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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55: Old Testament Law and 

Medical Ethics 

旧约律法和医学伦理 

 

                                                 作者   亚历克斯·邦恩和克里斯托弗·莱特 

                                            By    Alex Bumn and Chris Wright 

现代医学面临各种道德困境。医生应当在什么时候关闭呼吸机？面对患有线粒体疾病的家

庭，我们应该创造三个单亲胚胎吗？人工流产是否合理？我们应该如何分配有限的医疗资源？ 

基督徒会从圣经中寻

找答案。然而，圣经写于

未工业化的中东文化环境

中，熟悉牛而不是车，熟

悉葡萄园而不是呼吸机。

这提出了一个医疗困境，

我们如何从创世纪中看待

基因治疗？不仅有历史和

文化的距离，还包括复杂

的神学问题需要回答：什

么是旧约律法？ （1）旧

约律法有多少仍然适用于

基督徒？我们现在不是处

于恩典时代，而不是律法

时期吗？  

1.旧约律法的性

质和功能 

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圣

经只是一本讲法规的书，以

用在新的环境。犹太拉比的

传统在“摩西律法”中标识

了 613 个诫命，其中 365

个是负面的，246 是正面

的。 （2）即使如此，这远

远比我们用来运行现代国家

的数量较少：欧盟有超过

50,000 条律法、指示和规

则！ （3）许多在摩西律法

上的诫命是对十诫的扩展和

案例，（4），或者称为

（旧的或摩西）的约，

（5）这是神写在两块石版

上的（6），并预示了耶稣

基督所发起的新约。 （7） 

不过，“旧约律法”或

托拉 （摩西五经）实际上

是指“指导”，是在上帝与

他的百姓以色列的关系的故

事背景下设定的。十诫的提

出是在提醒以色列民，“我

是耶和华你的神，是带你出

埃及，为奴之地......”。 

（8）顺服神的诫命从来不

是以色列人赢得神的救恩的

方法，而是对神从奴役之地

埃及解救以色列民的正确回

应。（9）此外，上帝赐给

以色列人自己的法律，是为

了给周边国家塑造一个能反

映神的性格的社会。这个我

们可以说是一个宣教的动

机。 （10）他们是一个道

德上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

国家，他们的生活是按照神

的方式，具有个人诚信、经

济和社会公平、社会同情

心：“你们要圣洁，因为我

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

的”。 （11） 

不随意的条规 

旧约法不是一套旨在讨

上帝喜悦的随意的规则。这

是一种作为人类的生活方

式，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的

文化，来展示被神救赎的国

家应该有的样式。除了提供

要遵守的诫命，上帝还要求

“美德”，或虔诚的性格。

同时，我们将看到，它预示

着耶稣基督和他带来的新约

里的救恩。 （12） 

旧约道德的一个特点是

有对后果的明示。积极的一

面，上帝鼓励他的子民在他

的统治和祝福下选择生活的

方式。 （13）负面，神警

告他们拒绝了他的好的生活

方式会导致自我毁灭。箴言

书中描述成瘾和婚外关系的

后果，（14），这些对于

医务工作者都非常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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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世俗的方式包含

了一些相似的元素，比如彻

姆和柴德里斯的四项原则、

美德伦理学和功利主义或结

果主义教导。但不同的是，

圣经的道德背后有个人的目

的：使人像自己。 

2.旧约律法与现

代法律的关联 

以下是几种类型的旧约

律法： 

•刑法 - 对社会基础，对上

帝和圣约的侵犯，十诫之

一，大多有死刑。 

•民事律法 – 民众之间在土

地、财产、赔偿上的纠纷。 

•家庭律法 - 这主要是由家

长处理，而不诉诸“法院”

或长辈 – 关于继承、婚姻和

离婚事宜。 

•宗教或礼仪律法- 关于牺

牲、祭司、节日、献祭。 

•同情律法 - 我们可能不称

其为“律法”：敦促善待穷

人和有需要帮助的人、弱势

群体的权利、无家可归的

人、没有家庭和土地的人、

欠债的人、少数民族和移

民。  

传统的改革宗神学区别

上帝的法律，将旧约圣经分

为三个部分：“道德”，

“公民”和“礼仪”。在«

改革者学院»的最后一章的

约翰·加尔文写道：“我们

必须注意到，广为人知的由

摩西颁布的神的律法，分为

道德、礼仪、和司法的法

律。”（15） 

基督徒的应用 

 

