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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宏觀

W.Wang



亞伯拉罕的福，舊約

•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

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

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

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創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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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伯拉罕的福，新約

• 所以，你們要知道：那以信為本的人，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 可見那以信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亞伯拉罕一同得福。

• 這便叫亞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穌可以臨到外邦人，使我們因信得

著所應許的聖靈（生命之靈）。（加3:7,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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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的兩方面

• 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創12:2）

1. 得著的福：我必賜福給你

2. 分享的福：你也要叫別人得福

• 身為基督的門徒，亞伯拉罕信心的子孫，神對你的祝福有兩方面

：進來（得著）的福，和出去（分享）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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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和使命

• 藉著信心，神的祝褔臨到你，賜你平安（Shalom，全人福祉，身心

靈健全）；藉著使命，神的祝福從你流通，使別人也得福。

• 得著的目的是為了分享，領受的目的是為了流通。神的目的是要藉

著亞伯拉罕，使地上的萬族都因他得福。耶穌的目的是要藉著門徒

，使萬民作他的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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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福者的社會責任

• 被人遺忘的創世記十八章

• 耶和華說：「我所要做的事豈可瞞著亞伯拉罕呢？亞伯拉罕必要成

為強大的國；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顧他，為要叫他吩咐

他的眾子和他的眷屬遵守我的道，秉公行義，使我所應許亞伯拉罕

的話都成就了。」（創18: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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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e v. Wade

W.Wang



A. 加利利人事件：門徒關心時事，但
卻誤用神學



我告訴你們，不是的！

• 正當那時，有人將彼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攙雜在他們祭物中的事告

訴耶穌。耶穌說：

• 你們以為這些加利利人比眾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這害嗎？我告

訴你們，不是的！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從前西羅亞樓倒

塌了，壓死十八個人；你們以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

有罪嗎？我告訴你們，不是的！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

（路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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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時事，但卻誤用神學

• 一群加利利人於獻祭時被殺，鮮血濺到祭物之中。門徒以為他們比
眾人更有罪，主說：「我告訴你們，不是的！」

• 門徒以為，主說不是。門徒又以為，主又說不是。門徒根據主說的
不是，修改自己的以為。逐漸地，主說不是的次數少了。

• 這個「對著耶穌修正自己」的過程，使門徒越來越認識主，越來越
肖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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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主為是

• 門徒懷著謙卑的心，以主為是，以自己為不是。門徒之所以是門徒
，在於他們以主為主。惟基督為大，惟基督為是，惟基督為主。

• 當年的門徒對加利利人事件有意見，被主說不是。今日的門徒也對
時事有意見，是否也會被主說不是？你若說墮胎就是謀殺，墮胎者
都是殺人犯，主是否也會說：「我告訴你們，不是的！」

• 你的看法未必全錯，也未必全對。在堅持己見之前，何不先懷著謙
卑的心，以主為是？

W.Wang



B. 瞭解 Roe v. Wade



6/24/2022 美國最高法院

以6-3推翻成立近五十年

的 Roe v. Wade 墮胎權

法案，引起轟動。有人上

街慶祝，也有人上街抗議

。

最高法院推翻

Roe v. W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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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界和宗教界積極參與

這次的裁決，共和黨傳出

一片讚許聲，民主黨傳出

一片責難聲。教會傳出讚

美的聲音，感謝上帝垂聽

他們多年的祈禱。

最高法院推翻

Roe v. Wade



瞭解墮胎法案

W.Wang

• 1/22/1973 最高法院以7-2通
過「Roe v. Wade 墮胎權法
案」，判決婦女墮胎受到
憲法保障。

• 6/22/2022 現任最高法院推
翻當初的判決，宣布憲法
並未保障墮胎，各州政府
有權禁止。

A. 誤解：最高法院禁止全
國墮胎

B. 正解：最高法院判決墮
胎權不受憲法保障，並
未禁止全國墮胎，各州
仍可自行決定是否禁止
墮胎





Roe v. Wade簡史

• 一位名叫 Norma McCorvey（法案上稱為 Jane Roe）的德州婦女懷了

第三個孩子，想墮胎。當時德州禁止墮胎，兩位支持墮胎的女律師

Sarah Weddington 和 Linda Coffee 願意受理她的案件，將德州告上聯

邦法院，理由是德州違反憲法賦予她的權利。原告居住地的檢察官

叫 Henry Wade，這個案子就叫做 Roe vs Wade。

• McCorvey 在訴訟過程中從未出席，一切由律師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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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的法案被推翻

