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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倫理學的根基 

4/15/2010 

 

 

I. Natural Law as the Governing Law/自然律是治理的根基 

14 沒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順著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們雖然沒有律法，自己就

是自己的律法。15 這是顯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們心裡，他們是非之心同作見

證，並且他們的思念互相較量，或以為是，或以為非。）16 就在神藉耶穌基

督審判人隱祕事的日子，照著我的福音所言。【羅 2:14~16】 
14(Indeed, when Gentiles, who do not have the law, do by nature things 

required by the law, they are a law for themselves, even though they do not 

have the law, 15since they show tha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law are written 

on their hearts, their consciences also bearing witness, and their thoughts 

now accusing, now even defending them.) 16This will take place on the day 

when God will judge men's secrets through Jesus Christ, as my gospel 

declares. 【Rom 2:14~16】 

 

因為世界上的人, 不是每一個人都是基督徒, 所以我們不能夠用基督教的律法來治理他們. 

因此 sin ≠ crime.  

 

神造人的時候, 是用自己的形像造人, 因此每一個人都有神擺在他的良心中的律法. 這也就

是神在將來審判世界上的人的行為的時候, 所用的審判的標準 (啟 20:12). 

 
12 我又看見死了的人，無論大小，都站在寶座前。案卷展開了，並且另有一

卷展開，就是生命冊。死了的人都憑著這些案卷所記載的，照他們所行的

受審判。【啟 20:12】 
12And I saw the dead, great and small, standing before the throne, and books 

were opened. Another book was opened, which is the book of life. The dead 

were judged according to what they had done as recorded in the books. 

【Rev 20:12】 

所以治理世界的標準, 應該是植基在於自然律上面. 這也是基督徒在談倫理學的時候, 所植

基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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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但是光靠自然律是不夠的 

最清楚的自然律, 也就是神所擺在人的心中, 甚至擺在百獸的心中的, 是神對挪亞和他的後

代所說的: 

 
1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2 凡

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都必驚恐，懼怕你們，連地上一切的昆蟲並海裡

一切的魚都交付你們的手。3 凡活著的動物都可以作你們的食物。這一切我

都賜給你們，如同菜蔬一樣。4 惟獨肉帶著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們不可

吃。5 流你們血、害你們命的，無論是獸是人，我必討他的罪，就是向各人

的弟兄也是如此。6 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為  神造人是照

自己的形像造的。7 你們要生養眾多，在地上昌盛繁茂。【創 9:1~7】 
1Then God blessed Noah and his sons, saying to them, "Be fruitful and 

increase in number and fill the earth. 2The fear and dread of you will fall 

upon all the beasts of the earth and all the birds of the air, upon every 

creature that moves along the ground, and upon all the fish of the sea; they 

are given into your hands. 3Everything that lives and moves will be food for 

you. Just as I gave you the green plants, I now give you everything. 4"But you 

must not eat meat that has its lifeblood still in it. 5And for your lifeblood I 

will surely demand an accounting. I will demand an accounting from every 

animal. And from each man, too, I will demand an accounting for the life of 

his fellow man. 6"Whoever sheds the blood of man, by man shall his blood be 

shed; for in the image of God has God made man. 7As for you, be fruitful and 

increase in number; multiply on the earth and increase upon it." 【Gen 

9:1~7】 

今天百獸, 在正常的情形下, 大都有畏懼人的心.  

 

但是多少人已經連不能吃血的觀念都蕩然無存了.  

 

流人血的, 他的血也必為人所流. 我們有多少社會, 已經沒有遵守這樣的規矩了. 

 

神最早所設立的一夫一妻的標準 (創 2:24, 25), 到了拉麥就已經有了多妻制度(創 4:23). 到

了亞伯拉罕的時代, 所多瑪, 蛾摩拉已經是同性戀氾濫了 (創 18:20).  

 

所以我們看到至少有幾個問題, 是單單靠自然律無法治理這個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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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的良心會受到環境而漸漸墮落, 標準越來越低 (羅 1:21, 弗 4:18-19). 

