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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基督教教義及倫理 

課本：「教義短打」 



本科的目的：  
 
讓初信肢體對基本基督教核心教義及基督教倫理課題有初步的認識。 

基督教教義： 

1. 救恩  

罪、救贖、得救、永生 

2. 聖經：神默示的話語 

3. 三位一體的神 

4. 教會 

 

基督教倫理： 
1. 性與婚姻： 

性、同居、色情、婚姻、離婚、再婚 

2. 同性戀、性革命 

3. 了結生命： 

  墮胎、自殺、安樂死 



救恩  (罪、救贖、得救、永生)  



救恩  (罪、救贖、得救、永生)  

1. 罪：人的困局 

a. 罪不單是道德上，更在與神的關係上（與神隔絕），
即使為善也不能自救，這就是人的困局。 

b.  神的審判，不是照人的標準，乃是按神的聖潔和真理 

c. 面對上帝的公義審判，人就只有滅亡。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羅三23） 





神的 
榮耀 





救恩  (罪、救贖、得救、永生)  

2. 救贖：神的拯救 

a. 因為上帝的慈愛，耶穌基督以無罪之身為世人被釘十
架死了，為世人承當了神的審判，並且耶穌死後三天
後復活升天，勝過死亡。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
我們顯明了。（羅五8）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獨一的兒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人
不致滅亡，反得永生。（約三16） 





3. 得救：罪得赦免、稱義、得著永生 
 

a. 信耶穌就是人聽到福音，願意接受耶穌的赦免，就得
著永遠的生命，成為神的兒女。 

 

你若口裏宣認耶穌為主，心裏信神叫他從死人中復活，就必
得救。因為，人心裡信就可以稱義，口裡宣認就可以得救。
（羅十9,10） 
 

凡接納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
（約一12） 



人的回應：信靠上帝 

亞當的叛逆、犯罪（羅五） 

基督的順從、贖罪（羅五） 

人的選擇 



神的恩典：赦免和重生 浪子回頭（路十五） 

 

聖靈重生（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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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得救：罪得赦免、稱義、得著永生 

在信主耶穌那一刻，以下都成就了： 

  

得救、稱義、得贖、重生、罪得赦免、免去審判、得進入
天堂、得著永生、聖靈入住、 免入地獄、靈魂得救、有復
活的應許、屬靈、屬神、聖靈的浸禮。 

成了神的兒女、天國的子民、基督徒、教會肢體、聖徒。 

 

在教會的浸禮是得救的人，在眾人面前宣認及見證耶穌基
督的救贖。 

 



4.  成聖 

1. 信主之後， 透過禱告讀經和教會肢体生活，學習與神
同行的生活。 

2.  在成聖的過程中，雖然仍有軟弱和跌倒，但靠著耶穌
的恩典、聖經的真理和聖靈的幫助，使自己能活出主
耶穌的樣式。直到主的再來，信徒將會完全的得贖。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
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羅十二1,2 ） 



救恩  (罪、救贖、得救、永生)  

我的救恩會失落嗎？ 

1.  永生在神手中不會失落，是外力所不能奪去的 

「並且，我賜給他們永生；他們永不滅亡，誰也不能從我手
裏把他們奪去。我父所賜給我的比萬有都大，誰也不能從我
父手裏把他們奪去」（約十28，29） 



我的救恩會失落嗎？ 

2. 救恩不失落，是因為主耶穌救贖的永恆功效。 

3.  蒙恩得救不是因為功德，也不用行為去成全。 

「但基督獻了一次永遠有效的贖罪祭，就坐在神的右邊，從
此等候他的仇敵成為他的腳凳。因為他僅只一次獻祭，就使
那些得以成聖的人永遠完全。」（來十12-14）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而是
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弗二8,9） 

 



救恩  (罪、救贖、得救、永生)  

一個不再相信耶穌、否認救恩的人，是否得救？ 

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並不是出於自己，而是神所賜的。 

基督獻了一次永遠有效的贖罪祭，使成聖的人永遠完全。 

那人否認救恩，可能他未曾真正得救。 

19 他們從我們中間出去，卻不是屬我們的，若是屬我們的，
就必仍舊與我們同在；他們出去，顯明都不是屬我們的。 

（約壹2 ） 



一個不再相信耶穌、否認救恩的人，是否得救？ 

那人否認救恩，他未曾結出真正得救的果子。 

 

 19「 凡聽見天國的道而不明白的，那惡者就來，把撒在他
心裏的奪了去；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 20 撒在石頭地上的，
就是人聽了道，立刻歡喜領受， 21 只因心裏沒有根，不過
是暫時的，一旦為道遭受患難或迫害，立刻就跌倒。 22 撒
在荊棘裏的，就是人聽了道，後來有世上的憂慮、錢財的迷
惑把道擠住了，結不出果實。 23 撒在好土裏的，就是人聽
了道，明白了，後來結了果實，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
有三十倍的。」（太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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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神默示的話語 