• 聯邦法院判 McCorvey 勝訴，宣告德州的法律違憲。德州不服，上訴

到最高法院。整個訴訟過程三年多，1/22/1973最高法院以7-2 判決

墮胎受到憲法保護。如此一來，全美國的婦女都可合法墮胎。這就

是大名鼎鼎的 Roe vs Wade。

• 一個細節：懷孕期分為三個 trimester，這個法案僅允許婦女在頭兩

個 trimester 墮胎。若進入第三個 trimester，除非會危及母親的生命

，仍然不許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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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翻轉的劇情

• Roe v. Wade 的原告 Norma 
McCorvey 在打官司的過程
中生下第三胎一個女兒，
給人領養。後來她信教了
，先基督教，後天主教，
並改為堅決反對墮胎。她
出書，發表演說，又示威
遊行，成為福音派的寵兒
，反墮胎的健將。2017年
McCorvey 因病離世，臨死
前接受訪問，承認自己被
人收買，教會也付她錢，
反墮胎是裝出來的。
‘AKA Jane Roe’ trailer ：

•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gMdEn1ZWGj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MdEn1ZWGj8


「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可以嗎？

• McCorvey 是否真心信主？是否真的反對墮胎？她離世之後仍然引起

爭議，並無定論。

• 有一點是確定的：反墮胎運動，包括教會在內，曾經多次付錢給

McCorvey，叫她發表反墮胎言論。她臨死前說：他們叫我說什麼，

我就說什麼。McCorvey 的 IRS 紀錄顯示，在她參與反墮胎運動期間

，至少接受了 $450,000。這就引起一個道德問題：教會為了達到某

個目的而使用不正當手段（The end justifies means），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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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墮胎的實際面：社會反應



Google to erase more location 
info as abortion bans expand

W.Wang

• 社會反應之一：Google

• Google 將自動清除用戶去
墮胎診所等地的行動資料
，以免住在禁止墮胎各州
的用戶遭遇法律麻煩。

• Google will automatically 
purge information about 
users who visit abortion 
clinics and other places that 
could trigger legal problems 
now that the U.S. Supreme 
Court has opened the door 
for states to ban the 
termination of pregnancies.

• 7/2/2022, The 
Associated Press



墮胎的歷
史新低

• 1973年墮胎合法化之

後，頭幾年數字增加，

之後就逐年減少

• 2017年墮胎達到歷史

新低：13.5/1000（15-

44歲婦女）。在墮胎

合法的情況下，墮胎

人數卻自然降低



Majority of Public 
Disapproves of 
Supreme Court’s 
Decision To Overturn 
Roe v. Wade

• 62% of Americans say abortion should be legal in all or 

most cases, little changed since before the court’s 

decision

• 62% 的美國人認為「所有或大部分」墮胎都應當合法



美國民眾對墮胎
的看法，1995-
2022趨勢圖

• 最新民意調查（June 27-July 4, 

2022）：你認為墮胎應該…

• 所有或大部份合法：62%

• 所有或大部份不合法：36%

Pew Research Center, June 27-July 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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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贊成墮胎？

• 全民：62%
• 男：57%
• 女：66%

• 白人：60%
• 黑人：71%
• 拉丁裔：61%
• 亞裔：78%

• 18-29歲：70%
• 30-49歲：64%
• 50-64歲：58%
• 65+：56%

反對 贊成

說英語
的亞裔

Pew Research Center, June 27-July 4, 2022



誰贊成墮胎？
• 教育程度

• 研究院：72% 

• 大學畢業：65% 

• 大學肄業：65% 

• 高中或以下：55%

• 宗教信仰

• 基督（更正）教：48%

• 白人福音派：26%

• 白人非福音派：61%

• 天主教：63%

• 無宗教：83%

贊成反對



7 in 10 Women Who Have 
Had an Abortion Identify as 
a Christian, Lifeway 
Research, Dec. 3, 2021

• Seven in 10 women who have had an 
abortion identify as a Christian, 
according to a 2015 Lifeway Research 
study sponsored by Care Net,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supporting 
pregnancy centers across North 
America.

• The 70% of women who’ve had 
abortions that self-identify as a 
Christian includes Catholics (27%), 
Protestants (26%), non-
denominational (15%), and Orthodox 
(2%).

