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教会与国家



宗教与政府关系、教会与政权关系

我们可能都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听到“政教分离”这个词。听起来似乎
理所当然，许多人甚至认为这个词是出
自于宪法，其实不然。事实上它是由托
马斯•杰斐逊 Thomas Jefferson 于1802
年在一封写给丹伯里 Danbury 一个浸
信会的信中提出的，目的在于阐明宪法
第一修正案是为了保护教会免受政府的
骚扰。

你也可能听到有人声称“你不能以道德
立法”。

真的是这样吗？不是所有法律都以某种道德力量作为其基础的吗？

例如，我们有惩治盗窃、谋杀、卖淫和伪证的法律。难道这些不是起
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道德准则吗？

有关这段历
史更多资料

请参阅韦恩•格鲁登 
Wayne Grudem所著的“
为什么基督徒应该为了
道德寻求影响政府 Why 
Christians Should Seek to 
Influence Government for 

Good”, 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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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州著名法官之一福尔摩斯 Holmes 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

如果真的如此，我们应当如何定义“我们的道德人生”？也许不应
该问“我们能否以道德立法？”，而要问“该将哪些道德制定为法
律？”

“法律是我们道德生活的见证与外在的积淀。
它的历史就是人类道德发展的历史。”

- 奥利弗•温德尔•福尔摩斯

Oliver Wendell Holmes, 1897

知识参考

奥利弗•温德尔•小福尔摩斯于1841年 

在波士顿出生。他于1882年至1902年在麻

州最高法院任职，之后于1902年至1932年

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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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谈论道德和法律时可能会遭遇尴尬或困难，因为它可能会很快
地被问到“私人”看法或转为“
政治”争论。

“性”、“宗教”、“政治”，
这三个话题我们通常避而不谈。
然而一旦讨论到道德和法律时，
这三个问题将不可避免被牵涉其
中。

几个具有争议性的议题，比如同
性“婚姻”法、堕胎，就正好落在这三个话题的十字路口。然而，正
是在这样的地方，现今世界正在遭受罪恶带来的破碎，以及因不了解
神的真理而带来的混乱。作为有信仰的人，我们不是曾经被呼召做世
上的盐和光吗？我们是否应该在这一方面起码做到像对人生其它事情
一样地努力尽责？作为国家和本州的公民，我们是否应该有义务做一
个尽职的管家？你是否可以很自在地和你的朋友、家人和同事讨论这
些话题呢？

你在教会或小组中，是不是可以无所顾忌，安全地讨论圣经中的道德
标准、法律法规与文化？当你读到那些新闻报道，一再显明现今文化
与我们的传统道德观渐行渐远时，你会感到失望或迷惘吗？

  
基督徒的人生不仅局限于应对生命、人类性行为和宗教自由这些层面的

重重问题，而是在这些问题上，只有基督徒才能够把上帝的真理带进现

实文化之中。

嘘!

布莱恩•德威的“在教会要安静”，Flickr 知识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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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一位联邦法官，基于宪法赋予患有“性别认同障碍”者
的权利，判决允许麻州一个被判终身监禁的杀人犯做变性手术。
 
人物：

联邦法官马可•沃尔夫 Mark Wolf 
-
美国联邦麻州地区法院首席法官，
由罗纳德•里根总统提名任命，于
1985年就职。

被判终身监禁的谋杀犯罗伯特•寇
士雷 Robert Kosilek - 罗伯特后来
更名为“米歇尔 Michelle”，他于
1990年因谋杀妻子被监禁。

法庭资料显示罗伯特在童年时曾被严重虐待。资料显示他心理和情绪有严重创

伤，但没有任何医学证明他生理上有问题。

但罗伯特坚称他是个女人，是个被囚禁在男人身体内的女人。变性手术是医学

上治疗他严重情感创伤的必要手段。例如，他作证说他的男性性器官总让他联

想到在青少年时期被其他男性性侵的过程，从而让他在狱中曾试图阉割自残。

环球人士, 波士顿环球报 Boston Globe

“法官判决麻州政府出资让囚犯做变性手术”