I. 聖經：神默示的話語 
a. 聖經乃是神所默示，全部六十六卷皆為聖靈感動人所寫成，記載神

對人的啟示，在原文是毫無錯誤的。聖經原稿的內容在現有的抄本
中，在神的保守下，是相當准確的。 

b. 聖經是神的聖約，是信徒信仰與生活之完備寶庫和最高準繩。是神
審判人及量度所有宗教信條、教義的最高標準。 

c. 耶穌基督是道成了肉身，祂是聖經解釋的中心和權威。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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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後三16-17） 



II. 聖經的權威 
 1. 主耶穌肯定聖經的權威和無誤 

 3 魔鬼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吩咐這塊石頭變成
食物！」 4 耶穌回答說：「經上記著說：『人活著不是單靠
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耶穌說：「經上
記著說…..耶穌對他說：「經上說：『不可試探主你的
神。』」（路四3-12） 



II. 聖經的權威 
 1. 主耶穌肯定聖經的權威和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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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5：18） 
 

「耶穌……於是從摩西和眾先知起，凡經上所指著自己的話、
都給他們講解明白了。」（路24：25-27） 
 

「棄絕我、不領受我話的人，有審判他的；就是我所講的道，
在末日要審判他。」（約12：48） 



II. 聖經的權威 
 1. 主耶穌肯定聖經的權威和無誤 

耶穌回答說：「你們錯了，因為不明白聖經，也不曉得神的
大能。 當復活的時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
一樣。 論到死人復活，神在經上向你們所說的，你們沒有
念過嗎？ 他說：『我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
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太二十二29 -

32） 



II. 聖經的權威 

2. 使徒肯定聖經的權威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
學義都是有益的。」（提後3：16） 

 
第一要緊的，該知道經上所有的預言沒有可隨私意解說的。 
因為預言從來沒有出於人意的，乃是人被聖靈感動，說出神
的話來。（彼後一20-21） 



II. 聖經的權威 

3. 舊約作者肯定神啟示的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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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的訓詞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
華的命令清潔，能明亮人的眼目。」（詩十九7-8） 

 
「只要剛強，大大壯膽，謹守遵行我僕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
切律法，不可偏離左右，（書1：7） 



III. 否定聖經權威的異端舉隅 
 

1. 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摩門教） 

（Mormons） 

   另外有新的啟示：摩門經。 
 

2. 耶和華見證人會（Jehovah’s Witness） 

  纂改聖經：新世界譯本聖經 

（The New World Translation of The Holy Scripture）。 
 

3. 全能神教會／東方閃電 

     曲解聖經，否定聖經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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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一體的神  
聖父、聖子、聖靈 



三位一體的神 (聖父、聖子、聖靈)  

I. 三位一體：真神漸進的啟示： 

從舊約耶和華的「獨一神觀」（Monotheism） 

到新約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Incarnation)  

到基督教的「三位一體」(Trinity) 



「獨一神觀」（Monotheism） 

a. 按舊約的啟示，神是獨一的真神，沒有其他的創造主。
神吩咐以色列民不可拜偶像，因為「別神」不是神，
都是假神。 

三位一體的神 (聖父、聖子、聖靈)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出二十3) 

 
「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的神是獨一的主。你要
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 」(申六4-5) 



「獨一神觀」（Monotheism） 

a. 按舊約的啟示，神是獨一的真神，沒有其他的創造主。
神吩咐以色列民不可拜偶像，因為「別神」不是神，
都是假神。 

三位一體的神 (聖父、聖子、聖靈)  

我們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麼，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沒
有別的神。 5 雖有稱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許多的
神、許多的主， 6 然而我們只有一位神，就是父，萬物都本
於他，我們也歸於他。並有一位主，就是耶穌基督，萬物都
是藉著他有的，我們也是藉著他有的。 (林前八) 



「道成肉身」(Incarnation) 

a. 新約聖經記載了耶穌的降生，就是「道成了肉身」，上帝在肉身顯現，
按舊約眾先知預言降世、行事和贖罪，並用神蹟奇事及從死裡復活顯
現表明祂是神的兒子。新約猶太信徒從堅定的獨一神觀信仰中，在耶
穌基督身上領受了「道成肉身」的新啟示。 

「敬虔的奧祕是公認為偉大的： 
神在肉身顯現，被聖靈稱義，被天使看見，被傳於外邦，
被世人信服，被接在榮耀裏。」(提前三16) 
 

從來沒有人見過神，只有在父懷裏獨一的兒子將他表明出
來。」(約一18) 



「道成肉身」(Incarnation) 

「1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2這道太初與神同在。
3萬物都是藉著他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
的，4在他裏面有生命，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14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
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一兒子的榮光。（約一） 