每10位墮胎婦女中，7位自稱是基督徒：
天主教：27%
更正教：26%
無宗派：15%
東正教：2%

https://lifewayresearch.com/2015/11/23/women-distrust-church-on-abortion/


One-third (33%) of Protestant women who have had an 
abortion are Baptist, Lifeway Research, 2015
更正教墮胎女子中，三分之一是浸信會

• 浸信會 Baptist: 33%

• 循道會 Methodist: 11%

• 長老會 Presbyterian: 10%

• 路得會 Lutheran: 9%

• 聖公會 Episcopal: 6%



墮胎的原因 Reasons for Abortion

• 74%：孩子會嚴重影響我的生活（教育、工作、事業，已有孩子要照顧）
Having a baby would dramatically change my life

• 73%：我現在養不起孩子（未婚、無工作、無法離職、育兒費用過高、丈夫
失業） I can't afford a baby now

• 13%：胎兒可能有健康問題 Possible health problems of the fetus

• 12%：影響孕婦健康 Physical problem with my health

• 1%：強暴受害者 Victim of rape

• Reasons in 2004. Guttmacher. Among the structured survey respondents, the two most common reasons were 
"having a baby would dramatically change my life" and "I can't afford a baby now" (cited by 74% and 73%, 
respectively—Table 2). A large proportion of women cited relationship problems or a desire to avoid single 
motherhood (48%). Nearly four in 10 indicated that they had completed their childbearing, and almost one-third said 
they were not ready to have a child. Women also cited possible problems affecting the health of the fetus or concerns 
about their own health (13% and 12%, respectively).‡

https://www.guttmacher.org/tables/370305/3711005t2.pdf
https://www.guttmacher.org/journals/psrh/2005/reasons-us-women-have-abortions-quantitative-and-qualitative-perspectives#fn2


禁止墮胎各州居
民對推翻 Roe v. 
Wade 的看法

• 政府的法令，不一定代表

多數人民的意願

• 在禁止墮胎的各州，多數

人民希望保有墮胎權，反

對推翻 Roe v. Wade

Pew Research Center, June 27-July 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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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墮胎的法律條件

• 在禁止墮胎的各州，法律又有差別。有些州允許強暴和亂倫 rape 

and incest 可以墮胎，有些州不許。有些州懷孕六週之後不許墮胎，

有些州三個月之後。違反州法的婦女、醫生、醫院將接受法律的制

裁，可能被罰款、坐牢、弔銷執照、或禁止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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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裔不同的世界

• 華人教會較少提到墮胎，就算有，也是點到為止。墮胎在亞裔中較為

普遍，很可能每間教會都有人墮過胎。牧師若在台上譴責，台下就會

有人受傷。

• 我們必須瞭解實況，根據聖經來採取立場，與人溝通，與現實接軌。

W.Wang



C. 墮胎的實際面：個人因素



個案一：張牧師的困擾

• 張牧師是一位堅決的生命維護者，他相信每個生命都必須尊重，包括胎兒在內。

才子和佳人是一對晚婚夫婦，去年得了頭生的孩子，今年佳人又懷孕了。這一天

，他們滿面憂愁地來到牧師辦公室。

• 「牧師，醫生說胎兒很可能有唐氏病，我該怎麼辦？」

• 「這個……胎兒多大了？」

• 「下週滿三個月。牧師，我們可不可以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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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一：張牧師的困擾

• 若說可以，違反張牧師的信念。若說不可以，自己輕飄飄一句話，可能影響這對

夫婦一生。身為牧者，他明白自己話語的責任。如果你是張牧師，你會如何回答

？可以？不可以？還是說「我會為你禱告，你自己做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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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二：史密斯太太的難題

• 史密斯太太的電話響了，是女兒琳達打來的：

• 「媽咪，醫生說我懷的是唐氏兒。」

• 「Oh, no! Oh, no……怎麼會這樣？」

• 「媽咪，我照顧老大和老二都快累死了，實在沒力氣再照顧一個唐氏兒。媽咪，

我可不可以墮胎？」

• 史密斯太太是堅決的 Pro Life-er，上個月最高法院推翻 Roe v. Wade，她還和群裡的

弟兄姊妹讚美感謝主。此時接到女兒電話，她該如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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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二：史密斯太太的難題