- 波士顿环球报 The Boston Globe
标题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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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变性手术 - 又称“性别重置手术”，是将外生殖器由一种性别改变成
另一种性别的手术程序。这是将一个原本健康的身体彻底改造以满足
其扭曲的心灵 。

时间:

寇士雷案在2000年正式立案。沃尔夫法
官于2012年9月作出了裁决 。

地点：

麻州波士顿，约翰•约瑟夫•莫克利
John J. Moakley 联邦法院

起因：

基于宪法而享有的权利 -  沃尔夫法官在
他129页的裁决书中写道，基于宪法修订案第八条，
政府不许对罪犯课以残忍与不寻常的刑罚，其中也包括了拒绝让罪犯

进行必要的医疗。寇士雷的律师邀请了当
地医生为他作证说，唯一恰当的治疗方式
是给罪犯进行变性手术。  

知识参考 

性别认同障碍的特征是“强烈和

持续的有跨性别认同问题，并一

直伴随着对自己原有性别的持续

不适感。”有性别认同障碍的成

年人渴望以不同性别身份生活。

为实现其渴望，他们透过使用激

素或外科手术来获得另一种性别

的外观，从而以另一种性别的社

会身份进行生活。1

向法院提供医学

建议的医学专

家是来自芬威

Fenway诊所和塔

夫茨Tufts医学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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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沃尔夫法官认定，“性别重置手术”对患有“性别认同障碍”的
囚犯是唯一有效的治疗方法。因此他判决，麻州政府拒绝让囚犯进行
性别重置手术的做法属于违宪。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过程” 

我们的道德底线是如何滑落到现在这个地步的？不仅法律允许通过手
术来改变外生殖器，还将此奉为宪法赋予的权利？

当有权威的专业人士和专家也认同罗伯特是个被囚禁在男人身体里的
女人，非得接受彻底的换置手术不可，我们现今社会是不是也在无形
地支持如此荒诞妄为之事呢？

我们如何解释这世道？这样的
社会现象以前发生过吗？

“米歇尔•寇士雷,” 波士顿先锋报 Boston Her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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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依据

• 罗马书 1:18-27 

“18  原来，神的忿怒从天

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

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

真理的人。19  神的事情，

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

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

明。20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

诿。21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

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22  自称为

聪明，反成了愚拙，23 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彷

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24  所以，神任

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

体。25  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

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

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 26

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

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

处； 27 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

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

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

得的报应。” 

“他们的思
念变为虚

妄，无知的
心就昏暗

了。自称为
聪明，反成
了愚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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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保罗曾以生动的话语描绘背叛神造成的愚昧和道德败坏。与此相
反，我们明白真正智慧的开端来自于认识并遵行上帝的真理和祂对人
类的设计。

• 诗篇111:10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

华是永远当赞美的！”

• 箴言 1:7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

当一个社会文化不再敬畏神时，它就分崩离析，放任自流，其结果就
是道德泛滥和性的极端败坏。

这是不是我们看到的现象？沃尔夫法官赞成性别重置手术是不是跟使
徒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后面提到的那个世道有点雷同？

• 罗马书12:2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
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原来，神的忿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
不义阻挡真理”的人。 (罗马书1:18)

不信仰神的真理不是“道德中立”，而
是社会的混乱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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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知识入门：
法律的产生与存在
麻州法律是如何制定与诠释的？法律要经由160位麻州众议员State 
Representative（“众议院 the House”）和40位麻州参议员 State 
Senator（“参议院 the Senate”）组成的“州议会 General Court”投
票通过。州议会功能很像国家对应的国会。

