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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聖經的倫理問題聖經的倫理問題聖經的倫理問題聖經的倫理問題 ︰︰︰︰公義與慈愛公義與慈愛公義與慈愛公義與慈愛 

 

                                                     楊慶球牧師  

一. 有關舊約中上帝公義的問題 

 

1. 我們閱讀舊約聖經，常常有以下的疑惑，當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以後，上帝

常吩咐以色列人消滅當地部族，令人覺得很殘忍。 

   一般學者循兩方面解答。 

a. 神聖命令(Holy Code) 

   上帝是聖潔的，祂厭惡罪惡，在迦南地的民族中，多有不潔的，例如道德敗

壞﹑拜偶像﹑敵擋上帝等。上帝為了以色列人有一個良好的環境保存神治的社會，

所以要求以色列人把那些敗壞的族群趕走，甚至完全消滅他們。《申命記》上帝

吩咐摩西說︰「但這些國民的城(迦南人)，耶和華你神既賜你為業，其中凡有氣

息的，一個不可存留。只要照耶和華你神所吩咐的，將這赫人﹑亞摩利人﹑迦南

人﹑比行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都滅絕淨盡，免得他們教導你們學習一切可憎

惡的事，以致你們得罪耶和華你們的上帝。」(申 20:17-18) 

    這裡有兩個理由要消滅迦南人︰一. 以色列人是上帝用來審判迦南人的工

具，以色列人得以趕走及消滅迦南人，不是因以色列人的義，乃因迦南人的惡。

(申 9:4)。二. 保存以色列人不受邪風敗俗所影響。 

    至於遠方的城，則要訂立和約，施行憐憫。《申命記》20:10-15。 

b. 歷史的審判，表明上帝公義的尺度 

    上帝是公義，斷不以有罪為無罪。上帝雖然預備了救贖的計劃，但自從亞當

犯罪以來，死就臨到了眾人(羅 5:12)。換句話說，亞當之後，所有人都被圈在死

亡之內。 

    世人因犯罪而離開上帝，是一個現實問題，不是一個討論的問題。例如人人

都會死亡，是一個現實問題，你不能說為甚麼不可以有一些人長生不老，或是我

不喜歡「人人都要死」的命題。自亞當以後，死亡臨到所有的人，上帝是公義的，

聖潔的，人糞是否歡喜，審判就臨到眾人。所是在申命記 20 章作者只是重申了

上帝既有的旨意。 

    另一方面，上帝是慈愛的，祂不忍心祂所創造的人類在祂自己公義的審判下

滅亡，所以祂設立了救贖的方法。救贖雖然為所有人預備，但不是所有人都獲得。

世上不斷有人敵擋上帝，蔑視上帝的律法。例如那些敗壞的民族，上帝用刀劍彰

顯祂的公義。在新約中亞拿尼亞和撒非喇，因欺哄聖靈被上帝責罰而死，上帝在

歷史中一次過顯出祂的公義。以色列人定居迦南後，上帝沒有再下令以色列人執

行屠殺其他族群，亞拿尼亞之後，雖仍有人欺哄聖靈，也不見有被罸而死的例子。

在歷史上上帝如何厭惡罪是清楚的，今日人繼續犯罪，上帝容忍，並不表示上帝

對罪的感受不同，祂仍是恨惡罪。到了末日，由於在歷史上已有審判罪惡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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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人對上帝公義的審判便無話可說了。 

    其實，上帝雖然頒布了審判罪惡的命令，但祂的慈愛往往攔阻祂施行殺戮。

《約書亞記》中一名卑微的妓女喇合，因著信，不單她自己，還有她的一切，包

括她的兄弟﹑父母和她一切的親眷，都得到拯救。我們往往把眼光集中在被殺的

人身上，而忘記上帝是願意拯救越多的人越好。 

 

2. 然而，在實際的情況下，例如《約書亞記》的例子中，我們嚐試細閱有關經

文，發現上帝從來沒有直接下命令屠殺嬰孩。例如︰ 

 

a. 以色列人攻入耶利哥的時候，約書亞吩咐以色列人「將城中所有的，不

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驢，都用刀殺盡。」(書 6:21)但其他的東西，「金子﹑