哪些部分仍适用于基

督徒？有些人认为，道德

法则仍然适用，但是礼仪

和民法已经通过基督的降

临成就了。其他人则认

为，只有那些在新约重申

的旧约律法仍然适用。其

他人坚持，在新约中没有

明确废除的所有旧约律法

仍然具有约束力。本文篇

幅有限不一一列举其他观

点。但是，值得注意的

是，圣经本身并没有按照

这些类别明确划分旧约律

法。然而，很明确的是旧

约，“旧约”是上帝与以

色列人的约，写在石板上

的律法，要被刻在人心中

的新约律法取代。（16） 

 

基督与旧约律法 

换句话说，旧约律法同

它的道德教育，神职人员和

动物献祭，都被耶稣基督成

就了。旧约预言，基督的圣

洁和新约大祭司为我们在十

字架上的死永远偿付了我们

所有的罪。 （17） 

“他是除去在先的，

为要设定在后的......靠耶

稣基督一次献上他的身

体，我们得以成圣。” 

（18） 

 

上帝拯救从埃及为奴

之地拯救以色列人，并与

他们建立了他的旧约。但

是，耶稣，通过他的死亡

和复活，将基督徒从罪恶

中拯救出来 – 这包括犹

太人和外邦人（非犹太

人） - 并与他们建立新

约。 （19）我们现在是

“不在旧约律法之下”，

但“在基督的律法之

下”。 （20） 

实际的关联 

旧约律法的功能： 

•保护 - 抑恶，保护贫困和弱势  

群体 

•信念 - 良心的培育 

•指导 - 通过他的子民的生活方

式，宣扬上帝的鲜明的性格 

•预测 - 预言指向耶稣基督 

 

问题：你能从律法的文字背后找到共同的目的吗？ 

A. “建新房时，要在屋顶周围设立栏杆，这样你就不会因为

有人从房顶掉下，带来流血的罪”（47） 

B. “如果有人发现一个坑或挖了一个，并不掩盖它，当有牛

或驴掉进了，开坑的人必须偿付主人的损失” 

 C. “他会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没有为这中间最

小的一个做，也就没有为我做”（49） 

答案：一般的原则是过失。我们要对我们做了什么负责，也

要为我们没有做什么承担责任，比如没有检查药物图表如青

霉素过敏，或没有警告手术并发症。（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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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旧约对我们今天又

什么实际意义呢？它仍然有

巨大的意义。耶稣自己建立

新约，（21）并没有认为

他的使命使旧约成为多余

的。相反，他正在履行它： 

 “不要认为我来是要
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
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
法。我实在告诉你，就是天
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
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
全。”（22） 

使徒保罗告诉我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

教训、责备、纠正和教人学

义，使神的人得以完全，预

备行各样的善事。”