麻州众议员和参议员每两年选举一次。每位麻州公民都有权参加投票
选举州议员。每位麻州众议员约代表四万居民，而每位州参议员约代
表十六万居民。  

本州的法律立法程序从提议，辩论，到最后在州议会由众议员和参议
员投票制定。立法的提议，又称“法案 Bill”，在州议会通过后，必
须经由州长签字才能成为正式法律。

法律制定过程

40160

麻州众议员 麻州参议员

麻州的州政府俗称为
“灯塔山 Beacon Hill”

维基共享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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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州 美国（联邦）

起始

法律诠释程序

州最高法院

上诉法院

高级法院 麻州地区
联邦法院

联邦第一巡回
上诉法院

联邦
最高法院

麻州的法律受制于州法和美国宪法。也就是说，当法庭判定法律违反
州法，也就是相当于违反宪法，因此就不再有效。牵涉到宪法的州法
案件，可以上诉到高一级的法院，最终可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例
如，莫克利联邦法院，属于联邦法庭系统，是位于麻州地区的美国联
邦地区法院，同时也是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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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州监狱局曾对沃尔夫法官的决定进行上诉。 

• 2014年12月，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否决了沃尔夫法官的决定。
最高法院也否决了寇士雷的最后上诉。 

• 但现在仍有许多法院引用麻州寇士雷案，试图对其他囚犯要求做
变性手术的案例作出类似的判决。

目前有将近三十位律师以及其他倡导团体已向美国地区法
院提出简报，以囚犯拥有宪法权利为由来支持他们的变性
手术。与此相反，MFI 是唯一的一个团体，向法院提交简
报支持传统的性取向。

这些社会现象对我们的文化和法律意味着什么呢？

 
寇士雷案之现况



12

行动

信仰或信心在现今政府体制内的正确角色是什么？显然，仅仅让有信
仰的人参与政治，并不是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答案。很多事情是无法
单纯地用法律或政策来解决的。然而，这绝不代表我们可以逃避，或
放弃运用上帝的真理来正面影响政府的任何机会。

我 们现在必须团结起来，一起向“我
们不能以道德立法”的观点宣战。

要认清：

神给人类的设计以及立下的律法

是应用在所有人身上的，无论认

识神和不认识神的人都包括其

中。

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的观念造成

虚假和不健康的二元性与道德分

化。

我们的国父约翰•亚当斯 John 
Adams 曾经说过，“真正的自由唯有在宗教信仰与道德文化存

在的原则中，才可以受到全然的保护及坚立。自由宪法唯一的基

础就是纯粹的美德。”2

基督教的原则也适用于“世俗世

界”，因为这是神的话： 

• 上帝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

的。 

(箴言30:5) 

• 这是人当尽的本分。 

(传道书 12:13) 

• 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 

(罗马书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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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 

把世人分成“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两大类，且把神的道德真理只
保留给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的一群人身上，就像把神的光藏在篮子里
面。我们要把“迷失的人”看为“未曾寻见的人”，与他们分享上帝
真理的真光，让上帝之光照亮他们的生命如同神照亮我们的生命一
样。

基督徒的道德观对于塑造社会道德规范底线有着极大的影响，但同时
也要了解传福音不是解决世上所有问题的万灵丹。唯有神能更新心
志，改变人心并拯救失丧的灵魂。

但这也不意味只能选其一。我们需要传福音和政治参与齐头并进。传
福音和政治参与的关系就像剑和盾，需要彼此之间的帮助和协调，才
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神的道，是“圣灵的宝剑”（以弗所书6:17），是我们信心的基石，
也是对全世界追随基督的人发出的邀请书。亲爱的主内兄弟姊妹们，
让我们在圣灵里同心祷告，“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
同行在天上。”基督徒对法律和公共政策要有充分的了解才能知道如
何保障我们的权益，让信徒能自在地过有信心的生活和自由地传讲福
音。必须记住，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群魔横行的堕落世界，我们的法律
旨在提供一种保护，防止恶魔破坏带来的野蛮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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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时代里，无论你与神的关系如何，我们都被世俗洪流一同推
着往前走。而当有信仰的基督徒献身于法律或制定政策的职业时，因
有神的同在，能给政府带来良性影响使之发挥抑恶扬善的作用（参见
罗马书13: 3），由此惠及我们
自己与四邻，造福信徒，也造
福非信徒。