銀子和銅鑯的器皿，都放在耶和華殿的庫中。」(書 6:24) 

b. 攻打艾城的時候，與耶利哥大致相同，但耶和華對約書亞說，「我已經把

艾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並他的地，都交在你的手裡，你怎樣待耶

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當怎樣特艾城和艾城的王。只是城內所奪的財物

和牲畜，你們可以取為自己的掠物。」(書 8:2) 

 

古代民族之間的戰爭都是十分殘忍的，在(i)的例子中，耶和華只是把城交給

約書亞，並沒有直接吩咐他用刀殺盡男女老少，以色列人連牲畜也殺盡，可是在

艾城中，上帝卻吩咐牲畜是可以保留的，而且上帝只對約書亞說，把艾城的王和

艾城的民交給他，吩咐他可以對艾城的王如同對耶利哥的王，換句話說可以殺艾

城的王，但沒有說對艾城的民如同對耶利哥的民。 

況且，在約書亞攻打耶利哥之前，曾看見一個人，手裡拿著刀，他很心急的

追問他︰「你是幫助我們呢? 是幫助我們敵人呢?」原來那人是耶和華的元帥，

但他的答覆令人十分意外，他沒有說要幫助那一方，只是說︰「不是的! 我來是

要作耶和華軍隊的元帥。」 

 

c. 攻打艾城之後，約書亞戰勝五王，並毀滅了瑪基大﹑拉吉﹑伊磯倫﹑希

伯倫和底壁，把五座城中的人全部殺死。(書 10:28-39)後來攻打夏瑣等諸

王的聯軍，他們人強馬壯，軍隊龐大，耶和華鼓勵約書亞說︰你不要因

他們懼怕，明日這時我必將他們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殺了。」(書 11:6)上

帝只就戰爭中的屠殺而言，也沒有說要把百姓男女老少殺盡。可是一如

以往，以色列人把城中人口滅盡。 

 

我們可以這樣理解，耶和華對迦南地的道德﹑宗教厭惡，且應許把這地交付

以色列人，所以常常有耶和華幫助以色列人戰勝敵人。但似乎我們看不見耶和華

直接吩咐約書亞要把城中的男女老少盡行滅盡。在連串的殺戮事件中，耶和華看

來並沒有禁止以色列人這樣做，我們可以說，上帝容許他們這樣做，為了清洗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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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地的罪惡，這是有不得已的原因。容許不等如贊同，例如舊約多妻，上帝因以

色列人心硬或受當時文化影響，容許先祖去做。到了耶穌的時候，明言創造論中

已規定一夫一妻的原則。人類犯罪後在上帝的審判中本屬死亡之列，這是一個事

實。但上帝在這個事實之上，往往施行拯救，而最大的拯救，是耶穌基督的拯救。 

 

3. 有關《撤母耳記》及《申命記》的例子 

撤上十五章記載，撒母耳吩咐掃羅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現在你要

去擊打亞瑪力人，滅盡他們所有的，不可憐惜他們，將男女﹑孩童﹑吃奶的，並

牛﹑羊﹑駱駝和驢盡行殺死。」(撤上 15:3)這段經文是撒母耳轉述上帝的說話，

它是上帝本來既定的審判，如申命記 20 章所言，但這番說話仍然不是上帝直接

吩咐的。 

另一段是《申命記》20:16-18，上面已引用。 

    上面的經文與《申命記》是一致的。是一個既定的對迦南人的審判，為了保

存以色列人免受沾污，以致唯一能承受上帝律法的民族也可能隨流失去。但對遠

方的人，他們對以色列沒有直接影響，上帝對他們有憐憫。雖是如此，上帝絕非

為殺戮而殺戮，基遍人是住在迦南地的，知道以色列人不攻打遠方的人，於是假

扮遠方的人來和以色列人立約。以色列人於是與他們立了和平之約。到發現他們

原來是近鄰，為了守約，情願奴役他們，也不會攻殺他們。(書 9)可見清洗迦南

是一個不得已的情況。到了士師和列王時代，以色列其身不正，上帝反而使用鄰

近諸族攻擊以色列人，好教訓他們對上帝的不忠心。其實上帝對外邦人滿有慈

愛，祂對約拿說︰「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萬多人，並

有許多牲畜，我豈能不愛惜呢?」(拿 4:11)  