• 琳達自小體弱多病，生養兩個孩子已經達到了極限，再加上一個唐氏兒？史密斯

太太不敢想下去。

• 可以？不可以？還是說「我會為你禱告，你自己做決定」？如果女兒墮胎，史密

斯太太如何面對教會裡的人？如果不墮胎，女兒的人生怎麼辦？大孫和二孫會不

會缺少母親的照顧，他們的人生怎麼辦？那個可憐的三孫又怎麼辦？

• 數據顯示，當加上個人因素之後，大多數原本反對墮胎的基督徒會做出不同的選

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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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的複雜性

• 在生活中，墮胎是複雜、現實、痛苦的事件。對牽涉到的個人和家庭來說，墮胎

是一個困難的決定。

• 因最高法院的判決，墮胎再度成為熱門議題。身為基督徒，我們不但要表明公開

的立場，有時還要做出個人的決定。你對這件事的瞭解，所發表的言論和對人的

態度，特別是對立場不同的人，關乎你在世人面前的見證。

• 生命從何時開始？基督徒應當如何看待墮胎？墮胎權屬於個人，還是屬於政府？

對一個面臨墮胎決定的人，你會怎麼說？若這人是自己的親人或朋友，你會說得

不一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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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墮胎

• 墮胎的原因很多，最常見的有經濟困難、影響生活、傷害母親健康、胎兒不正常

、孩子父母的關係出了問題等。華人墮胎較為普遍，多數教會盡可能避免提到這

個敏感的話題。

• 有人聽 Pro Life 運動說墮胎是謀殺嬰兒，墮胎者是殺人犯。那些曾經墮胎的人，因

此而懷著罪咎感。若情況嚴重，還需要牧師協談或專業心理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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墮胎的環境因素

• 一般來說，墮胎是個人決定，與政府無關。是孩子父母，而不是政府，決定「要

不要這個孩子」。兩個例外：一，有些政府強迫墮胎；二，有些政府禁止墮胎。

• 三十多年前，中國還實行一胎化的時候，我在德州牧會。教會來了一位大陸的女

醫生，每週都來聚會，後來信主受浸了。當初她因執行一胎化任務，曾給人做過

墮胎手術。

• 美國的情況正好相反。有些州禁止墮胎，醫生不可給人墮胎，墮胎的醫生要受法

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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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個人立場

• 在墮胎這個議題上，基督徒應當採取什麼立場？與其隨波逐流人云亦云，我們應

當慎思明辨，瞭解聖經的教導和這件事的複雜面，分析牽涉到的因素，然後再採

取立場。

• 採取立場之後，必須容許不同立場的存在。同樣是基督徒，一個是 Pro Life，一個

是 Pro Choice；一個是共和黨，一個是民主黨。此時出現一個新的選項：我是選擇

和平，還是選擇敵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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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的因素

• 關於墮胎，以下是四個必須考量的因素：

1. 生命的定義

2. 誰來決定？

3. 例外情況

4. 適當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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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四個考量

W.Wang



第一考量：生命的定義



生命從何時開始？

• 生命的定義：生命從何時開始？從受精卵開始？胎兒有心跳開始？

還是出生的那一刻開始？基督徒相信人的生命有「靈、魂、體」三

部分，胎兒從何時開始有「靈、魂、體」？從受精卵開始？有心跳

開始？還是從出生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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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解經的原則

1. 不可在少數或模糊的經文上建立教義

2. 不可將個人性的經文普世化

W.Wang



支持「胎兒有生命」的經文，一

• 詩篇139:13-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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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ang



支持「胎兒有生命」的經文，二

• 耶利米書1:4-5

• 耶利米說，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我未將你造在腹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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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ang



