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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是怎么样

在一个世俗社会互动? 

 

每日我们面对基

督教好似是在边缘的

问题。同性恋权利现在

是被视同为民权; 那些

宣告同性恋是罪孽的，

被称为人类病态性恐

惧 。在这些的观点来

说基督教变得过时了

吗? 同时, 同性恋不道德。现在这是容忍标志去接受这作为一种供选择的生活方式。另外说

法这是罪孽不可宽容。基督徒要怎么做?  

这个手头问题是称作道德相对论的概念。 

什么是道德相对论 : 这种观点是当它作为道德的问题, 那是没有绝对和没有客观对或

错的; 道德规范是仅仅个人特选并且/或者某种文化, 性别或种族取向的结果。(1) 

道德:1: 或与在行为的正确和错误准则相关：伦理、:道德判断 2: 表达或教育正确的行

为道德诗篇 3： 符合正确的行为标准。(2) 

问题是：基督教宣告是更适用于所有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的绝对道德规范。相对主义论否

认有是道德规范。如果相对性是对的，那么基督教是错的。如果为正确和错误的没有基准，

这样基督教是一套无意义无价值的东西。 

如果相对性是错的, 那么必须有那么的一个客观来源是对或错。另外, 唯物主义（3）也

必然是错的, 因此意识形态的存在不可能被抹杀。 

道德相对性不成立的一面: 分别必须首先被做展示道德相对论不成立的一面。人们经常

误认特选主张为道德主张。 

*特选主张: 我喜欢星巴克咖啡。 

*道德主张: 盗窃是错误。 

一个道德主张是社会认同应该做。特选主张只是某人喜欢做。某人也许相信盗窃在道德

上错误，只是他选择 对(更喜欢) 盗窃。分别道德主张和特选主张之间经常是混淆的。道德

主张是适用于所有人,而特选主张只适用于个人选择。 

堕胎辩论说明这个问题。 

这些赞成人工流产合法化的观点�是选择权利�作为一个道德主张。 

那些赞成胎儿 的生命观点�生命是权利�作为道德主张。 

赞成胎儿 的生命观点,�如果你不喜欢要小孩时你不必堕胎�特选主张。 

这些胎儿 的生命会说, �不要怀孕�作为特选主张。 

这个论据是在什么道德主张之间有优先权。 

道德相对论的论据: 有二个主要论据给这些使用道德相对论作为世界观的人。 

1. 分歧:  道德相对论者感得从文化和个体关于道德问题不同意见因此是没有对和错的

道德规范。 

2. 相容: 道德相对论者包容这的看法是以不应该判断其它不同文化或个体背景作为不

1. 道德是相对而言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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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容依据。 

（！）Francis J. Beckwith,� 为什么我不是一道德相对论者 �� 为什么我是基督徒�, 

《2001 年, 贝克书》15页 

（2）Marriam：韦伯斯特(①姓氏 ②Noah, 1758-1843, 美国词典编辑家) 《大学字典 2002 

年》 

（3）唯物主义是一种世界观它认为所有存在是物质的或可还原它的。 

 

 

 

分歧:  

1. 分歧不证明道德相对论 

 我们不能用同样方式看待所有事物。他们之间有小和大分歧。不同的组团根据同样事 

实带来不同的结论。这不意味两个组团正确。如果分歧证明的道德相对论，那就从来是

任何客观的对或错。有计划的灭种和屠杀, 谋杀和盗窃是有理据的冲突 ，但刚好相反。

那些屠杀并且灭绝少数民族国家的罪，如狮子杀害羊羔。强奸者就是以强凌弱 。 

我们不得不结束连续杀人凶手，就有与他杀害的人不同的看法。他要他们去死，而

他们不想死。谁对和谁错?死亡只是像狗杀害鸡游戏。 

2. 分歧反驳道德相对论： 

    分歧显示出道德相对论是错的。因为道德相对论是基于没有绝对正确和错误。分歧

至少需要二个反对的观点。两种感觉他们是正确的, 否则是没有分歧。分歧本身使道德

相对论无效，因为分歧要求某人�是对的�。道德相对论指出没有什么是对的因为凡事

基于相对。所以,从未有分歧因为凡事是相对的。 

3. 道德相对论的推理:  

道德相对论 拒绝所有道德评断。陈述如下： 

      *杀害人为乐趣是错误的;  

*盗窃别人是罪孽;  

*瞻养无家可归者是慷慨的行为;  