 

4. 上帝在舊約施行毀滅的例子 

如果從現代人權來看，上帝對古代罪惡的毀滅，是難以接受，不單如此，主

再來把義人與惡人分開，義人被接進榮耀裡，惡人與主分離而滅亡，也不是由人

權決定。我們要處理的，不是上帝有沒有權賞善罰惡，因為如果我們否定上帝的

絕對審判權力，或者壓根兒否定上帝，那麼我們不必再討論下去。聖經只是充滿

了一本殺戮的書，毫無理性，不知所謂。 

如果上帝是創造主，祂管理祂所創造的世界，祂是善良又公義的，這樣，我

們要問的問題是︰祂所做的是否前後一致? 在舊約的上帝與新約的上帝是否一

樣公義慈愛? 如果上帝是真神，祂不應該自相矛盾，在祂的啟示中應該可以看見

祂的一致性。 

上帝把一切有氣息的都毀滅，早在先古洪水時代出現，當時只有挪亞一家得

救。我們通常是這樣問︰上帝為何如此殘忍，要毀滅全地的人類及牲畜? 我們試

從另一個角度去問︰上帝為何如此憤怒，以致不惜一切，毀滅祂所做的東西? 我

們對屠殺的事，特別是提到連小孩及婦女都要滅絕，我們的心情也是非常難過。

但很多事情不能只看表面，例如當我們看見一位母親，非常激動的責備她的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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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我們眼前所見的只是一名惡婦，但我們應該想想，一個正常的母親都是愛她

的兒女，為何這婦人如此憤怒? 不能只從稚子的哭泣恐懼來評判事實。如果要探

索上帝為何如此憤怒，就要涉及一些基本的神學及哲學的理論。 

 

5. 創造﹑毀滅與拯救 

如果從整卷聖經的神學來來看上帝的性情，舊約的上帝和新約的上帝是一致

的。上在創造亞當夏娃，給予他們最好的樂園，他們管理園中的植物，享受園子

供應的食物。另一方面，他們與各樣動物和諧共處，人類與萬物呈現了一幅彼此

依賴，共存共有的美麗圖畫。可惜亞當犯罪以後破壞了上創造的計劃，上帝這時

有兩個可能性︰一是把所創造的一切毀，重新再造，乾淨俐落；另一個可能性是，

人類犯罪不是祂的創造出了問題，祂的創造是美好的，人類的犯罪因此只屬偶然

性，不是必然性(necessity)。所謂偶然性，意思是人犯罪出於自己的自由意志，

可以犯罪，也可以不犯罪。如果創造出了問題，是上帝手工不好，導致人類必然

犯罪，上帝應該把這些劣品銷毀再造。由於人類的犯罪是人類的選擇，人的品牌

仍是美好，因此上帝不去毀滅祂所造的，而是用一個我們不容易理解的方法，就

是拯救。 

拯救是需要付上代價，上帝是聖潔的，祂斷不以有罪的為無罪。聖潔好像衛

士護衛著上帝，不能容許任何的不潔沾染祂。祂如烈火，把所有接近祂的不潔焚

化，這是何等可怕!亞當夏娃犯罪以後，受了應得的責罰(創 3:13-19)，我們有理

由相信他們已經悔改，得到上帝的拯救，上帝為他們殺了一獸，用獸皮作衣服，

遮蓋他們因犯罪而來的羞恥(創 3:21)。聖經後來說，「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