支持「胎兒有生命」的經文，三

• 詩篇51:5

• 我是在罪孽裡生的，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就有了罪。

W.Wang



支持「胎兒有生命」的經文，四

• 加拉太書1:15

• 然而，那把我從母腹裡分別出來、又施恩召我的神……

W.Wang



詩歌中的誇喻

• 我因唉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淚，把床榻漂起，把褥子濕透。我因憂

愁眼睛乾癟，又因我一切的敵人眼睛昏花。（詩6:6-7）

• 他從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從大水中拉上來。（詩18:16）

• 那作惡的，就是我的仇敵，前來吃我肉的時候，就絆跌仆倒。（詩

27:2）

W.Wang



有些經文不可按照字面解釋

• 將要被滅的巴比倫城啊，報復妳像你待我們的那人便為有福！拿妳的嬰孩

摔在磐石上的，那人便為有福！（詩137:8-9）

• 我們為你的緣故終日被殺，人看我們如將宰的羊。（詩44:22）

• 天天背負我們重擔的主，就是拯救我們的神，是應當稱頌的。（詩68:19）

• 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詩19:1）

• 日頭、月亮你們要讚美他！放光的星宿，你們要讚美他！天上的天和天上

的水，你們都要讚美他！（詩148:3-4）

W.Wang



經文的全貌，一

• 大衛頌讚神：他認識我！詩139:1-12

1. 耶和華啊，你已經鑒察我，認識我。我坐下，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處知
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臥，你都細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華啊，
我舌頭上的話，你沒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後環繞我，按手在我身上。這
樣的知識奇妙，是我不能測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

2. 我往那裡去躲避你的靈？我往那裡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裡；
我若在陰間下榻，你也在那裡。我若展開清晨的翅膀，飛到海極居住，就是在
那裡，你的手必引導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說：黑暗必定遮蔽我，我
周圍的亮光必成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見，黑夜卻如白晝發亮。
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樣。

W.Wang



經文的全貌，一

• 大衛頌讚神：他認識我！詩139:13-2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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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
其數何等眾多！我若數點，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時候，仍和你同在。

4. 神啊，你必要殺戮惡人；所以，你們好流人血的，離開我去吧！因為他們說惡
言頂撞你；你的仇敵也妄稱你的名。耶和華啊，恨惡你的，我豈不恨惡他們嗎？
攻擊你的，我豈不憎嫌他們嗎？我切切的恨惡他們，以他們為仇敵。神啊，求
你鑒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裡面有什麼惡行沒
有，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

W.Wang



經文的全貌，二

• 耶利米自述蒙召的經過，耶1:4-10

• 耶利米說，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我未將你造在腹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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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就說：「主耶和華啊，我不知怎樣說，因為我是年幼的。」

• 耶和華對我說：「你不要說我是年幼的，因為我差遣你到誰那裡去，你都要去；
我吩咐你說什麼話，你都要說。你不要懼怕他們，因為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
這是耶和華說的。」

• 於是耶和華伸手按我的口，對我說：「我已將當說的話傳給你。看哪，我今日立
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施行拔出、拆毀、毀壞、傾覆，又要建立、栽植。」

W.Wang



經文的全貌，三

• 大衛悔罪，詩51:1-6：

• （大衛與拔示巴同室以後，先知拿單來見他；他作這詩，交與伶長。）

•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愛憐恤我，按你豐盛的慈悲塗抹我的過犯！求你將我
的罪孽洗除淨盡，並潔除我的罪！

• 因為我知道我的過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惟獨得罪了你；
在你眼前行了這惡，以致你責備我的時候顯為公義，判斷我的時候顯為清
正。我是在罪孽裡生的，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就有了罪。你所喜愛的是內
裡誠實；你在我隱密處，必使我得智慧。

W.Wang



經文的全貌，四

• 保羅說明自己的權柄，加1:15-17：

• 然而，那把我從母腹裡分別出來、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樂意將他

兒子啟示在我心裡，叫我把他傳在外邦人中，我就沒有與屬血氣的

人商量，也沒有上耶路撒冷去見那些比我先作使徒的，惟獨往亞拉

伯去，後又回到大馬色。

W.Wang



參考經文一：約伯的生日

• 約伯咒詛自己的「生日」，伯3:1-2,7,11-12

• 此後，約伯開口咒詛自己的生日，說：「願我生的那日，和說懷了

男胎的那夜，都滅沒……

• 願那夜沒有生育，其間也沒有歡樂的聲音。

• 我為何不出母胎而死？為何不出母腹絕氣？為何有膝接收我？為何

有奶哺養我？

W.Wang



參考經文二：我們一生的年日

• 摩西論「一生的年日」，詩90:9-10

• 我們經過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們度盡的年歲好像一聲歎息。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

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

W.Wang



參考經文三：我們到世上來

• 保羅談「我們到世上來」，提前6:6-8

•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為我們沒有帶什麼到世上

來，也不能帶什麼去。只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

W.Wang



W
.W

an
g

胎兒期 Fetal Stage Weeks 9 to 16 (2 to 3.6 months)
In humans, the fetal stage starts nine weeks after fertilization. At the start of the fetal stage, the fetus 
is typically about 30 millimetres (1+1⁄4 in) in length from crown-rump, and weighs about 8 grams.