「道成肉身」(Incarnation) 

「1古時候，神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向列祖說話，2末世，藉
著他兒子向我們說話，又立他為承受萬有的，也藉著他創造
宇宙。3他是神榮耀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像，常用他大能
的命令托住萬有。他洗淨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
邊。」(來一) 



「道成肉身」(Incarnation) 

「6他本有神的形像，卻不堅持自己與神同等； 
7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 
既有人的樣子，8就謙卑自己，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
在十字架上。」(腓二) 



「道成肉身」(Incarnation) 

耶穌基督的神性在以下顯明出來：  

舊約聖經的見證（無論是他的來臨、出生、工作、神蹟、
受死、復活、升天、贖罪）  

先知預言的實現 

耶穌基督的神蹟奇事、從死裏復活升天 

聖靈的見證、教會的見證 

 

 2 這福音是神從前藉眾先知在聖經上所應許的， 3 論到他兒
子我主耶穌基督。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 4 按聖善
的靈說，因從死裡復活，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 （羅一） 



「道成肉身」(Incarnation) 

新約聖經肯定了聖子和聖靈的神性 

「9他如果神的靈住在你們裏面，你們就不屬肉體，而是屬
聖靈了。人若沒有基督的靈，就不是屬基督的。」(羅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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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一體的神 (聖父、聖子、聖靈)  

「三位一體」的真理： 

• 神獨有的本質和奧祕； 

• 超乎人類的經驗和邏輯 ； 

• 是可知的，因為神在肉身顯現， 
道成了肉身，向我們啟示。 



認知的限制 

2D平面人的不可能 3D立體人的可能 

平面人被紅圈限制 立體人可以跳出紅圈 



「三位一體」教義的重要性 

a. 得著救恩、分辨異端 

    聖父、聖子、聖靈既是三位一體的神，拒絕其中一位，
就是拒絕神自己。 

「凡不認子的，就沒有父；宣認子的，連父也有了。」 

(約壹二23) 
 

「這見證就是：神賜給我們永生，而這永生是在他兒子裏面
的。那有神兒子的，就有生命；沒有神兒子的，就沒有生
命。」（約壹五11～12） 



「三位一體」教義的重要性 

a. 得著救恩、分辨異端 

    聖父、聖子、聖靈既是三位一體的神，拒絕其中一位，
就是拒絕神自己。 

 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摩門教）（Mormons） 

 耶和華是摩門教徒得道變成，耶穌是摩門教徒變成的上帝所生的很多兒子之一。 
 

 耶和華見證人會（Jehovah’s Witness） 

 耶穌是天使長，不是三位一體的神。 
 

 全能神教會／東方閃電 

 他們的教主是耶穌以女性性別（鄧姓女子）再來了中國。  



「三位一體」教義的重要性 

b. 上帝是明白我們的大祭司、表明神的愛 

「14既然我們有一位偉大、進入高天的大祭司，就是耶穌—
神的兒子，我們應當持定所宣認的道。15因為我們的大祭司
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他也在各方面受過試探，與我們
一樣，只是他沒有犯罪。16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
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憫，蒙恩惠，作及時的幫助。」 

(來四14-16)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獨一的兒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人
不致滅亡，反得永生。（約三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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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 



教會 

I. 教會是甚麼？ 

1. 希臘原文是「被呼召出來」 

2. 普世教會：這指歷世以來，在各地各方，凡因信耶穌
基督得救的人，可說是無形的教會。 

3.  地方教會：這指地上有形的信徒組織。 



II.  教會是耶穌基督所設立的 

凡認信耶穌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的群體，
就是主設立的教會。 

15耶穌問他們：「你們說我是誰？」16西門‧彼得回答說：「你
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17耶穌回答他說：「約拿的兒子
西門，你是有福的！因為這不是屬血肉的啟示你的，而是我在
天上的父啟示的。18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
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它。19我要把天國的鑰
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在地上
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太16：13-19） 



III. 教會的使命 

實踐福音大使命、活出基督的樣式。 

世上只有教會才有天國的鑰匙：耶穌基督的福
音，因此實踐福音大使命是教會首要的使命。 

「19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
的名給他們施洗，20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導他們遵守。
看哪，我天天與你們同在，直到世代的終結。」(太二十八
19-20) 
  

「12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
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徒四12) 

 



III. 教會的使命 

實踐福音大使命、活出基督的樣式。 

基督的福音改變人的生命，信徒應該在世上為
主作鹽作光，活出基督的樣式。 

「13你們是地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它不
再有用，只好被丟在外面，任人踐踏。14你們是世上的光。
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15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而是
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16你們的光也要這樣照在人
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把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
父。」(太五13-16) 