（23） 

他补充说旧约圣经的故

事，尤其是那些有道德的教

训的故事，“写下来，作为
对我们的警告”。 （24）  

所以，耶稣成就了犹太

人没有办法完全遵守的旧约

律法（25），他也希望我

们从中学习。他告诉我们跟

从他，并让我们知道什么是

首要的，就是要让神在生命

的各方面掌权。先知把社会

公正远高于宗教仪式。 

（26）耶稣也认同，他告

诉那些表面上严格遵守不重

要的条规，却忘记“律法更

重要的- 正义、怜悯和信

实”。 （27） 

耶稣和保罗也说得很清

楚，某些旧约法律不再对基

督徒具有约束力。 

特别地： 

献祭的律法：新约讲得

很清楚，庙、坛、祭牲、祭

司、赎罪日的整个系统，已

经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的死亡和复活成全。他一次

献祭便永远成就。希伯来书

强调说，无论是犹太人还是

外邦人信徒，我们不能回到

献祭，因为我们借着基督和

他的死，并复活与父神同

在，已经已经完成了献祭的

最终意义。（28） 

关于食物的律法：洁净

和不洁净的动物和食物

（29）是旧约时期象征以

色列作为上帝圣洁的选民，

区别于外邦国家。 （30）

在新约中，这种分离在基督

里是不存在的，保罗在以弗

所书 2.中解释，通过十字

架上成就的，上帝已经将犹

太人和外邦人统称为基督

徒。正如彼得在异象中看到

的，在去外邦人哥尼流的家

里之前，上帝之前被认为不

洁净的东西不再被称为不洁

净。 （31）耶稣宣告所有

的食物都是洁净的。 

（32）信徒从此不必受食

物的律法的约束，因为食物

所象征的已经不存在了。虽

然有些弥赛亚（基督教）犹

太信徒选择将 kashrut 法规

作为自己的犹太社区和文化

认同的标志。 

从旧约法律中学习 

尽管基督徒不再从字面

上遵守这些律法，这并不意

味着我们没有什么向他们学

习的地方。我们被称为将身

体的事工献上作为活祭

（33），并献上赞美的祭 

（34）我们被称为在这个

败坏的世界当中洁净的生

命：过圣洁的生活。事实

上，如果应该问自己，是否

有像犹太人对食物的洁净那

样，对自己的道德和属灵上

是否与周围的环境有所区分

呢？而这正是新约中所要求

我们遵守的。 

即使在古代以色列的民

事法律中，也有要遵守的适

用于不同环境的原则。当保

罗写信给在科林斯城市的基

督徒，在他们的城市房屋里

的并没有牛磨玉米。但保罗

举了一个旧约律法的例子，

关于要以它们的劳动产品喂

养牛（35），这同样适用

于如何对待基督徒工人。 

（36）他从这些案例中看

到其中的原则- 最初是为动

物的利益- 现在使用于劳动

的人们。工作值得奖励。后

来，他又运用旧约中有关如

何收集吗哪的诫命（你可能

会认为这与科斯林完全无

关），并将其应用到基督徒

之间的平等。 （37）这是

在非字面上对旧约律法非常

有创造性 和合适的利用。 

不只是一本律法书 

许多人以为只有一个基

督徒回答任何问题或困境。

但圣经表明，在大多数情况

下，我们有选择的自由：比

如与谁结婚或追求哪类职

业。或在医药行业内，患者

是不是应该为他们的医疗买

单？。我们如何帮助患者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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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自我毁灭的行为？不加选

择地开药是明智的吗？我们

什么时候提供整容手术？在

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运用

智慧，一条法规并不适用于

所有情况。例如，虽然保罗

认为对提摩太进行轻微的手

术如割礼是没有大碍的，

（ 38）在另一种情况下，

提多的割礼是绝对不合适

的，因为这件事情可能所带

来的影响。 （39）（40）

圣经是由许多不同文学体裁

写成，如简练的智慧书箴

言，约伯记，传道书，故事

叙述，（41）和以及更明

确的说教。 

所以我们可以从旧约律

法中学到很多，这些仍然可

以有效地指导我们的道德思

想和行动。但是基督徒的生

活和自由的核心不是“保持

所有的规条”，而是作为这

样的人而生活，这些人的生

命和性格仅仅被上帝的话、

被以基督为中心的完全、被

更像我们所信任和追随的基

督耶稣所塑造。这才是符合

圣经的生活。 

3.旧约律法在医

学伦理上的应用 

当一个道德问题被引

发，通常它的形式是“做某

事是对还是错？这件事可能

是“克隆羊”，“摧毁试管

婴儿备用胚胎”，“协助自

杀”等。伦理辩论降到艰难

的个人选择和我们的文化。

答案往往是证明式文字，

“你不可”：来自圣经的诫

命。但这种方法并不完全适

合于圣经的丰富性，并把圣

经置于防御模式。我们如何

看待旧约的更广泛的意义？ 

 