 前面的例子. 

 

2. 知善惡樹的果子不能夠幫助人類來治理這整個世界. 

 在人類還沒有犯罪以前, 都必須要每日黃昏的時候與神同行, 才能夠解決所碰到的各

樣的生活上的問題. 當人吃了知善惡樹上的果子, 自己像神一樣, 可以知道/決定善惡的標準. 

人類長期離開神的治理, 所產生的 “人定勝天”的世界, 是一個充滿了污染, 敗壞, 破壞, 彼此

殘殺, 彼此欺騙的世界. 是一個需要拯救的世界. 聖經中的許多的道理, 是給墮落中的人類的. 

聖經中這方面的教導, 認清了人類的墮落的本質, 肯定了人類罪性的存在, 給予人一個得救

的機會, 讓人可以因為主耶穌基督的救恩而有好的生命力. 聖經同時也加上救贖的律法, 讓

人可以在行為上, 回復到當初神要給人的完美的生活光景. 因此, 很難把神永恆的律法, 和人

的自然律分開來講.  Somehow, 一定要從自然律進入到神的永恆的律法. 

 

3. 神的律法能夠甦醒人心, 提升整個社會的生活品質 

耶和華的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耶和華的法度確定，能使愚人有智慧。 

The law of the LORD is perfect, reviving the soul. The statutes of the LORD 

are trustworthy, making wise the simple.   (詩 19:7) 

基督教的律法能夠提升整個社會生活的品質. 例如對中國女性不用纏腳的影響, 廢掉印度女

人陪葬丈夫的習俗. 

 

III. 自然律和神永恆的律將來都會合在一起 

 

神 

 

人 

神 

 

人 

教會主導人的靈性上的需要, 不用刀劍 

國家治理人的行為上的規範, 使用刀劍 

現今的罪暫時讓這

兩個機構分開, 但

終將合在一起 

The First Creation The Final Re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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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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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使你們

能分別是非（或作：喜愛那美好的事），作誠實無過的人，直到基督的日

子；【腓 1:9~10】 
9And this is my prayer: that your love may abound more and more in 

knowledge and depth of insight, 10so that you may be able to discern what is 

best and may be pure and blameless until the day of Christ, 【Phil 1:9~10】 

教會中的真理, 會存到主耶穌基督再來的日子.  

天地都要滅沒，你卻要長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漸漸舊了。你要將天地如裡

衣更換，天地就改變了。 They will perish, but you remain; they will all 

wear out like a garment. Like clothing you will change them and they will be 

discarded.   (詩 102:26) 

我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都

要成全。I tell you the truth, until heaven and earth disappear, not the 

smallest letter, not the least stroke of a pen, will by any means disappear 

from the Law until everything is accomplished.   (Matt 5:18) 

將來這個世界的律法就是聖經的律法. 我們現在所努力的方向, 也就是將來要和主耶穌一同

治理這個世界的時候的治理方法. 將來行政中心是新聖城耶路撒冷, 是有榮耀復活身體的人

才能夠居住在那裡, 從千禧年開始就治理這個世界. 進入新天新地, 直到永永遠遠. 

不再有黑夜；他們也不用燈光、日光，因為主神要光照他們。他們要作

王，直到永永遠遠。There will be no more night. They will not need the 

light of a lamp or the light of the sun, for the Lord God will give them light. 

And they will reign for ever and ever.   (Rev 22:5) 

 

結論 

因此, 聖經是基督教倫理學不變的基礎. 如何讓這個世界的律法彰顯出神的公義, 所以這個

世界上能夠有真正的平安, 讓神的僕人能夠在平安的世界中開展耶穌基督福音救贖的工作, 

使多人能夠進入神的國度之中. 同時, 知道今天的世界不是一個沒有罪的世界, 而是一個需

要救贖的世界. 如何讓世界上的律法能夠反映出耶穌基督救贖的功能, 是基督徒在這個世界

上應該努力的方向和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