IV.  教會的體制 

教會三個重要的特質： 

1. 基督為首，是教會最高的權威。（弗一22-23，五23） 

2.  教會中每一個信徒皆祭司，都可以直接尋求和領受
神的旨意。（彼前二9-20）      

3. 聖靈按自己意思又賜恩賜給教會。（林前十二11，
弗四11-16） 

 



IV.  教會的體制 

 

教會的體制應該是以基督為首、民主及自主的。 

a. 透過基督為首，順服主耶穌獨一主權，按聖經真理而行，
是教會的使命、體制和運作的基礎。 

b. 透過民主的體制，體現信徒皆祭司，讓整個教會可以參與
尋求、領受及辨別神對教會的心意。 

c. 透過教會自主，體現聖靈自由運行和引導下，各堂會可以
按聖經的真理，領受不同的天國使命和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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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倫理 



課題一：性及婚姻  
1.   性及一男一女的婚姻是神所創造和設立 
 

「神就照著他的形像創造人，照著神的形像創造他們；他創
造了他們，有男有女。神賜福給他們，神對他們說：「要生
養眾多，遍滿這地…」 

 (創一27、28)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創二24） 



 4-5耶穌回答：「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並且說：『因
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結合，二人成為一體。』這經文
你們沒有念過嗎？6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兩個人，而是一體
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開。」 (太十九4-6) 

課題一：性及婚姻  

2. 夫妻乃是一生一世的委身 



3. 性在婚姻盟約之內  
 

a. 性行為不只是生理，而是身心靈合一的關係。 
 

b. 性愛是夫妻之間的生活，性慾本身是正當，而非罪惡
可恥或污穢的。 
 

c. 性行為既然是表達“二人成為一體”的身體語言，是
夫妻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男女朋友友情的表達方式。 
 

d. 因此一夜情、婚前性行為同居、召妓、濫交、姦淫、
色情文化都是神不容許的。 

 



4. 姦淫是神所憎惡  
 

 「不可姦淫。」（出二十14）第七誡。 
 

25你不要因她的美色而動心，也不要被她的眼皮勾引。26因
為連最後一塊餅都會被妓女拿走；有夫之婦會獵取寶貴的生
命。27人若兜火在懷中，他的衣服豈能不燒著呢？28人若走
在火炭上，他的腳豈能不燙傷呢？29與鄰舍之妻同寢的，也
是如此，凡親近她的，難免受罰。 (箴六25-29) 
 

「婚姻，人人都當尊重，共眠的床也不可污穢，因為淫亂和
通姦的人，神必審判。」 (來十三4) 

 



5. 色情文化 
色情文化的謊言： 

a. 無傷大雅：沒有傷害人 

b. 食色性也：人性一部份 

c. 進步及自由：性開放。 

色情文化的錯誤： 
a. 高舉情慾，破壞個人、婚姻、家庭。 

b. 人被非人化及商品化；自私的行為。 

c. 容易沉溺、促進性罪行、人口販賣。 

「你們聽過有話說：『不可姦淫。』
但是我告訴你們：凡看見婦女就動
淫念的，這人心裏已經與她犯姦淫
了。」 (太五27, 28) 



6. 婚姻盟約要求互相愛護、不離不棄。  
 

「22作妻子的，你們要順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23因
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他又是這身體的
救主。24教會怎樣順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樣凡事順服丈夫。
25作丈夫的，你們要愛自己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
會捨己…. 28丈夫也應當照樣愛妻子，如同愛自己的身體；
愛妻子就是愛自己了。29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體，總是
保養愛惜，正像基督待教會一樣」（弗五 22~25） 



6. 婚姻盟約要求互相愛護、不離不棄。  
 

「14.….耶和華在你和你年輕時所娶的妻之間作證。她雖是
你的配偶，你誓約的妻，你卻背棄她。15一個人如果還剩下
一點靈性，他不會這麼做。…誰也不可背棄年輕時所娶的妻。
16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說：「我恨惡休妻的事和衣服外面披
上暴力的人。（瑪二14~16） 

耶穌對他們說：「…但從起初創造的時候，神造人是造男造
女。因此，人要離開他的父母，與妻子結合，二人成為一體。
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兩個人，而是一體的了。所以，神配
合的，人不可分開。」（可十5~9） 

 



7. 聖經特准的離婚： 
a. 配偶犯了姦淫 

b. 不信的一方若提出離婚 

「我告訴你們，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為不貞的緣故，就是
犯姦淫了。」（太十九9） 

「倘若那不信的人要離開，就由他離開吧！無論是弟兄是姊
妹，遇著這樣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你們原是要你們和睦。」
（林前七15） 