被变成仅仅是特选主张。所有这些声明根据客观道德规范。词，� 错误�、� 罪孽�

和慷慨的行为暗示那里存在一个客观道德标准。道德相对论否认任何这样的标准。 

有时道德相对论者也许争辩说这个标准是一个�文化或社会�的标准, 这然后成为

道德正误的基准。这仅仅是用一个文化标准替换其它文化标准。在墨西哥当哥特斯到来

之前, 用孩童作祭品和吃人是阿兹特克族习惯的标准。哥特斯直接目击这些事件, 并且

用剑的强力压制这些阿兹特克族习惯。 根据道德相对论,是谁不道德, 阿兹特克族或西

班牙人? 道德相对论视用孩童作祭品和吃人是阿兹特克族吃人习惯的文化为无意义的

事件。 

这并且适用于个人道德。一个现代食人者譬如  杰弗里 �达马是和他的阿兹特克族
前辈是有罪或无辜是一样的。 每个人行为将证明他们的道德所有道德评断是被否定的。

在道德相对论者的世界里杀害犹太人是和狮子杀害羊羔一样。 

 

 

相容 

1 。相容支持客观道德。 

tru
th

ne
t.o

rg



http://www.truthnet.org/chinese/evidence/mindex.htm 3 

如果大家应该相容, 那么相容成为一客观.道德规范。所以, 道德相对论是错的。 相容

也预示以相容的观点对某些事情是有利的。 

2. 道德相对论 是闭合思维和相容立场。 

道德相对论断言是没有道德真理。相容是我们是以开放思维立场对待其他立场观点。因

为没有道德真理, 为什么有人以开放思维? 用开放思维整个原因是某人有真实事说的可能

性。 道德相对论假设没有真理因此没有理由以开放思维。所以, 道德相对论成为一个闭合

思维的系统不相容声称有真理的.. 

3、道德相对论是武断的、排外的和派性的。这也许听起来奇怪因为道德相对论声称于有

关道德信仰它是非主观武断, 所有包容和无偏见的。 

*道德相对论者声称如果你相信客观道德真理那你就错误, 因此它主观。 

*道德相对论 排除这些声称有客观道德真理, 因此是排外的。 

*由于道德相对论是排外的, 所有非道德相对论者自动地不是正确思维派的成员，因此

是派性的。 

4. 相容不是野蛮的就是自我否认的。 

道德相对论者要相容因为与道德和文化传统差异。然而,  相容并且意味接受这些与你

不同意见的。例如, 那意味如果新纳粹哲学成为一个流行观点, 这应该被相容。另外, 如果

同样组团想杀害不同意他们的人, 相容应该继续。曾经�相容者�反对新纳粹党的立场他们

成为不宽容和自我否认真实性。相容意味你接受大家, 包括这些野蛮或你成为不相容和自我

否认真实性的。 

自我否定的情形: 这种情形是不满足它自己(符合有效性或可接受性它自己的标准), 于是自

我否定，考虑有些例子。�我不可能用英语讲一个词� 用英语说出时是自我否定。�我不存

在�是自我否定，因为你必须存在才能说出。 引自：JP 莫连德,的《衡量世俗群体》 

. 相容观点的人是反对有 极 端观点. 是自我否定的情形。曾经我们开始选择我们接受当

能相容我们然后使我们判断什么是�对和错�。�对和错�预示有客观道德规范。 

 基督徒回应: 

 为了帮助道德相对论者了解�基督徒取向�， 我们必须首先做个取向道德相对论者，。

首先,  我们应该认可没有上帝存在, �宇宙起源�是没有道德绝对性。宇宙是从一偶然事件

在过去某时从无到有产生的。这是唯物主义的中心点, 不过如此。 

 

 

没有道德，没有人类更高层次, 和动物或昆虫一样全部是无意义

的。 

狮子杀害羊羔或大白色鲨鱼吃海豹有任何错误吗? 甚至大多数宣

布为 PETA 成员(人对动物待遇伦理协会) 将不赞成，这是自然规律的

一部分。细想一会，如果没有上帝,  使用同样逻辑，一个强壮的人，

狮子人杀害和毁灭羊羔人有什么不同。如果没有上帝,  我们甚么能逻

辑上推断它只是自然界展示的自然规律。 

然而, 如果 上帝存在, 那么道德绝对存在。例如;  

你被邀请到一个房子聚会,  当你进入房子你成为这个主家的客人。作为客人, 你有特权;  

你被允许免费吃食物可得到, 坐在提供的椅子，与其它客人的谈话;  使用洗手间， 弹钢琴

和开心。然而, 因为你是一个被邀请的 客人和不是这个主家你有制约。你不可能画花墙壁, 

打破窗口, 是对其它客人或主家不恭及危害或毁坏财物。只要你遵守是客人的规矩, 你是自

由留下在这个聚会。居住在这个世界, 我们是上帝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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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在这个世界, 那个拥有这个世界的有权利确定在他的财产方面是什么规则。这个

房子的所有者能撕毁下来墙壁, 打破他的窗口, 打烂家俱, 但客人就没有同样特权。上帝有

权利确定什么是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上帝显露什么是经由个人可接受的, 记录在他的圣经

