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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在一個信仰的群體裏面，
一代一代透過直接的教訓，
或潛移默化傳下來的價值觀、觀念、
善惡好壞 判斷的標準
善惡好壞、判斷的標準。
基督教對人生一切的問題都有立場，
切身問題包括柴米 鹽醬醋茶 食衣
切身問題包括柴米油鹽醬醋茶、食衣住行育樂，
育樂
也包括高來高去的形上問題。
基督教對於「吃」有完整教訓的：
「
 什麼可以吃、怎麼吃、跟誰一起吃、
什麼時候吃 為何而吃
什麼時候吃、為何而吃
 舊約律法書可以明顯感受得到上帝注意
我們是怎麼吃的、吃甚麼，跟信仰息息相關
日常生活大都是信仰教育、信仰表達，
人類第 個罪不就是亞當 夏娃吃錯了
人類第一個罪不就是亞當、夏娃吃錯了。

針對倫理，需要讀聖經，是最重要的基礎。
然而不是空著頭腦讀聖經的，
 有許多預設立場，讀經之前很多的想法，必須處理
 同時是在「傳統」裡讀的。我們領受了使徒的傳統，
是按照使徒的眼光、使徒的教訓、十字架的意義來讀聖經
 基督教二千年來有許多不同的派別，教會繼承了
龐大的屬靈遺產、同時繼承了遺債，都會影響我們的觀點
例如：根據創世記開頭記載，世界的創造總共花了幾天？
在教會裡，通常會說六天，為什麼？因為聖經這樣寫。
聖經有明明白白寫上帝創造世界總共是六天嗎？
因為我們詮釋了聖經，或許我們從小聽道、從長輩學到，
詮釋了聖經
長輩或讀聖經的心得、他的前輩教導，那本書作者這麼說...
追究起來，我們都活在某一種教導傳統裡面的。

當然還有終極、大哉問的問題：
人生有何意義 世界為什麼存在
人生有何意義、世界為什麼存在；
我們可以知道什麼（本體論）、
怎能知道（知識論）、知道後該做什麼（倫理學）、
怎能知道（知識論） 知道後該做什麼（倫理學）
我們說我們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詮釋學）…
基督教二千年來各宗各派對這些問題有許多論述
基督教二千年來各宗各派對這些問題有許多論述，
都我們的珍貴資產，也都透過各種方式已經傳給我們了，
所以需要了解我們的傳統，
在信仰傳統裡所謂基督教。
海斯論傳統：是聖經，早期教父們對於
海斯論傳統：是聖經
早期教父們對於
使徒、後使徒時代教會發展的共識、信經，
神學家的著作、教會的敬拜、禮儀、風格，
有些很核心、有些可以稍稍寬容，
無論如何 都已經傳遞給我們了
無論如何，都已經傳遞給我們了。

一、基督教的首要傳統就是「教會」本身
教會有二千年歷史，
教會有二千年歷史
我們參加的現在的教會，有特定的神學立場、
信仰的傳承，影響我們的倫理思維。



如何影響呢？
1 教會與道德生活：
1.
在基督徒的自我意識的形成上，
教會是主要 「推手」，幫助我們成為基督徒，
推手」，幫助我們成為基督徒，
 也許在基督教家庭長大，或青少年成年期，
因為有教會基督徒向我們傳福音
因為有教會基督徒向我們傳福音、
我們信了，信了耶穌加入了教會
 基督徒的父母親、教會的成員，
基督徒的 母親 教會的成員
以教會的立場教導我們何為基督徒
我們「歸屬於上帝」，
我們
歸屬於上帝」
這個意識形成，是教會做為最大的推手。

2. 教會論會塑造倫理學：
 教會透過領導結構，
因為教會是一個分辨是非善惡好壞的群體，
一起在查驗上帝的旨意、
起在查驗上帝的旨意
解釋聖經的教訓、遵行上帝的教導
 如何查驗、互動、溝通的過程，
如何查驗 互動 溝通的過程
「領導結構」佔了很重要的角色
教會會非常尊重資深的教牧、長老們的意見
教會會非常尊重資深的教牧
長老們的意見
 但是聖經也說「萬民皆祭司」，
每個弟兄姊妹都領受聖靈、讀經、也都有亮光，
亮光無論大或小，凡是有聖靈帶領的，都值得珍惜，
這種情況下 就產生不同的領導學
這種情況下，就產生不同的領導學，
也會產生我們對事情的判斷了