8. 有關再婚 

a. 若隨意離婚又再婚，就是犯了姦淫。 
「3有些法利賽人來試探耶穌說：「無論甚麼緣故，人休妻都合法
嗎？」4-5耶穌回答：「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並且說：『因
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結合，二人成為一體。』這經文你們沒
有念過嗎？6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兩個人，而是一體的了。所以，
神配合的，人不可分開。」7法利賽人說：「這樣，摩西為甚麼吩咐
給妻子休書就可以休她呢？」8耶穌說：「摩西因為你們的心硬，所
以准許你們休妻，但起初並不是這樣。9我告訴你們，凡休妻另娶的，
若不是為不貞的緣故，就是犯姦淫了。」（太十九3-6） 

「11耶穌對他們說：「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姦淫，辜負他的妻子；
12妻子若離棄丈夫另嫁，也是犯姦淫了。」（可十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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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衝突中務要努力維繫婚姻關係，與配偶和好。 

C .聖經容許信徒再婚的原因就是配偶離世。 

「至於那已經嫁娶的，我吩咐他們，其實不是我吩咐，乃是
主吩咐，說：妻子不可離開丈夫。若是離開了，不可再嫁，
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離棄妻子。 」 （林前七 

10~11） 

「丈夫活著的時候，妻子是受約束的；丈夫若長眠了，妻子
就自由了，可以隨意再嫁，只是要嫁給主裏面的人。」（林
前 七39） 



有關婚姻、離婚和再婚的教導 

a. 婚姻是神所設立的，是一男一女結合、一生一世彼此委身。 

b. 夫妻應努力相愛、建立婚姻，因此離婚並不是上帝的心意。 

c. 信徒戀愛結婚的對象應該是信徒，以免家庭和個人的信仰
及價值觀上不能同心。 

d. 姦淫是破壞婚盟，是聖經容許信徒離婚的原因。 

e. 隨意的離婚，丟棄辜負配偶，再婚就如犯姦淫一樣。 

f. 配偶離世，婚盟自然消失，再婚是可以的。 

g. 未信主配偶提出離婚，是聖經容許的信徒離婚。 

h. 婚姻關係破裂不是神的心意，然而教會必須關懷離婚和再
婚的肢體。 

 

 



課題二：同性戀、性革命 

 
 



歧視的魔咒 

1. 為何基督教歧視別人呢？ 

2. 為何把基督教價值觀加諸他人呢？ 

3. 為何干涉二人相愛的自由呢？ 

4. 結婚不是每個人的人權嗎？  

5. 為何教會不追上先進世界的潮流呢？ 

6. 耶穌展示大愛，但教會卻是歧視別人？  
 



同性戀，知多一點點。 

1. 同性戀…與聖經 

2. 不認同同性戀是歧視同性戀者？ 

3. 同志平權運動、性革命的背後 

4. 同性婚姻的背後 
 

 



同性戀者人口比例 

【美國政府統計： 1.6% 人口是同性戀者】 

 2014年美國疾病管制中心首次進行的大型調查，統計數據顯
示美國有1.6%成人是同性戀，另外分別有0.7%及1.1%成人
自稱雙性戀及「其他」或不作答。 

 

【英國政府統計：1.1%人口是同性戀者】 

 英國的國家統計辦公室(ONS)在2015年10月1日公佈2014年
的調查數字，同性戀者佔全英人口1.1%，有0.5%雙性戀。 



至2019年有30個國家同性婚姻或民事結合制度予以同性伴侶相同
或相等於異性伴侶的權利。 



 

同性戀與生俱來? 
 

不！ 



聖經反對同性戀行為的經文 

利18:22, 20:13;  羅1:24-27;  林前6:9;  提前1:10 



聖經反對同性戀行為的經文 

「不可跟男人同寢，像跟女人同寢；這是可憎惡的事。」
（未十八22） 
 

「24所以，神任憑他們隨著心裏的情慾行污穢的事，以致彼
此羞辱自己的身體…26因此，神任憑他們放縱可羞恥的情慾。
他們的女人把自然的關係變成違反自然的；27男人也是如此，
放棄了和女人自然的關係，慾火攻心，男的和男的彼此貪戀，
行可恥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這逆性行為當得的報應。」
（羅一24-27） 



聖經反對同性戀行為的經文 

「9你們豈不知不義的人不能承受上帝的國嗎？不要自欺！
無論是淫亂的、拜偶像的、姦淫的、作娼妓的，親男色的、
10偷竊的、貪婪的、醉酒的、辱罵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
上帝的國。」（林前六9-10） 
 