单靠政治参与不会拯救灵魂，
但它可以屏蔽某些对心灵或身
体具有破坏性的罪恶圈套。合
神心意的法律和政策，更可以
帮助减少人的堕落与失足，最
后回归认识神。做一位法律政
策的好管家，是把爱我们邻舍
的意义推到更上一层。我们不
仅是照顾邻舍，更是与邻舍同
行，成为彼此道德的扶持。

有些人不愿意涉及政治，认为
那是无谓的“文化争战”，似乎
必败无疑。但我们若一味逃避法律或决策领地，势必带来更加可怕的
后果。

诺曼•洛克威尔的 "言论自由," 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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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基督徒认为我们应该“远离政治”

我们不同意这个观点，我们认为基督徒在影响政府决策上有必要的和
适当的角色。但有人认为，耶稣不会去做那些事，基督徒应当“多关
心孤儿寡妇”。

这种二分法是把生活与基督徒的使命截然分割，我们认为这种划分不
符合圣经原则。

 
拒绝参与公民管理会产生什么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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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考以下两个案例，它们没有因短视而让基督徒裹足不
前，最终却带给寡妇和孤儿极大的影响：

医助自杀（PAS）

• 2012年，一项允许医助自杀的法律提案被列为全麻州民众选票的
第二项议题。这个提案最终以微弱之差被否决。之所以有这个结
果正是因为众教会团结一致，教育并警示选民，这个提案如果通
过会造成生命价值观与道德的严重滑落。 

• 医助自杀在本书后面会更详尽
地讨论。在这里首先提及，我
们在法律和政治上反对医助自
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忧
这个法案对鳏夫和寡妇可能带
来威胁。的确，提案的反对者
担心遗产继承人可能利用该法
案虐待年长鳏夫或寡妇并图
谋不轨。该法案若被通过，医 
生就可以合法地给生命垂危的鳏夫或寡妇注射致死剂量的药剂，
从而大大减少患者的医疗费用，并且让继承人加速遗产继承的步
伐。

已经在华盛顿州、俄勒冈州、
蒙大拿州和佛尔蒙州合法化的

医助自杀被定义为：
 

“用医药处方帮助病人或由了解病人意

愿的医生提供给病人致命药物的自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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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婚姻

• 麻州是全美国第一个把婚姻概念从原来“一男一女之间的结合”
重新进行司法界定的州。同性婚姻法案是麻州最高法院（州内最
高的法院）在 2003 年以 4 比 3 投票通过。（同性婚姻议题将在
第五章继续详细讨论。） 

• 因为同性婚姻的诉求标榜是两个相爱的人愿意生活在一起，很多
基督徒不愿自己因表示反对这种同性婚姻而被人视为“居心不
良”，同时也不认为这法案会影响到自己正常的婚姻。 

• 然而，由于麻州立法承认了同性“婚姻”，天主教会的附属收养
机构已被迫关闭，以避免将来面对被控“歧视”的法律诉讼。因
为教会不能昧着良心把孩子送给同性恋夫妇。那些家庭内的同性
婚姻会直接影响到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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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并不包含常被引用的“政教分离”这一术语。
修正案里写的是，“禁止美国国会制订任何法律以确立国教；或妨碍
宗教信仰自由……”
  
这条“自由行使权”条文保障了我们进行传道、教导、祷告、崇拜、
布道以及参与福音全部事工的自由权利。但在社会上不是每个人都认
同这些自由；事实上有很多的人在拼命地削弱这些自由。
   
如果我们不使用法律和公共政策的“盾牌”来保证基督徒
的思想领域大门开放，并公开分享与活出自己的信仰，那
么教会将会越来越快地失去行使“神道之剑”的能力，以
至无法寻找那些迷失信仰的人。