(來 9:22)，亞當算是第一個例子。這個拯救並沒有改變亞當因犯罪而帶來的苦果︰

地受咒詛，人要終生勞苦才能糊口，又被趕出樂園。  

上帝既然定意要救贖這個世界，祂必定因救贖而與罪惡有最近身的接觸，祂

是聖潔的，是厭惡罪的，但又要拯救罪人，在這過程中顯得何等矛盾。上帝的聖

潔讓祂無法容忍罪，但祂也是愛祂手所造的，祂一方面非常憤怒，另一方面卻「心

中憂傷」(創 6:6)。自從亞當犯罪後，人類就陷在罪中，沒有悔改，肉身和靈性

的死亡是遲早的事，上帝極其盼望人回轉到祂那裡，可是罪使人與聖潔的主阻

隔。罪惡雖然兇猛，上帝仍為人類存留拯救的根源，挪亞一家因為方舟而得救，

又保存了地上一切有氣息的動物。洪水的事故帶給我們一個極重要的信息，拯救

是選擇性的，只有義人—悔改歸回上帝的人，才得救贖。上帝的公義安頓後，慈

愛才能完全彰顯。 

我們為到洪水中的大人小孩難過，上帝也是心中憂傷，然而毀滅人類的不是

上帝，而是人的罪。所多瑪﹑蛾摩拉的例子(創 18:20-21；19:24-28)也是如此，

上的的聖潔如烈火，沒有救贖，死亡就臨到每一個人。縱然在世活到壽終正寢，

死後也是與上帝隔絕，分別只在於在塵世多活幾年。要徹底改變人類的命運只有

救贖。在洪水中上帝保存了挪亞，是要延續祂的救贖；在所多瑪﹑蛾摩拉上帝拯

救了羅得。上帝為祂的救贖計劃與亞伯拉罕立約，祂的救贖不是族群性的，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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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類的，因為祂是全地的主。 

洪水之後上帝與人類立約，聞到挪亞所獻馨香的祭，就心裡說︰「我不再因

人的緣故咒詛地(人從小時心裡懷著惡念)，也不再接我才行的，滅各種的活物

了。地還存留的時候，稼穡﹑寒暑﹑冬夏﹑晝夜就永不停息了。」這約是上帝參

與世界的分水嶺，挪亞之前，上帝與人類沒有約作為緩衝，世人的罪直接衝擊上

帝的聖潔，引致極大的死亡。有了約，上帝的聖潔仍然不容於罪，但祂的公義卻

要祂守約，以致祂暫時容忍罪惡，使祂的救贖能按時施行，祂的慈愛得到彰顯。

洪水之後的約是非常原始，它不是因為人改變了上帝才立約，人仍然是從小心裡

懷著惡念，這是上帝單方面為了長遠救贖的可能而與人立約。這約規範了上帝不

隨便毀滅人類，並不意味今日的人比遠古的人好。上帝之所以容忍，因為祂的救

贖計劃一步一步實現。 

祂與亞伯拉罕立約，在世上揀選一個族群，具體地施行祂的救贖計劃。上帝

對罪的厭惡便交由這個族群去執行。上帝揀選這個族群不是因為他們有甚麼過人

之處，而是出於上帝的恩典。既是這樣，上帝揀選以色列人是偶然性而沒有必然

性。以色列人的權利就是執行上帝的旨意，相反，如果他們失職，他們所受的責

罰比其他族群要大得多了。 

 

6. 上帝真的那麼殘忍嗎? 