「9因為知道律法不是為義人訂立的，而是為不法和叛逆的，
不虔誠和犯罪的，不聖潔和戀世俗的，弒父母和殺人的，10

犯淫亂和親男色的，拐賣人口和說謊話的，並起假誓的，或
是為任何違背健全教義的事訂立的。」（提前一9-10） 



同性戀解讀聖經過時？ 

聖經的啟示是漸進的、是活的、是會改變的 

舊約不容許的事在新約容許：例如食物的規條、婦女地位； 

舊約容許的事在新約不容許：例如一夫多妻； 

舊約和新約都容許的事，今天教會卻不容許：例如奴隸。 

因此對同性戀的看法，也應有彈性和演變，不應單就以舊約和
新約的規條經文，就反對同性戀。 

新約最大的誡命就是愛，用律法的原因反對、排斥、拒絕同性
戀，乃違反了以基督的愛為中心的教會使命， 

教會應接納被社會歧視的同性戀小眾，那才是基督愛的彰顯。 



同性戀解讀聖經過時？ 
聖經啟示的漸進，不等於上帝自相矛盾，更不等於聖經甚麼都在變。 

奴隸制度：雖然新舊兩約中都容許，但並是不正面的認同，保羅說
“求自由更好”（林前7:21），他在腓利門書稱奴隸為弟兄，又說
「為奴的、自主的」在基督裡成為一（加3:28）。 

婦女的地位：有漸進的軌跡，耶穌看重婦女的地位（路7:36, 24:1, 約
8:3），保羅也看男女在救恩中為平等，新約教會也有婦女作領袖。 

食物的規條：也出現漸進的軌跡，以前不可吃的現在可以吃（徒10:15, 

可7:19, 林前8:8）。 

離婚在舊約中原是神的恨惡的（瑪2:16），在新約卻在一些情況下是
容許的（太5:32, 林前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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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戀解讀聖經過時？ 

同性戀：聖經沒有出現這漸變軌跡： 

舊約律法裡同性戀是被讉責的（利18, 20章），舊約故事的惡行也
與同性戀有關（創19, 士19） 

新約不認同同性戀行為的立場並沒有改變（羅1:26, 林前6:9, 提前
1:10, 猶7）。 

聖經裡在宗教禮儀律法上（食物之例）、社會結構（婦女地位、奴
隸、離婚）上實有漸變的軌跡，但在道德上，如同性戀和淫亂，卻
沒有漸進 

耶穌反而要求更高，連淫念也算姦淫（太5:28）。 

因此聖經始終以同性戀行為為神不喜悅的事。 



不贊同同性戀的理據： 
1. 聖經一貫肯定夫妻的性生活（創二25 、雅歌、約二1-11 、林前七1-7 ） 

2. 聖經對同性戀的道德譴責並沒有演進性 

3. 耶穌的愛不等於容許破壞性的行為 (約八11)。 

4. 耶穌甚至提高對性道德的要求(太五38) 

5. 同性戀違反聖經夫妻的真愛和神愛的形象： 

• 同性戀不忠於同性戀配偶。 

• 無法體現上帝對兩性復和的旨意。 

• 同性戀關係使對方做成身體及健康的傷害。 



同性戀全面合法化、「性傾向歧視法」立法之後所延伸的問題： 

1.同性「婚姻」夫夫或妻妻可領養小朋友。 

2.性教育教科書將教導如何進行同性戀之性交。 

3.異性戀者不得反對同性戀，否則犯歧視罪。 

4.教會不得拒絕同性戀之牧者，否則犯歧視罪。 

5.教會不得有任何反同性戀之教導，否則犯歧視罪或仇恨語言。 

6.小學性教育必須教導同性戀是自然的，而反同性戀是一種歧視。 

7.圖書館內必須展示提倡同性戀書籍，否則犯歧視罪。 

8.有反同性戀之意識，要受再教育去更正。 



不認同同性婚姻是歧視同性戀者？ 

 同性婚姻表面的爭議： 

異性戀可以結婚，同性戀不可以結婚？結婚是人權！ 

差別對待是不合理的，差別對待才構成歧視 

假設：同性戀結合與異性戀結合有相同價值 

 

 同性婚姻真正的爭議： 

婚姻的定義是什麼？ 

而不是一個「平權」的問題。 
 



婚姻的定義和價值 

 一男一女 

 性關係、生兒育女 

 持久、忠貞、穩定關係 

 家庭生活、親屬關係 

 兒女最理想的成長 

 個人健康及幸福 

 社會最自然、可靠的核心結構 

 延續社會下一代 

 減少政府干預（福利、法律、機構） 

 減少社會問題 

 因此，社會有政策鼓勵和保護 

 並非單純是「情感」關係： 

 「我們相愛，所以有權結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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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婚姻」合法化後… 

1. 「婚姻」去性別化（父或母其實是不需要的） 

2. 「婚姻」不必與生理父母有關 

3. 合法父父或母母取代親生父母 

4. 兒童被剝奪有父母的權利 

5. 取代親生父母後，親戚關係網消失 

6. 領養兒女由兒童為中心找家，變為同志成人為中心找兒女領養 

7. 領養兒童變成商業化了的第三方「產」品 

8. 低下階層女性悲劇：代母機器 

9. 同性「婚姻」是另一個社會實驗 

 



跨性別  transgenderism 
 性傾向 Sex orientation: 決定你與誰睡覺？ who are you going to bed with?   