決策的過程，教會也會塑造我們的倫理思維



教會是傳統的承載者：
 禮儀、思想、美德，是教會，
道德發展的幫助是傳統，
傳統也是倫理的依據
 當道德要問責 - 要有負責的對象，
或對 或錯 有人會來究責 獎賞
或對、或錯，有人會來究責、獎賞、
懲戒，基本架構是傳統
 教會是信仰反思的群體，
 群體的異象塑造了我們的認同
 作為行為者
作為行為者，可以選擇、判斷，
可以選擇 判斷
教會的願景、理想，就深深影響我們
 教會給我們所有信仰傳承的記憶，
教會給我們所有信仰傳承的記憶
歷史事件做了分析
 教會是行動的「行為者」，
在選擇行善的行動做了依據

教會透過在道德議題上的群體意識：
基督教特別重視德行 道德生活
基督教特別重視德行、道德生活。
幾千年來的傳統，從猶太教到基督教，
基督徒的美德 好的品格 道德生活 常常在當時世界
基督徒的美德，好的品格、道德生活，常常在當時世界，
希臘、羅馬，道德敗壞的地方發生很大的吸引力。
為什麼教會個人、群體注重道德生活？
因為有群體意識、我們屬於一個道德的群體，
我們的上帝是道德的 聖潔的 群體感塑造我們的倫理觀
我們的上帝是道德的、聖潔的，群體感塑造我們的倫理觀


教會透過凸顯特定的原則與規範來塑造我們倫理學，比方說：
 教會強調婚前要守貞、婚後要對配偶忠實，
除講道、查經，還會開辦青少年營會、夫妻成長講座
 重視要照顧弱勢者，因此就動員會眾為街友預備飯食，
又提供單親婦女技能訓練與工作機會
如此 教會的教導 以及相對應的行動
如此，教會的教導，以及相對應的行動，
不斷地塑造會友們的倫理思維與基督徒生活。



教會透過影響個別成員的品格，
我們的教導，生命、品格教育，
有基督徒式的品格教育，
透過群體的敬拜 生活 潛移默化
透過群體的敬拜、生活、潛移默化
來塑造基督徒的品格，
才能夠活出美善的生活來


教會透過每一次敬拜當中，
所選取的聖經敘事、
過去歷史的記憶、
群體的倫理想像，
群體的倫理想像
來塑造倫理學

這是教會作為傳統的一部分。



分類學：
甚麼動物、植物分在一起，
學校、生活經驗裡，都學會了一些。
什麼是食物 甚麼不是 文化裡有些看法的
什麼是食物、甚麼不是，文化裡有些看法的，
有些人不吃牛、有些人不吃豬的，
 該怎麼吃才「文雅」？
該怎麼吃才「文雅 ？
有身分、地位的人，該吃的方式
 用餐具、筷子、用手，不同的吃法
「好吃」有無標準？


更深層的「髒、清潔」，
更深層的「髒、清潔
，
「髒」的概念深深影響我們生活情感、
是非常強烈的價值判斷，
「髒」不是公共衛生學的概念，
而是文化心理學的概念 如何來區分？
而是文化心理學的概念，如何來區分？

二、文化傳統也深深影響我們：
我們在社會當中生活 成長 學語言 吃飯
我們在社會當中生活、成長、學語言、吃飯...
這都是我們文化傳統，
在社會化過程中塑造我們的思想、
價值判斷、美感、生活方式，
做為我們人之所以為人的
做為我們人之所以為人的。


所以必須注意我們的文化偏見，比方：
 市面上的手機品牌分級，
那一個比較高級、低階？你會怎麼分？
 汽車
汽車，如果新車價錢一樣、在市面上促銷，
如果新車價錢 樣 在市面上促銷
你會選那一牌、為什麼？
背後的價值判斷是甚麼
背後的價值判斷是甚麼？