例如，整容手术后面有

更极端的例子，包括基因工

程或增强技术。他们是“普

罗米修斯计划”，

（42），或用圣经中的语

言，类巴别塔项目，试图无

视创造的极限，为“传扬我

们自己的名”。 （43）他

们可能构成对人类的诱惑，

来拒绝创造的极限和作为礼

物的生命，并引诱我们否定

痛苦和死亡这个普遍事实，

否定痛苦和死亡只能通过神

在基督的工作来克服。 

因此，当我们研究圣经

的故事时，我们需要提问。

所有的律法都是有目的的。

律法被起草，因为人们想改

变社会，实现某种社会目

标，促进某些利益，或防止

某些社会弊端。因此，当我

们看任何特定的法律或一组

圣经的律法，我们可以问，

“这部律法背后的目的是什

么？ 更明确的问题例如： 

•该律法旨在促进，或防止

什么状况？ 

•如果遵循了这一律法，社

会会发生什么改变？ 

•什么样的情况促使这一律

法的需要？ 

•什么样的人将受益于这项

法律，是通过援助还是保护

的方式？ 

•什么样的人在该律法中受

到限制，为什么？ 

•在该法中具有优先权的是

什么价值？谁的需求和权利

得到维护？ 

•这部律法在哪些方面反映

了我们从其他地方知道的圣

经关于上帝的本性和他对人

类生命的意图？  

案例：代孕 

有个基督徒朋友不能怀孕，并询问圣经上对代孕的要求。

你查看圣经却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代孕”这一词！而在一

次宴会上，一位律师朋友告诉你没有任何法律明确反对代

孕。但一位神学家插言道代孕可能会违背创世记 2:24 的“一

体”的原则，因此违反了创造者关于婚内生育的要求。另一

位神学家认为，有先祖亚伯拉罕代孕的故事教训。 （50）没

有生育能力的撒拉将她的婢女给亚伯拉罕说：“与我的婢女

同睡，或许我可以通过她得到一个家”。有伤心的悲痛：

“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 （51）但是她的方法导致

了混乱的家庭关系，可以说是对下属的剥削。代孕的儿子以

实玛利“将生活在与他的兄弟敌对的环境中”，（52）并成

为阿拉伯人的先祖，他们与以色列人的纠纷的一直持续到今

天。然而，上帝并没有因为亚伯拉罕的不耐心而放弃亚伯拉

罕，同时也解救了被遗弃的代孕儿子。 

很多的道德困境没有简单的答案，但圣经仍然是相关的，

因为恩典来自同一个上帝，他关爱每一个处在困境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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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否律法体现或说明什

么原理或原则？ 

      上帝之下的生活 

我们可能并不总是能够

非常满意地回答这些问题。

有些律法简直令人费解。但

是，简单的提问将带给我们

对旧约律法关于神所希望的

我们生活的社会的样子更宽

广和深刻的把握。 

于是，尽我们所能完成

那些功课之后，走出旧约以

色列的世界回到我们自己的

当代世界 – 对我们所生活的

社会问同样的问题，我们希

望成为怎样的人，我们希望

达到什么样的性格和社会目

标才能实现“符合圣经” ? 

个人行为的模范 

 

这样旧约律法可以很

明显对我们的个人和社会

道德起到模范的作用，在

各个领域包括- 经济、家

庭、政治、司法、性。我

们不只是在字面上将律法

当做一系列的规条来“遵

守它”。但更重要的是，

我们也不只是忽略它，不

顾保罗在提摩太后书 3：

16-17 所说的。我们正在

研究它，并将其作为“指

导”，把它当做路上的

光，以诗篇 1，19 和 119

那样快乐的方式。 

 

例如，基因工程未在

圣经提及，但圣经有对不

同物种的看护（44）和不

同物种交配的原则。 

（45）神的形象、亲属关

系线和家谱也可能相关。

圣经中没有提及艾滋病，

但有很多性道德（46）和

对罪人的同情。我们需要

神的智慧将这些永恒的原

则适用于新的情况（见上

文代孕的案例）。 

总结 

旧约律法用来彰显上帝

的性格，感谢救赎并指向基

督。耶稣基督成就了旧约律

法，并用新约代替了旧约。

但基督徒仍然要学习旧约律

法，发现它们背后的原则和

宗旨。然后，他们就可以将

它们有创造性地、明智地和

快乐地应用到包括医学伦理

的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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