确保我们的宗教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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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家卫恩•古登 Wayne Grudem，《圣经原则下的政治 Politics 
according to the Bible》一书的作者问道：“如果基督徒对这些伦理与
道德的主张静默不语，那道德标准将如何建立？”如果我们无法回答
这个问题，我们就应该抛弃法律“道德中立”的概念。古登更进一步
警告在这方面无动于衷的基督徒：

……如果牧师和教会会员都说：“我决定对我们国

家面临的这些伦理与道德的主张静默不语”，这

势必造成一场道德真空。其结果是，用不了多久，

福音的终极对手――撒旦魔鬼会迅速地用不合乎圣

经原则的标准与手段，来决定社会各阶层的重要决

策。这样的事情一旦发生，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政

府将会使用其强大的权势来迫使教会静默无声。4   

古登在书中所反应的世界观，简单而且戏剧性地包含在约翰一书 
5:19之中： 

“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而全世界都伏在那恶者的权
势之下。”

如果世界如此，基督徒再袖手旁观，那么我
们期望政府制定的法律和公共政策能有什么
样的“道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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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述这些法律和文化上的规定与做法真的体现“道德中立”吗？这些
对我们的家庭，特别是我们的下一代，会带来什么影响？

不问，不说 (DADT) 这是由时任克林顿总统提出，作为美军从1994年
至2011年间对待军内同性恋的官方政策。这项政策禁止某些特殊的性
行为，以及有关性行为的声明，目的是为保持良好军纪。它不要求透
露任何人的思想或诉求，只要求他们遵守军人的行为准则。

2010年12月，奥巴马总统呼吁“跛脚鸭”国会废除这项法律。麻州参
议员史考特•布朗 Scott Brown 屈服于同性恋团体的高压游说，在最
后一刻改变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给参议院提供机会，让国会最
终废除了该项法律。

拼图

为何我们的下一代
必须仰赖我们成为
法律上的盐与光？

威利•海德尔巴赫的“拼图”，Flickr知识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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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有的一切都是
“无盐文化”下的产物

儿童色情防制法 CPPA - 该法案是国会在1996年通过的。法案禁止“
任何视觉上的露骨描述，包括照片、影像、录像、图片，或电脑合成
影像或图片，或任何看起来像和未成年人从事露骨的性行为……”

这项法律禁止的“虚拟儿童色情制品”包括真实儿童图片以及被修饰
成儿童实际为青少年的图片。但CPPA的这一部分于2002年被美国最
高法院驳回，理由是其违反了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5

同直联盟（又称同性恋异性恋联盟，GSA）- 百分之八十的麻州初高
中学校有同直联盟俱乐部。6 同直联盟的使命是“在学校内营造一个
安全环境让学生互相支持并进一步了解有关同性恋恐惧，变性恐惧，
或任何其他方面的压抑；也教育学校社区有关同性恋恐惧，变性恐
惧，性别认同以及性取
向问题……7

昆因•多姆布劳斯基的“同直联盟网络”，维基共享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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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把握时机，用智慧与外人来往。你们的言谈要时常带着温
和，好像用盐调味，让你们知道该怎样应对每一个人。”

做盐做光

圣经清楚地要求我们，基督徒要积极
参与公民辩论。用耶稣自己的话来描
述，我们是献身真理的盐和光。

马太福音5:13，“你们是世上的盐。
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它不
再有用，只好被丢在外面，任人践
踏。”

我们不要私藏上帝话语的宝藏，据为
己用。应当为神的道和真理而工作，
不只是告诉别人福音的信息，更要提
倡神的道所带来丰富的生命律法。

使徒保罗在哥罗西4:5-6中提到：

 塔米德•姆纳兹的“烛光”, Flickr 知识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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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摩西接受神给以色列的律法时，他明白神的律法所确立的保护与关
爱。这律法不带任何冒犯也不致过于严苛，而是赐与生命并提供一个
真正丰盛生命应有的准则。