 性是關乎兩腿之間的事。 Sex is what is between our legs;  

 性別身份認同 Gender: 決定睡覺的你是誰？ What you want to go to bed as?  

 性別身份認同是關乎兩耳之間的事。 gender is what is between our ears.  

 跨性別代表消除男女兩種性別 (binary) 

 性別身份認同乃是 社會結構 social construct ，與生理性別完全無關 

 兩種性別（男女）應該被剷除，取而代之就是跨性別的立場 

 性別身份認同就是自己覺得自己的性別是什麼那就是了，可以是兩中性別之間或這
些類別之外的自選性別  

 2000年來幾千年內 哲學、宗教、科學對性別的認知完全消失！ 

 女性的良心、安全、權利被侵害。 

 



 

https://pm-news.hk/2019/01/23/kindergarten-sex/?fbclid=IwAR0oqwSf6zzwnAMTv5GCbkX89poauEyFK7DtQ_McNMDm_sF0TwlTttoTUzk




 



聖經的性倫理 
 上帝創造的主權：男女兩性 

 男女兩性是上帝創造、有上帝的美意，並不是無目進化而成的意外 

 上帝創造的時候， 「這是好的」 ：男女兩性各有上帝的美意， 

 因此 男女兩性gender ，並不單是社會建構、自主選擇和罪的墮落。 

 上帝創造我們在某一性別當中，要彰顯主的榮耀和豐盛的生命 

 上帝 創造 一男一女：性別、性和家庭都在創世記第一章中出現！ 

 世俗性倫理要完全巔覆聖經性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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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革命的策略 
1. 去病（天生、「恐同症」成了新的病症）   

2. 去罪 （自由派的神學家／教會為同性戀解禁發言）  

3. 去妖（傳媒形象：受逼害者）  

4. 合法（去除同性性行為罪行）  

5. 正常（荷李活形象：正面正常、主流化） 

6. 妖魔 （歧視、霸權、不包容、仇恨） 

7. 立法（法庭案例） 

8. 滅聲（去宗教、逆向歧視、仇恨語言、訴訟）  

9. 強迫（機構性別政策、兒童多元性教育） 

10. 重塑（性革命文化：去道德化） 

 



性革命的社會代價 

1. 失去言論自由、教育自由、良心自由、結社自由、宗教自由 

2. 刪去性別、刪去父母、刪去性行為的年齡、刪去家庭的固有
結構、刪去所有性道德、刪去貞潔教育、刪去被領養孩子的
原籍身份，才是「性解放」的背後的目標。 



反對性革命 

因為… 

不單是信仰… 

更是自由、公義、家庭、社會 



 

不是有爱就可以成家  
同二代为孩子的权益挺身而出 哈佛法學院 

對同性婚姻的激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wyR-0M8er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zfGjNhUzlY


了結生命 

墮胎、自殺、安樂死 
 



了結生命：墮胎 

墮胎的問題，有以下的問題： 

1. 墮胎是聖經所容許的嗎？ 

2. 墮胎是否殺害人的生命呢？ 

3. 胎兒的生命是怎樣的生命呢？是一個人的生命？
還是一團肌肉或細胞組織呢？所以問題的核心是
“人的生命始於何時？” 



墮胎與上帝的榮耀和主權 ：  

 

堅持墮胎： 

要履行自己的權利、完全自主  

性解放最核心的議題就是墮胎  

女性的權利去選擇（是否等於有權利去完結其他人的生命？） 

沒有母親想要的兒女，生下來的人生更差。 



墮胎的世界觀 

墮胎成為一個男女平等的問題：  

性交行為之後只有女性承受懷孕的風險，因此女性必須有權墮胎  

這樣才能與男性平等  

生命是可消費、付不起的生命。  

人只是有潛在的價值，談何尊嚴？  

（納粹德國：同性戀、弱智、吉卜賽人、猶太人都沒有價值） 

墮胎： 除了種族之外，人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生命的價值  

墮胎：故意地將人命粗暴地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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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生出來的嬰兒並不是一個人？  

 
若母親歡迎他，他就當作是嬰兒、是人；  

若母親不歡迎他，他就當作是胚胎，不是人。 



1. 聖經對胎兒的看法： 

「人若彼此爭鬥，傷害有孕的婦人，甚至墜胎（原文意思為
“導致那嬰兒早產或流產”），隨後卻無別害，那傷害她的
總要按婦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審判官所斷的受罰。若有別害，
就要以命償命，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手還手，以腳還腳，
以烙還烙，以傷還傷，以打還打。」（出二十一22~25） 