我們心裡面似乎都有某些預設的標準，
社會化過程裡
社會化過程裡，
已經塑造了我們思想、倫理判斷的方式。

文化像空氣瀰漫在我們四周，塑造了我們的身份與視野；
文化也在我們裡面 給我們活力
文化也在我們裡面，給我們活力，
同時我們也參與了文化的創造。
從小薰陶出來的文化，使我們認為是「理所當然」
從小薰陶出來的文化，使我們認為是「理所當然
視而不見，直到遇到另外一個文化的人。
中國漢文化中有思想、價值觀，
中國漢文化中有思想
價值觀
跟基督教有抵觸的，未必能夠立刻察覺，
 空氣有 CO,
CO PM2.5
PM2 5，不知不覺我們就吸收了，
慢慢就中毒、沒有察覺。
 傳統中國價值觀談
傳統中國價值觀談「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萬般皆下品 唯有讀書高」
可以從社會底層往中上層爬，
讀書高當然要到 學校
讀書高當然要到好學校，就是名校，
是 校
能夠讓學生考上另外一個名校的，
小孩考上明星學校，就好像中了大獎，
沒考上如喪考妣一般，透露出某一種價值觀



人文學科有什麼產值？
讀語
讀語文、哲學的，好像沒有甚麼用處，
哲學
像 有甚麼 處
大學為什麼要開這些學科、收這些學生？
這是 個
這是一個
「問錯問題會沒有答案」的經典樣本！



近幾年來台灣教育部在推證照制度、縮小學用落差，
近幾年來台灣教育部在推證照制度
縮小學用落差
將學生畢業率、就業率當成評鑑的標準，
好像學習就只有工具性價值，
大學文憑就是通往就業、財富，
證照 工作能力的證明書而已，
證照、工作能力的證明書而已，
通往財富的的終南捷徑。

如果用激烈一點的方式回應，
如果用激烈
點的方式回應
人文學科正好會告訴你：
人是不可以用經濟產值來衡量人的價值的，
人是不可以用經濟產值來衡量人的價值的
因為這樣做，就是在「把人物化」 人只是生產機器、而不成人了，
這個過程在泯滅人性
 長期下來社會如果都是這樣在做，
長期下來社會如果都是這樣在做
被泯滅人性的人做出泯滅人性的事，
是剛剛
那不就是剛剛好？

我們所學的內容、方法，
跟我們這個人 終究會合為
跟我們這個人，終究會合為一。
把讀書當工具，就是將自己建構成工具人，
就只是工具而已
就只是工具而已，一定會被宰制的，
定會被宰制的
有不同的主人會來宰制你。
基督教的學習觀念具備深厚的「人文素養」因為是人，
基督教的學習觀念具備深厚的「人文素養
因為是人
就是「存在的意義」，學習成為真正的人：
 可以在天地之間看見上帝造化的工程、
可以在天地之間看見上帝造化的工程
探索人生的真正意義
 從社會的種種表象，看透、發現其中的
扭曲與不義、邪惡隱藏在哪裡
 更在上帝的世界裡發現自己的使命
更在上帝的世界裡發現自己的使命，
知道要在上帝的教會中怎麼被形塑，
成為 帝 我 成為那樣
去成為上帝要我們成為那樣子的人
像基督那樣的人

論讀書、學習：
古代有「十載寒窗無人識
古代有「十載寒窗無人識，一舉成名天下知」，
舉成名天下知
如果讀書學習是為了功名，
圖個 官半職 將來好找工作可以賺錢
圖個一官半職、將來好找工作可以賺錢，
就叫「工具性價值」。

如果這樣，何必讀大學？早早學一技之長不就好了？
如果這樣
何必讀大學？早早學 技之長不就好了？
我，做一個基督徒、基督教思想的研究人員，
我必須說，真相是殘酷的，因為人不是這樣！



關於社會結構：
中國文化講「家」，有家庭的意象，
幾乎成了整個社會制度的軸心點，
用「家 來構思 切
用「家」來構思一切：
 像「國」說「國家」，是從家的延伸
 家庭有大家長制度，沿用到國家有大家長制度，
家庭有大家長制度 沿用到國家有大家長制度
其他社會、民間組織，教會、企業，都有大家長
兩千年來又因為儒家倫常觀念
兩千年來又因為儒家倫常觀念，
塑造一整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整套規矩，
 把每一個應有的身分、義務，
都已經明明白白的，嵌在這個社會裡面，
對整個中國人社會制度影響非常的大
 儒家倫常不知不覺就讓我們判斷是非，
可能不合乎基督教的 我們也需要檢驗
可能不合乎基督教的、我們也需要檢驗



