爭是最後手段，
你們說戰爭是最後手段
請問，在宣戰之前有又再試一次嗎？
再試 次外交媾和手段？
再試一次外交媾和手段？
如果沒有，怎能說是「最後手段」？
這在理論、內部的邏輯上，有一些問題、衝突


可是因為現今世代的邪惡，
有些人的惡似乎沒有辦法用
文明人的方法來阻止，
所以許多倫理學者會
有限度的支持正義戰爭，
那是不得不的選擇

肆、反對戰爭，正面說法 - 和平主義，
主張殺人是錯的，謀害人命、
殺人
謀害 命
殺害無辜者、根本上就是錯誤的。
人民怎麼可能「授權 給政府
人民怎麼可能「授權」給政府、
合法宣戰就能合法殺人？人民有這權力嗎？
殺人、傷害人命，從根本上就是惡，
無論用甚麼冠冕堂皇的理由。
絕對的和平主義者很難實行，
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
盧安達、利比亞…，
如果沒有國際的武力介入，
沒有辦法阻止戰爭的。
嚴格、絕對的和平主義者，
完全不採取強制性手段來阻止惡。

還說：基督徒殉道的心理準備要很充分，
當用見證 施以溫柔的時候
當用見證、施以溫柔的時候，
故意作惡者不一定會領情的。
因此和平主義者就有另類的思考：
在衝突還比較小的時候就要趕快化解，
並且要政府 民間各樣的力量
並且要政府、民間各樣的力量
投入更大量的資源在於促進和平的事上。
公義與和平彼此相親，如詩篇所說，
因為教會乃和平使者，
所宣揚的福音乃是使人和好的福音
所宣揚的福音乃是使人和好的福音。
 起衝突，就先透過民間、政府，
式 非 式的管道來 解
正式、非正式的管道來化解
 因此提出一些新的概念 - 促進公義，
不只是消除戰爭，使衝突 - 人際間、團體間的，
就可以化解，從根本上消弭了戰爭了！

Just Peacemaking 提出一些建議...

6. 社會的經濟發展，應該是正義、公正而可持久的方案，
如果單邊受益、另方受剝削，
衝突的可能性就會升高、甚至引發國際戰爭
7. 在國際社會中，與新興起的合作性勢力的組織
來同工，可以強化彼此的影響力
8. 強化聯合國、國際人權組織的功能，
在衝突剛發生的時候就可以消弭，
聯合國有強大的代表性、公信力
9 攻擊性武器交易應該要減少，
9.
攻擊性武器交易應該要減少
民間團體去和平的示威來降低，
因為國際軍火交易是大生意，許多人發戰爭財
10. 在民間草根性的、能夠促進和平的團體、志願性組織，
讓他們可以蓬勃發展

Just Peacemaking 提出一些建議...

1. 支持非暴力的行動，消弭人跟人之間的狀況
2. 採取自發性的行動來降低威脅，
有些獨立、有啟發性的行動來威脅，
剛開始的時候就降低了
3. 採用合作性的衝突解決方案，
能夠共贏，雙邊、三邊、都贏這類的方式
4. 承認對衝突的發生雙方都有責任，
發
任
彼此尋求悔改與寬恕
5 透過深化民主、人權、宗教自由，
5.
透過深化民主 人權 宗教自由
讓有一個社會是自由、開放、拯救人權的，
對別人的人權高度尊重，
對別人的人權高度尊重
衝突自然就會降低、戰爭可能性就更低

這是教會責無旁貸的責任，耶穌基督是和平之君，
他不以暴力來統治、也不強制人來跟隨他，
他要人心甘情願、真正是出於愛、出於自願。
教會應該做和平之子，
教會應該做和平之子
在有衝突的地方有更多教會可以施行的。
北美白人弟兄姊妹 加拿大籍
北美白人弟兄姊妹、加拿大籍，
可以站一個優勢：在中東某些有衝突的地方可以去做，
有國際的地位、強大的國家做後盾，
在衝突地區試著化解雙方的衝突，建立彼此之間
溝通的管道 保護被剝削的弱者 在那裏伸張
溝通的管道，保護被剝削的弱者，在那裏伸張。
這些和平工作隊值得效法的。
台灣似乎沒有資源可以做這 事
台灣似乎沒有資源可以做這些事，
但還是可以促進、支持、參加這樣的組織的。
願和平的福音可以彰顯在全地，公義、和平彼此相親，
願和平的福音可以彰顯在全地
公義 和平彼此相親
上帝的慈愛、憐憫，在土地上能夠完全展示出來！

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使用 –
生物武器 化學武器 原子彈 超級炸彈
生物武器、化學武器、原子彈、超級炸彈。
原子彈在倫理學是引起爭議的，
代表保證相互毀滅威嚇的力量，
 製造核子武器的，會說是備而不用的，
如何說服自己的軍隊是備而不用呢？
不用，能夠震懾對方嗎？
 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也不區分是
戰鬥人員、軍事目標、平民，
原子彈以大規模殺傷平民為手段，
因此在倫理學引發討論與譴責
次大戰美軍在日本長崎 廣島投擲原子彈
二次大戰美軍在日本長崎、廣島投擲原子彈，
「提早」結束二戰。
執行人員反應：當時候飛行員並不曉得自己的任務，
當事後知道是這麼恐怖的武器後，有人自殺、有人發瘋。

當時日本已準備要投降，
將最後兵力部署在海岸邊 希望以此態勢
將最後兵力部署在海岸邊，希望以此態勢
迫使美軍因顧慮登陸征服日本考慮傷亡，
而能談判「有條件投降 。
而能談判「有條件投降」。
美國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
投降之後，日本還會存在嗎？
然而美國以兩顆原子彈迫使日本屈服！
即使是正義戰爭的倡導者
即使是正義戰爭的倡導者、
當年國家顧問 Michael Walzer 都說：
「美國欠日本一個道歉。」
原子彈另一個效應：
戰 提早」結束了
二戰「提早」結束了，
美國國內的軍火供應商庫存大量原料，就要轉做他用，
就轉而做為農藥、化學肥料的發明，
因此二戰之後農耕方法大幅度改變，引發生態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