胎兒存活可能性 Fetal viability refers to a point in fetal development at which the fetus may survive 
outside the womb. The lower limit of viability is approximately 5+3⁄4 months gestational age and is 
usually later.

生命的定義：根據醫學，還是根據神學？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rown-rump_length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etal_viability


第二考量：誰來決定？



個人，還是政府？

• 是否墮胎，誰來決定？個人，還是政府？若政府決定，是州政府，

還是聯邦政府？這是 Roe v. Wade 爭執的重點。

• 若墮胎是個人選擇，政府就無權干涉。若墮胎影響社會道

德，敗壞社會風氣，政府就有權干涉。

W.Wang



給道德立法？

• 若認為墮胎敗壞社會道德，則牽涉到「legislate morality 給道德立法

」的智慧。有些人認為政府的功能是防止並懲罰犯罪，不是給道德

立法。道德只能鼓勵，不能強制，強制只會產生反作用。

• 話說回來，墮胎是醫學問題，神學問題，還是道德問題？是現代醫

學給懷孕者的一個選項，還是影響社會道德的不良行為？見仁見智

，各人看法不同。

W.Wang



Case 1：摩西呼籲以色列人選擇生命

• 我今日呼天喚地向你作見證；我將生死禍福陳明在你面前，所以你

要揀選生命，使你和你的後裔都得存活！（申30:19）

W.Wang



Case 2：十二門徒選擇跟從耶穌

• 從此，他門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穌就對那十二個門

徒說：「你們也要去嗎？」西門彼得回答說：「主啊，你有永生之

道，我們還歸從誰呢？」（約6:66-68）

W.Wang



第三考量：例外情況



五種情況

• 若禁止墮胎，政府必須考慮五種情況：

1. 若危及孕婦生命，是否允許墮胎？

2. 若損害孕婦健康，是否允許墮胎？

3. 若胎兒的健康有問題，是否允許墮胎？

4. 若因「rape or incest 強暴或亂倫」懷孕，是否允許墮胎？

5. 若影響生計，如，單親孕婦無法做工養生，是否允許墮胎？

W.Wang



不同的意見

• 幾乎所有政府都同意若危及孕婦生命，可以墮胎。

• 第二種情況「損害孕婦健康」，第三種情況「胎兒的健康有問題」

，第四種情況「強暴或亂倫」，第五種情況「影響生計」，各地政

府有不同的規定。

• 基督徒也一樣，幾乎所有基督徒都同意第一種情況可以墮胎，對其

他情況則有不同的意見。

W.Wang





愛爾蘭的轉變，NBC News, 
7/4/2022

W.Wang

• 2012年，一位31歲，懷孕17
週的印度裔愛爾蘭牙醫 Dr. 
Savita Halappanavar因為生命
垂危急需墮胎，醫院因法律
限制不給她動手術，因此而
在疼痛中死亡。