宗教的世界想像方面
「華人」用中文思考，裡有很多
中國民間信仰的禁忌、習俗、說法、觀念，
深入在日常生活中 潛移默化影響每 個人
深入在日常生活中，潛移默化影響每一個人：
用「歹運、好運」解釋沒預料到的事情
「平常心、心心相印、有緣 都是佛教術語
「平常心、心心相印、有緣」都是佛教術語
信了耶穌之後，
這些沒有馬上消失，還會影響我們思維。

我們有文化的盲點、知識的不足、思考能力的差異，
所以另外一個基督教價值提醒我們：
 教會是詮釋聖經的群體，我們一起讀聖經、
一起查驗上帝的旨意、跟隨使徒的教訓
起查驗上帝的旨意 跟隨使徒的教訓
 我們繼承了，再發掘、檢驗、研究，
基督教 倫理 神學是甚麼？
基督教、倫理、神學是甚麼？
中國教會因為中國文化有共同的盲點，
感謝主 基督教是 個普世 大而公的教會
感謝主，基督教是一個普世、大而公的教會，
普及於全世，在不同的文化、地理、政治、社會圈，
都有基督徒、弟兄姊妹，
 從另一種文化、觀點，我們跟環球的教會
有溝通 團契，來幫助 看到我們的盲點
有溝通、團契，來幫助、看到我們的盲點
 華人基督徒可以看見西方、非洲弟兄姊妹的盲點，
起來尋求查驗上帝在我們此時此刻的旨意
一起來尋求查驗上帝在我們此時此刻的旨意

對我們的認知、判斷能力，要有合理的懷疑，
叫「認識上的謙遜」，
叫「認識上的謙遜
林前十三9 我們現在所知的有限。
我們的確知道、但知道一部分，
我們的確知道、但知道一部分
不充足、是不夠的。

三、信心的螺旋 - 聖經、傳統、文化
 詮釋的螺旋：
整本聖經的教訓，
是由許許多多個別經文累積起來的，
是由許許多多個別經文累積起來的
然而，個別經文的意義，
也需要從全本聖經 貫的教訓來判斷。
也需要從全本聖經一貫的教訓來判斷。
不是空著腦袋讀聖經，
 有期待、有理解能力，
有期待 有理解能力
所讀的、所發現的，
要謹守遵行，聖經會改變、挑戰我們
 一旦我們改變了，
對聖經有新亮光 新發現之後再去讀聖經
對聖經有新亮光、新發現之後再去讀聖經，
又會有不同的觀點、亮光
讀者跟文本的另 個詮釋螺旋 越來越深入 了解
讀者跟文本的另一個詮釋螺旋，越來越深入、了解。



每一個人是在教會、二千年來的信仰群體，
我們受信仰群體的造就、塑造，
栽培我們成為基督徒。
 每一個個人在讀經時、在聖靈帶領之下，
每 個個人在讀經時 在聖靈帶領之下
 耶穌基督為讀經的中心，他被挑戰、更新
 也可能對他所在的教會提出不同的看法
個人與群體之間也在互相塑造、影響，
可能是灌輸，改革也是可能的。
所以聖經、傳統、個人讀者、教會，
四個之間互動的關係，
幫助我們確認聖經的根基，
辨識出所繼承的傳統
辨識出所繼承的傳統，
就可以察覺文化、社會化過程裡面，
有甚麼樣的因素在我們裡面
有甚麼樣的因素在我們裡面。

總的來說：品格是我們做決策的主要建築師；
所歸屬的信仰社群是塑造我們的品格的主要塑造者；
歸屬 信仰社群是 造我
格
造者
這個信仰社群是活在耶穌基督使我們成為基督徒的「故事」，
告訴我們甚麼是美德的信仰社群該有的樣式，
告訴我們甚麼是美德的信仰社群該有的樣式
我們就要活出那個樣式來。
讀聖經、做神學、查驗上帝的旨意，
讀聖經
做神學 查驗上帝的旨意
信仰過程是一個不斷在前進的過程，
曠野的旅程就像朝聖的旅程 樣
曠野的旅程就像朝聖的旅程一樣，
旅程中隨時會有驚奇，要留點空間、時間，
讓上帝透過各種的天使所裝扮的、來跟我們摔角。
個人的讀經心得，要受教會檢驗；
教會能成為真理的管家和柱石，
在於教會自己能夠接受個別會友、另外教會的批判、挑戰；
在聖靈的帶領當中，我們可以越來越明白上帝的旨意
在聖靈的帶領當中，我們可以越來越明白上帝的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