中。 

真理是什么? 上帝是谁? 圣经为什么? 的问题是分开问题。但我们必须同意入如有上

帝，并且他创造世界, 那么他有权利建立什么是对与错.,如果没有上帝, 那么我们是随心所欲

做什么。我们只不过是偶然，而且我们与动物和昆虫是以同等资格。一天我们将停止存在, 象

秋天树之落叶在地上腐烂。 

圣经十戒是一例子上帝告诉他的客人可要接受什么。 

1、上帝吩咐这一切的话、说∶ 

2、「我永恒主乃是你的上帝，曾把你从埃及地从为奴之家领出来的。 

3、我以外（原文∶在我面前），你不可有别的神。 

4、「不可为你自己做雕像，也不可造上天、下地、及地底下水中任何物件的形像。在地

5、不可敬拜它们，也不可事奉它们，因为我永恒主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恨我的、

我必察罚他们的罪愆、从父亲到 儿 子、到三四代。 

6、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坚心爱他们、直到千代。 

7、「不可妄称永恒主你的上帝的名，因为妄称永恒主名的、永恒主必不以他为无罪。   

8、「要记得安息日，分别为圣。 

9、六日要劳碌，作你一切的工。 

10、但第七日是属永恒主你的上帝的安息日；这一日、你跟你 儿 子和女 儿 、你奴仆和使

女、你的牲口、以及你城内的寄居者，一切的工都不可作。 

11、因为六日之内、永恒主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歇息；所以永恒主

赐福与安息之日，分别为圣。  

12、「要孝敬你的父亲和母亲，使你在永恒主你的上帝所赐给你的土地得享长寿。 

13、「不可杀人。 

14、「不可行奸淫。  

15、「不可偷窃。 

16、「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你的邻舍。 

17、「不可贪爱你邻舍的家（或译∶房屋），不可贪爱你邻舍的妻子、奴仆、使女、牛、

驴、和你邻舍的任何东西。」 

 

 

 

 

基督徒和一个道德相对论者之间对话: 

 场面：乔和麦 克是二个高中朋友。在高中以后 10 年相面; 在那 10 年, 乔成为基督徒和改变他的生活

确定了基督徒世界观 。麦克记得以前的乔爱出去玩和聚会, 跳舞和与女孩开心，在没相见数年以后, 他

们进入他们朋友家。在长沙发坐下来后他们听见新闻马萨诸塞最高法院在马萨诸塞州去除对同性婚姻的

禁令。乔，基督徒, 在听见新闻后表示憎恶和开始发表评论，以下是他们之间的交谈。 

麦克无神论者：什么回事呢?  

乔基督徒: 法官不区别异性婚姻和同性婚姻，国家陷入困境了。 

麦克无神论者: 啊，乔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 我们看民权延伸到那些被防止成为社会角落的部分群体

我们变得更相容其它观点看法。 

乔基督徒: 麦克, 什么是正确和错误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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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无神论者: 只要你不伤害人民就可以了。 

乔基督徒: 如此正确或错误你在哪个位置定界限呢?  

麦克无神论者: 乔, 只要你有二个法定的成人，应该是没有限制的。 

乔基督徒： 哪卖淫呢?为什么法律也不允许一夫多妻尽管他们也是法定的成人?  

麦克无神论者: 你问了许多问题!我不认为卖淫是一个问题。至于在二个人之间婚姻我们需要在我们的

社会维持一些秩序。而文化失真正地确定什么是正确和错误。如果大多数人民在这国家认为没问题我

就认为可以了。 

乔基督徒: 如此你认为文化和社会确定什么是正确和错误?  

麦克无神论者: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 化的社会而道德是相对的, 这是唯一的方式，乔。 

乔基督徒： 如果多数美国人认为希特勒是正确, 和他们想杀害犹太人哪怎么样? 他们是正确或错 误

的?  

麦克无神论者: 乔, 别那么傻，我们不是在谈论纳粹德国, 我们正在谈论美国。 

乔基督徒: 麦克, 美国是被建立在古罗马基督徒世界观,  以.道德绝对性定正确和错误如果道德是相

对的,哪正确和错误也无所谓吗? 我们可以谴责德国希特勒认为他做的是错了吗? 如果我们反对希特

勒观点因为他们不同意我们的，难道我们听起来不是不相容和主观的吗?  

麦克无神论者: 他错误因为他杀害平民。 

乔基督徒: 如此如果你正在说有错误然后一定也是正确的，对吗? 现在你是说道德不是相对吗? 只要

你不伤害人那就可以了 。 

麦克无神论者: 是,我的立场是只要你不伤害平民, 就可以了。 

乔基督徒:  你的道德依据是什么? 谁或为什么说你不应该伤害你同类人?  

麦克无神论者: 啊，社会认为是这样 

乔基督徒: 难道社会观点不是总变动吗?难道他们不再改变一次吗 t?  

麦克无神论者: 你已将我变成宗教化了吗? 

乔基督徒: 如果上帝创造这个世界,难道他没有权利设置规则吗?  

麦克无神论者: 谁认为有上帝呢? 另外, 谁认为真相是什么 ?  

乔基督徒: 好，我在自问 7 年前真正问题和我发现上帝，上帝的圣经是他的圣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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