當我們回顧約書亞進入迦南地的時候，執行上帝的旨意消滅敵人，並不需要

老少一併屠殺，這與洪水﹑所多瑪﹑蛾摩拉不同。洪水是自然災難，是上帝容許

極大的自然災難臨到人類，在這樣的自然災難中，不分男女老少必定一視同仁地

被毀滅，所多瑪﹑蛾摩拉也是自然災難，有考古學家指出，今日在死海底的廢墟

很可能是上述兩城，它們經過焚燒，有火山摧毀的跡象。如果是因為火山等的自

然災害臨到，也是男女老幼一起受災。我們不應要求上帝在這等非比尋常的自然

災難中特別去拯救無知的孩童。上帝容許災難臨到，甚至上帝容許自然災難作為

審判的工具，但我們不應質疑上帝何以容許嬰孩在災難中去世，這是不合常理

的。南亞洲海嘯(2004)﹑新奧爾良風災(2005)，我們為死去的人哀傷，但不會特

別為死去的嬰孩傷痛，因為自然災難是不分老少的。 

直至目前為止，我們似乎沒有看見上帝直接下命令屠殺嬰孩，比較接近的，

除了上述撤母耳轉述上帝的說話，摩西在申命說中也有類似的轉述︰「耶和華你

的神在你面前經過去，如同烈火，要滅絕他們，將他們制伏在你面前，這樣，你

們…要趕出他們，使他們速速滅亡。…是因他們的惡。」(申 9:3-4)上帝要趕絕那

些民，因為他們的道德生活腐敗，上帝要保存以色列人不受沾染，所以不惜使用

戰爭來清理那地。以色列人執行上帝的命令，目的是清除迦南地拜偶像及不道的

風俗，使以色列人專心敬拜上帝，建立一神宗教。1
 我們相信上帝可以用以色列

人作為清洗異教的工具，正如上帝可以用自然災難一樣。但我們相信上帝是慈愛

的，祂曾指著自己的永生起誓︰「我斷不喜悅惡人死亡，惟喜悅惡人轉離所行的

                                                 
1
 Bleason L. Archer Encyclopedia of Bible Difficulties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82) p.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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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而活。」(結 33︰11)既是這樣，自然災難﹑以色列人的戰爭，都是在當時文化

或環境上不得已的，這決不是上帝慣常的做法。在往後的聖經，沒有相近的記載。 

筆者相信，上帝的性情從舊約到新約都是一政的，祂對罪的厭惡與祂聖潔的

本性有關，與時間的轉變無關，祂今天仍然厭惡罪惡。由於祂對罪惡的厭惡，使

祂不惜容許洪水毀滅人類，也使祂不惜讓自己的獨生子到世上來，讓祂飢﹑讓祂

渴﹑讓祂受鞭傷﹑最後讓祂掛在木頭上。 

在新約，上帝要我們克勝罪惡如同作戰，我們要「將肢體作義的器皿(weapon=

武器)獻給上帝。」(羅 6:13)我們要用作戰的態度來對付罪。 

 

7. 人的生命是極其寶貴，但不可能絕對化。 

    人的生命是寶貴的，無可置疑。但在很多情況下，一個個體的生存不是絕對

的。日本有一齣電影叫「猶山節考」，講述日本某山區當地人因糧食不足，年輕

人要把老年人背上山去，讓他們在山中被野獸吞食，或自然餓死。表面看來十分

殘忍，但在糧食有限，為了族群不致因營養不良而滅亡，某些人便逼作出犧牲。

我們不能單用這一事件的表面現象，便大聲叫囂日本人歧視老人，視老人為草

介，殘害老人! 

    在一個貧窮的國家，資源有限，有一些人患了骨髓敗血症，即骨髓不能做出

正常紅血球。要醫治這病必須購買極貴的藥，為了醫治這些少數的人，必然令政

府無力運作一般的醫療，很多人連感冒藥也無法獲得。為了使大多數人的醫療得

到保障，唯有犧牲少數特殊病人。我們如果把這事件搬到歐美富裕國家，一定引

起暴動，難道骨髓敗血病的人無生存權?  

    我們重視生命權利，但每一個個體的生命不能絕對。否則可能引致集體死

亡。患有沙士傳染病的人要隔離，他們的人權受到限制。上帝在人類犯了罪後，

用很多方法去保存這個世界，除非我們自誇已經明白且知道上帝對整個世界的計

劃，也完全明白當時的情況，否則我們罵上帝殘忍，與那些不知情的人罵「猶山

節考」裡的日本年輕人一樣。 

    五十年代毛澤東因見麻雀為患，常吃禾稻，影響糧食收成。於是號召全國中

小學生打麻雀。結果在一年內全國麻雀幾乎絕種。禾稻是否有救? 情況剛好相

反。由於沒有麻雀，全國昆蟲為患，其害百倍於麻雀。所有果樹及大部分的農作

物都受到不同形式的昆蟲禍害。結果農業部到日本賣麻雀，栽培牠們然後送回田

野。 

    我們不是說舊約記載被屠殺的人都該死，我們只承認我們的圖畫未夠完整，

上帝為了維護以色列人的聖潔，或為了祂自己的救贖計劃能在將來成就，在某一

段時間內犧牲了一些人，我們相信這些人也是上帝所愛惜的。然而祂何以這樣做? 

我們相信有祂的理由，但我們在這一刻未必能盡知。 

 

8. 在耶穌之前，猶太人憑甚麼得救? 其他各族的人有得救的機會嗎? 