• 愛爾蘭是天主教國家，當時
的法律禁止墮胎。這次事件
引起愛爾蘭社會的反思，改
變了多數人的意見，2018年
愛爾蘭人民以三分之二的大
多數通過了墮胎合法化。

• 雖然當時法律也有母親生命
垂危可以墮胎的條款，醫院
卻有許多顧慮，在實際情況
中往往會因害怕觸犯法律而
延誤救命的時機。



第四考量：適當的比重



反對墮胎有多重要？

• 近年來，福音派打起「反墮胎」的大旗，將其政治化，敲起戰鼓，

口誅筆伐，將其當作重要的使命。

• 如何適當分配比重，是現代教會的重要課題。這次 Roe vs Wade 被推

翻，基督徒很高興。問題是，「反對墮胎」是教會的大事嗎？是否

應將更多的熱忱分配給傳福音、作門徒、行公義、好憐憫？

W.Wang



孰輕，孰重？

•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將薄荷、茴香、

芹菜，獻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義、憐憫、信實，

反倒不行了。這更重的是你們當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們這

瞎眼領路的，蠓蟲你們就濾出來，駱駝你們倒吞下去。（太23:23-

24）

W.Wang



附錄：教會政治化之商榷（1/7）

• 哈斯摩尼原本是祭司家庭，後來做了君王。在他們統治期間，大祭司就是一

國之君，開創了神職人員執政之先河。自此之後，政治與宗教之間的界線消

失了。進入至聖所為你贖罪的那一位，和坐在寶座上治理你的是同一個人。

• 這樣做是好還是壞？從歷史來看，哈斯摩尼王朝的壽命很短，前後加起來僅

一百年。前二十餘年還沒有資格稱為王朝，僅能說是猶太人對西流基帝國的

武裝革命。祭司成為君王之後，所關心的不再是聖殿而是寶座。後面的八十

年基本上都在內鬥。哈斯摩尼的後裔為了奪權而同室操戈，彼此殘殺，使得

原本就弱小的國家變得支離破碎，被羅馬人輕易地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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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教會政治化之商榷（2/7）

• 到了耶穌和使徒的時代，祭司干預政治早已成為常態。雖然政權握在羅馬人
手中，猶太的祭司卻在羅馬的許可之下握有相當大的宗教和民事治理權。他
們周旋於羅馬巡撫和分封的王之間，表面上是祭司，其實是十足的政治人物。
祭司長有權力拘捕和審判人，若非忌憚耶穌深受百姓愛戴，早就下手抓他了
（路20:19，太21:46）。

• 耶穌死後，祭司／官府對耶穌的跟隨者就不那麼客氣了。他們先下手逮捕了
使徒，又用石頭打死了司提反。接著就下手逼迫耶路撒冷的教會，當時尚未
信主的掃羅也拿著大祭司的文書，遠赴大馬色去逮捕當地的基督徒（徒9:1-
2）。

• 這種宗教人士一擁有權力就剷除異己的行為，在歷史上數見不鮮。例如，在
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治理日內瓦期間，他的一位相識 Michael Servetus
就因神學觀點不同而被判死罪，燒死在火刑柱上（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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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教會政治化之商榷（3/7）

• 歐洲千餘年的天主教歷史中，無論是在羅馬的教宗還是派駐各國的主教，干

預政治乃是家常便飯。教會藉著政權來確保自己的利益，政權藉著教會來獲

取人民的支持。在宗教改革之前的一千年，教會與政治高度結合，史稱黑暗

的一千年。教皇有私生子，教廷賣官鬻爵，神職人員營私牟利，橫行霸道，

設立暗無天日的異端裁判所，是教會最腐敗、最不榮耀的時期。

• 時間來到了廿一世紀，美國的福音派也在政治上十分活躍。他們的票源充足，

能夠左右選舉結果，是各黨派爭取的對象。本當傳講神話語的神聖講台，成

為政治宣傳的出口。本當清心事奉神的牧者，為了政治而熱心奔走。不信主

的政治人物被喧染為基督信仰的拯救者，理當得到你神聖的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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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教會政治化之商榷（4/7）

• 宗教與政治結盟，教會和黨派聯姻，是好，還是不好？或者問得更正確一點：

這樣做是討神喜歡？還是不討神喜歡？這時我們不得不提起一句耶穌的話：

有人試探耶穌，問他可不可以納稅給該撒？耶穌叫他拿一個錢幣來，問他上

面是誰的像？他說是該撒的像。耶穌說：「該撒的物歸給該撒，神的物歸給

神！」

• 錢有該撒的像，人有神的像，各有所歸，各有所屬。耶穌將政治和信仰一刀

劃開，該撒的歸一邊，神的歸另外一邊。耶穌一生傳道，從來不與政治打交

道。唯一一次政治找上耶穌，直接就將他釘上了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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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教會政治化之商榷（5/7）

• 初期教會也是一樣。只有教會倚靠神卻受政治的迫害，沒有教會不倚靠神而

去迎合政治。教會的分別為聖帶來神的祝福，神的道大大興旺，福音大大廣

傳，耶穌的名大得榮耀。彼得說：「金銀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的給你，我

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叫你起來行走！」（徒3:6）

• 當時的教會無錢也無權，只有耶穌基督，但卻大有能力。中世紀的教會有錢

又有權，沒有耶穌基督，變得毫無能力，十分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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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教會政治化之商榷（6/7）