「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他所給的賞賜。」
（詩127:3） 



1. 聖經對胎兒的看法： 

「我（神）未將你造在腹中，我已曉得你；你未出母胎，我
已分別你為聖；我已派你作列國的先知。」（耶一5）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稱
謝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為奇妙，這是我心深知
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處被聯絡，那時，我的形體
並不向你隱藏。我未成形的體質，你的眼早已看見了。你所
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寫在你的冊上了。」（詩一
三九13~16） 



墮胎與上帝的榮耀和主權 ：  

 
墮胎與福音 

 上帝創造人的旨意： 

上帝創人的的生命是為了與人立約和團契  

被創造主所愛和所認識  

有生存的權利  

有聽聞福音的權利  

 墮胎奪去、否定上帝的榮耀， 母親變成殺人的使者，而不是生命的使者  

 因此墮胎是一個福音的議題 



2. 關於墮胎問題的反思： 
a. 誰有權終止懷孕：母親、父親、醫生？ 

b. 胎兒有生存權嗎？胎兒有“人權”嗎？ 

c. 若繼續懷孕會危害母親生命，怎麼辦呢？ 

d. 胎兒不健全，胎兒染色體出了問題。應否生下來嗎？ 

e. 若因被姦成孕或未成年懷孕，有何抉擇呢？ 

f. 性罪行（強姦、姦淫、一夜情等）是邪惡，小生命是否邪惡？ 



了結生命：自殺 



聖經對生命的看法：人類生命是神聖的 

白晝耶和華必向我施慈愛．黑夜我要歌頌禱告賜我生命的 
神。詩42:8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 (傳
3:1-2)….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
人心裡，然而 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傳3:11) 

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 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
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事、好像缺少甚麼、自己倒將生命、
氣息、萬物、賜給萬人。(徒17:24-25) 



聖經中記載從神而來的生命力： 

弟兄們、我們不要你們不曉得、我們從前在亞西亞遭遇苦難、
被壓太重、力不能勝、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自己心裡
也斷定是必死的、叫我們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復活的 
神．他曾救我們脫離那極大的死亡、現在仍要救我們、並且
我們指望他將來還要救我們。(林後1:8-10) 

所以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我
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
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林後4:16-18) 



了結生命：安樂死   Euthanasia  

 



了結生命：安樂死 EUTHANASIA  

“安樂死” 2019年共有18個國家不同程度合法化 

主動安樂死是指醫務人員或其他人採取某種措施加速病人死亡 

被動安樂死則是指中止病人治療，任由病人自行死亡。 

善終服務 Palliative Care專家團隊為臨終或重病者減少壓力及痛苦。 

自願安樂死 是指病人要求安樂死，或有過這願望，或表示過同意。 

非自願安樂死是指那些無行為能力病人，如嬰兒、腦死、、精神病人、
智力嚴重低者實行安樂死（之前曾有安樂死之指示） 



選擇安樂死的原因： 
 

1. 病人的生命價值或生命質量已經失去，延長他們的生命實際上只
是延長死亡、延長痛苦。 

2.安樂死有利於死者的家屬。家屬不停地為一個無意義的生命作出
照顧，承受極大的感情或經濟壓力，實是消耗有意義的生命。 

3.從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來說，不斷用更多的資源去維持這些無意
義的生命，終有一天將使社會不堪負擔。 



反對安樂死的原因： 
1. 我們有權保護生命的天生傾向，主動的安樂死違反了這種傾向。 

2. 主動自願安樂死是在“扮演上帝角色”，違反生命的尊嚴。 

3. 滑坡理論——如果我們允許安樂死，就會導致它被濫用。 

4. 良好動機卻是“不擇手段” 

5.  藥物可減輕身體的痛楚，善終服務越來越先進，能取代安樂死  

6. 容許安樂死對老人家及弱勢人士會造成壓力去結束生命   

7. 因為他們成為 家人及社會經濟的負擔，被社會遺棄    

8. 保險公司拒絕症人士受保，卻支持安樂死以減少賠償    



聖經對生命的看法：人類生命是神聖的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創一27） 

人的日子既然限定，他的月數在你那裡，你也派定他的界限，
使他不能越過（伯十四5） 

你掩面，他們便驚惶；你收回他們的氣，他們就死亡，歸於
塵土。你發出你的靈，他們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換為新。
（詩一○四29~30） 



聖經看痛苦有正面的意義： 
 

1. 受苦會讓人覺得更需要神，更加親近神，得看見神的大能。 

2. 受苦激發愛心、彼此相顧、互相代求、見證神。 

3. 主耶穌為我們留下受苦的榜樣。 

你們蒙召原是為此．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給你們留下榜
樣、叫你們跟隨他的腳蹤行．(被前2:21)  



願主祝福您，繼續學習真道。 

11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者和教師， 12 為
要裝備聖徒，做事奉的工作，建立基督的身體， 13 直等到我們眾
人在信仰上同歸於一，認識 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達到基
督完全長成的身量。（弗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