    人類雖然犯罪，上帝並沒有因此而施行毀滅，反而為人類預備救贖。耶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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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的救贖不是單為猶太人，乃為全人類。在舊約，上帝設立了祭祀，用羔羊的血

代人贖罪，羔羊本身沒有贖罪的效力，它的救贖是指向基督，猶太人相信將來的

救主，羔羊預表了救主，所以猶太人是憑著羔羊的血，相信未來的救贖主而得救。

「亞伯拉罕信耶和華，和華以此為他的義。」(創 15:6)上帝對猶太人最大的應許，

就是彌賽亞，以色列的救贖主。他們相信上帝的應許，盼望彌賽亞，他們的得贖

也是靠著基督，只是靠著基督的影子，他們的信心是指向將來。在新約，基督已

經降世，我們可以直接明白基督的道理而相信祂，我們的得贖在乎已成就救贖的

十字架。所以無論舊約的猶太人，或新約的信徒，都是靠基督得救。 

    在耶穌出生以前，那些先賢先哲如何得救? 聖經沒有詳盡交待。按羅馬書二

章 12-14 節，保羅說︰「凡沒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滅亡；凡在律法以

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審判。」誰是沒有律法的人? 下文是指「外邦人」沒

有律法，因此這裡的律法是指上帝所頒賜給猶太人的律法，而不是一般的法律，

例如羅馬法等。在基督降世之前，猶太人可以遵守上帝給他們的律法而稱義，外

邦人沒有律法，但上帝深植在人心的良知成為他們的律法，「律法的功用刻在他

們心裡，他們是非之心同作見証…或以為是，或以為非。」(羅 2:15)上帝賜人良

知，叫人順著良知的呼喚，成為他們的律法。他們雖然沒有機會聽上帝的律法，

可是他的稱義不在乎聽律法，而在乎行律法。(羅 2:13)保羅似乎說，外邦人可以

靠遵行良知的指引而稱義。 

    但是，保羅接著在下文論証，縱然有律法的猶太人，卻沒有能力完全遵守律

法，以致他得到一個結論︰「凡有血氣的，沒有一個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稱義。」

(羅 3:20)外邦人的情況又怎麼樣呢? 外邦人雖然心中有良知，成為他們的律法，

可是按保羅的觀察，猶太人和外邦人都未能完全守住律法，以致他結論說︰「沒

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羅 3:10) 

    這種悲觀情懷，彌漫著整個聖經神學。可是，上帝是憐憫的，祂有恩典。猶

太人有律法不能好好遵守，本來與外邦人一同滅亡，但亞伯拉罕因著信，上帝稱

他為義，猶太人因著祭祀，相信未來的救贖主，也得稱為義，這些都是上帝給猶

太人的恩典，不是猶太人靠自己能力用守律法來賺取救贖。外邦人怎麼樣呢? 聖

經記載，上帝對外邦人一樣有恩典。外邦人努力遵守良知的指引，雖然難以完全，

但上帝仍然施恩接納。對於那些尋求獨一真神的人，祂必不厭棄，祂說︰「地極

的人都當仰望我，就必得救，因為我是上帝，再沒有別神。」(賽 45:22) 

    在新約，有意大利百夫長哥尼流的例子。哥尼流是外邦人，不認識基督，但

虔誠﹑敬畏上帝﹑多行善事。他還未信主，天使已經告訴他︰「你的禱告和你的

賙濟，達到上帝面前已蒙記念了。」(使 10:4)上帝對那些真心追求獨一上主的人，

會向他們施恩典。後來哥尼流邀請彼得到他家中講道，還未講完，聖靈已經降臨

在他們一家人身上。所以彼得說︰「這些人既受了聖靈，與我們一樣，誰能禁止

用水給他們施洗呢?」(徒 10:47)可見，上帝的恩典不須依一定程序施行，祂憐憫

誰就憐憫誰，祂恩待誰就恩待誰。 

    對於很多先賢先哲是否得救問題，我們不能用我們的程序來決定誰得救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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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救。我們知道單憑良知人難以得救。但那真心追求真理又追隨良知呼喚的，上

帝會有憐憫。因為這是上帝的作為，人難以盡知。我個人相信，一定有先哲先賢

得救，但是那一位，我們則不能判斷，因為這是他們與上帝之間的個人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