• 試看今日為政治大發熱心的教會，結果如何？是神的道興旺了，教會增長了，

還是信徒的愛心增加、靈命長進了？除了聚集立場相同的人一同為政治發熱

心之外，有何其他成就？他們憐憫心減少，仇恨心增加，包容圈縮小，排擠

面擴大，離棄了起初的愛心，不將熱情獻給主，卻獻給那些覬覦他們選票的

政治人物。

• 更重要的是，在福音的對象，就是那些迫切需要救恩的不信主的人當中，教

會的政治化使耶穌之名大得榮耀，還是大受褻瀆？使未信者更容易接受福音，

還是更難以接受福音？有助於大使命，還是有害於大使命？這些基本考量，

是每一位愛主的信徒應當想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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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教會政治化之商榷（7/7）

• 教會是否應當政治化？這個看似時髦的議題，其實是一個沈重又陳腐的歷史

包袱，背著它的人疲累，聞到它的人掩鼻。採取某個政治立場就是好基督徒？

投票給某人就是好基督徒？反對墮胎就是好基督徒？頭腦冷靜的人會停下來，

想一想：這種不可思議的邏輯是如何成立的？

• 往日的歷史，今日的鑒戒。初期教會無權無勢，專心倚靠神，因此而大有能

力。中世紀的教會有權有勢，還有（很多）錢，不再倚靠神，反倒失去了能

力。身為耶穌的跟從者，什麼才是我正確的選擇？耶穌說：智慧之子，總以

智慧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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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做一個 Pro Life-er:
揀選生命！

W.Wang



你要揀選
生命！

• 經文背景：摩西自知不久於人世，望著肅立在他

面前的以色列民，眼中滿是不捨。和他們說了許

多，他們聽懂了嗎？北風蕭蕭，河水漴漴，夕陽

的餘暉照著。摩西挺起腰，舉起杖，盡畢生之力

喊道：以色列啊，你要揀選生命！

• 我今日呼天喚地向你作見證；我將生死禍

福陳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揀選生命，使

你和你的後裔都得存活；且愛耶和華你的

神，聽從他的話，專靠他；因為他是你的

生命，你的日子長久也在乎他。（申

30:19-20）

W.Wang



因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長
久也在乎他。

• 聖經所說的生命，豐盛而長久。不只是未生之胎，更是已經出
生的人。不只是身體，還有心靈。不只是今生，還有永生。

• 對生命有全面性的瞭解，能使我們成為更好的 Pro Life-er。追
根究底，神是我們的生命，揀選神就是揀選生命。

W.Wang



生命

日子裡的生命 日子外的生命

身心靈

神所賜的生命

W.Wang



揀選生命 vs “Pro Life”

• 基督徒所說的「生命」是神所賜的生命，範圍極廣，從日子裡到日

子外，今生到永生。今生不只是胎兒，而是從小到老；不只是身體

，而是身、心、靈。

• Pro Life 的正確翻譯是「反墮胎運動」，重點是保全胎兒。這個運動

認為胎兒已有生命，墮胎就是殺害生命。

W.Wang



揀選生命 vs “Pro Life”

• 基督徒若贊同或參加 Pro Life，需知這個運動將「生命」狹窄化了。

沒有永生，沒有身心靈，沒有童年到老年，只有未生之胎。

• 聖經所說的「揀選生命」是全面的生命，不是狹窄的 Pro Life 運動。

必須有這樣的認識，我們才能談生命的議題。

W.Wang



記得耶穌的責備

• 那更重的事，你們反倒不行

•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將薄荷、茴香、

芹菜，獻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義、憐憫、信實，

反倒不行了。這更重的是你們當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們這

瞎眼領路的，蠓蟲你們就濾出來，駱駝你們倒吞下去。（太23:23-

24）

W.Wang



蒙福者的社會責任

• 被人遺忘的創世記十八章

• 耶和華說：「我所要做的事豈可瞞著亞伯拉罕呢？亞伯拉罕必要成

為強大的國；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顧他，為要叫他吩咐

他的眾子和他的眷屬遵守我的道，秉公行義，使我所應許亞伯拉罕

的話都成就了。」（創18:18-19）

W.Wang



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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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ang



以行動來揀選生命

1. 多瞭解「墮胎」這個敏感而複雜的議題，有正確的認知。

2. 選擇自己的立場，以和平的態度對待立場不同的人。

3. 個人或教會，以實際行動援助有需要的孕婦、幼兒、墮胎者。

4. 全面性揀選生命，以公平慈愛的態度對待各年齡、各種族的人。

5. 立定心志跟從耶穌，拒絕被政治化，遵行主的道，秉公行義，使

他人因你得福。

W.W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