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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倫理學導論 

Initially 3/31/2005 

 

I. 基督教倫理學的定義 

基督教倫理學(Christian Ethics), 或稱道德神學, 是一門與人類的道德或倫理生活有關的學

問. 羅秉祥給它下的定義是: “基督教倫理學(或道德神學)是站在基督教信仰的立場, 對基

督徒及一般人的倫理道德生活, 有系統的反省,分析及評價的學科.1 

 

 

II. 為何要有基督教倫理學? 

A. 聖經要我們能按照神的心意來分別是非. 

 
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使你們能分別是
非，作誠實無過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 (腓 1:9-10). 

 

B. 長大成熟的基督徒才能分別好歹. 

 
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練仁義的道理，因為他是嬰孩；惟獨長大成人的才能吃乾糧；
他們的心竅習練得通達，就能分辨好歹了 (來 5:13-14). 

 

 

III. 基督教倫理學的根本 

是以耶穌基督的教訓為根本 

 
你們要謹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學和虛空的妄言，不照著基督，乃照人間的遺傳和
世上的小學就把你們擄去(西 2:8)。 

 
你們若是與基督同死，脫離了世上的小學，為什麼仍像在世俗中活著、服從那「不
可拿、不可嘗、不可摸」等類的規條呢？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導的。說到這一
切，正用的時候就都敗壞了。這些規條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謙卑，
苦待己身，其實在克制肉體的情慾上是毫無功效 (西 2:20-23)。 
 

 

IV. 基督教倫理學的原則 

A. 神的愛是建立在公義的基礎上 

                                                 
1羅秉祥, 黑白分明, (香港: 宣道出版社, 1992),  p.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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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林多前書 13:13 提到,基督徒的美德中最大的是愛. 但是常為一般人所錯認的

是愛的定義, 在愛訓裡面(林前 13:4-8), 沒有一個地方提到愛是心裡的喜好, 或是縱容惡人

的作惡. 愛訓裡面提到的乃是以真理為根基, 以意志力來執行的花上代價的舉動. 愛和公

義是分不開的. 詩篇 85:10 說到, ‘慈愛(ds,x,)和誠實(tm,a/)彼此相遇；公義(qd,c,)和平安(~Alv')
彼此相親。’ 神的慈愛(ds,x,)和真理(和合本翻譯成為誠實)是一塊的, 神的公義和我們的平

安是分不開的. 一個沒有公義的社會是不會有平安的.  
 

詩人接著說, ‘誠實從地而生；公義從天而現。耶和華必將好處賜給我們；我們的
地也要多出土產。公義要行在他面前，叫他的腳蹤成為可走的路’ (詩 85:11- 13)。若一個社

會以真理為它的根基, 以公義為它的頭罩, 那麼神的慈愛要顯在他們當中, 耶和華的好處

祝福要賜給他們. 因著神愛祂的子民, 所以神要求他的子民行在公義的道路上, 也因著神

愛祂的子民,所以當他們不行公義時, 神的審判必須要臨到他們. 因此, 舊約神的先知們一

再的向以色列人強調這樣的一個真理, 先知彌迦說,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
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 (彌 6:8)。 先
知阿摩司說, ‘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 (摩 5:24). 

 

 那麼有人會說, 神不是要我們, ‘捨己, 天天背起十字架來跟從我’嗎? (路 9:23), 

‘有人打你的右臉, 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 (太 5:39), ‘有人要拿你的裡衣, 連外衣也由他拿

去’ (太 5:40), ‘有人強逼你走一里路, 你就同他走兩里’ (太 5:41)嗎? 在這裡我們必須指出, 

神給個人的行為法則, 也給社會的公義的法則. 社會的公義法則是神讓每一個人因之可以

安居在這個世界上, 個人的法則, 其實是做門徒的法則, 是讓門徒身體力行來見證祂的主, 

是出於門徒心裡的願意, 不是規定的律法, 否則這個社會成為惡人得勢, 公理全無的生活

環境了. 愛之所以寶貴, 就在於它是建立在公義的基礎之上. 

 

B. 神的寬恕是建立在公義的基礎上 

又有人說, 神不是要我們赦免得罪我們的弟兄七十個七次嗎 (太 18:22)? 但若是

你認識聖經的話, 你知道赦免和認罪悔改是連接在一起的. 在耶穌教導彼得赦免之前, 首

先就提到教會中的管教, 為的是讓犯罪的人能夠知錯, 有機會悔改(太 18:15-20). 在以色列

民族的整個歷史上, 神一再指出他們的錯, 要他們認罪悔改, 但是在他們一再的頑固不順

服的情形之下, 神的審判就嚴厲毫不含糊的臨到了整個民族. 赦免之所以寶貴,. 就在於它

是建立在公義的基礎之上. 

 

因此, John Rawls 提到, ‘正義是社會組織中首要的美德, 就如真理是思想系統中

首要的美德.’2 羅秉祥提到 ‘在愛中, 寬恕是不會單獨出現的. 祂要就是與悔改互相配合, 

使雙方和好如初; 要不然 (若沒有悔改), 除了寬恕外, 愛會帶來某些制約及糾正行動, 使

                                                 
2 羅秉祥, 黑白分明, p.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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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涉在內的人不再受害下去. 在某些茲事體大的特殊情形中, 除了悔過及寬恕外, 愛還會

採取某些制裁行動, 及促使雙方謹記歷史的教訓. 這樣的寬恕, 才是不姑息, 不縱容的寬恕, 

是愛全面表達的寬恕.’3 

 

 

V. 基督教倫理學的思考步驟 

A. 如何做道德判斷? 

1. 在做一個道德判斷時, 能注意到與這個抉擇有關的所有事實. 

 

 

 

2. 能分辨出哪些道德規範是這個抉擇所必須依從的. 

 

 

 

3. 能夠按照一個正確的世界觀來抉擇.4 

 

 

 

 

B. 依據什麼?5 

1. 聖經 

提後 3:16- 17 說:“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或作：凡神所默示的聖經），於教訓、督責、
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2. 教會傳統 

 

 

 

3. 思維 

 

 
                                                 

3 Ibid., p. 28. 

4 Ibid., p. 223. 

5 Ibid., pp. 22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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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切身感受 

 

 

 

 

C. 如何運用聖經?6 

1. 具體教導 

 

 

 

2. 一般性道德原則 

 

 

 

3. 完美的道德理想 

 

 

 

4. 神學的世界觀 

 

 

 

5. 故事敘述. 

 

 

 

 

VI. 基督教倫理當中的灰色地帶 

若是黑色代表罪惡或不義, 白色部分代表美德或公義, 那麼, 灰色部分代表什麼呢?7 

 A. 聖經中無損也無益的行為 

                                                 
6 Ibid., pp. 241-49. 

7 史普羅, 基督徒與倫理, pp.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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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是非難明的事物. 

   

 

 

 

VII. 罪的等級 

罪是有等次的, 耶穌曾提到某些人將受到許多鞭打, 某些人只接受少許, 例如, 哥拉汛與伯

賽大將接受比推羅,西頓 更大的審判, 加百農比所多瑪要受更大的審判(太 11:20-24). 在將

來聖徒要受大小不同的賞賜 (太 5:12). 

 

在某些狀況下, 必須權衡罪的等級. 在兩重選擇之間選其輕. 如戰爭與欺詐, 如保全母親生

命與墮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