 
马太福音 5:14-16

当基督徒读到这段经文时，通常是愉快和肯定的。尤其是读到第3节
到第9节（八福）。我们解读为周济穷人，帮助有需要的人、做和平
使者。但在10到12节里耶稣也教导我们：

“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15人点
灯，不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

人。16你们的光也要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
好行为，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为义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11人若
因我辱骂你们，迫害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
们就有福了！12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
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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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会发生在我们周济穷人、帮助有需要的人、或是作为和平使者
之时吗？偶尔会，但一般不会，除非你跟人们分享福音和其他圣经的
真理。
 
马太福音23章：法利赛人、大祭司和律法师都不喜欢甚至于鄙视耶稣
传讲的道。他们是犹太人的领袖。他们可以随意制定并实行任何律
法，只要这些律法跟罗马法律不发生冲突。耶稣曾经谴责他们制定的
法规，因当时那些贫穷困苦的人几乎不可能遵从那些祭祀法规。 

记得耶稣掀翻商人兑换货币的桌子，说父神的家竟成了贼窟吗？使徒
行传中，使徒和保罗多次遇到重重阻拦，通常是由于他们的行为挑战
了政府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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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世上的盐和世界的光有时可以令人振奋和鼓舞，譬如前往被自然灾
害摧毁的地区赈灾。

但如果我们将盐抹在伤口上，或用光曝露出了不可告人的恶行，当盐
与光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这样做，有时甚至会危及生命。

盐抹在伤口会引起刺痛，有如习惯了黑暗的眼睛看到光时也会感到刺
痛。但耶稣仍旧呼召我们要做全世界的盐和光。有时，当牵涉到政策
或法律的讨论时，做盐做光也同样会让人觉得难受不适。此时，我们
的态度要像医生和护士一样体谅病人，以谦和的态度提供治疗，而不
是以压力胁迫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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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试图介入让人情绪激动并经常会争锋相对的法律政治领域辩论时，
可能会让人无所适从。但是，有些简单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做到，从
而积少成多、聚沙成塔。
  

1. 我们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所有从政的人祷告。 
在提摩太前书2:1，使徒保罗督促我们，“所以，我劝你，首
先要为人人祈求、祷告、代求、感谢”。 

2. 投票。这也是公民的义务。 
特别是地方选举，或州内选举，每一票都是神圣的。2011年
一次州众议员竞选时，票数一样，旗鼓相当。在第二轮投票
后，那位提倡家庭价值观的候选人仅仅多56票而胜出。这一
实例清楚地表明一个人也可能带来变化，一个教会更是如
此。 
  

用你的选票做出明智的决定。 
投票前，上无党派选民指引网站votevaluesma.com,了解麻州
大多数竞选情况，无论是州议员还是州长 。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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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给议员打电话或发电邮 
议员是代表选民，他们必须要倾听选民的意见。你可以在下
面这个网页找到你所在州的众议员或参议员的名字和联络方
式：malegislature.gov/People/Search 
 

4. 写信给地方报纸的编辑 
基督徒应该在公众讨论道德问题上积极参与，发挥盐和光的
作用。

最重要的是，虔诚地在我们的文化中承诺，特别是在法律和政治领

域做盐做光。带着神的恩典，不要惧怕传播上帝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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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会讲坛可以讨论争议性的道德议题吗？你觉得教会领袖应该做
这事吗？为何应该？为何不应该？ 

2. 教会或教派应该对一些议题发表公开声明吗？比如堕胎，同性婚
姻，或安乐死？美国天主教主教会议 United States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8及美南浸信会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9对这些
议题有深度的分析，其他一些教会也有公开声明。 

3. 我们对医学专家或科学家提出与圣经背道而驰的见解，应该如何
回应？比如说赞同支持寇士雷变性手术的医生们？（见第五页） 

4. 当我们讨论用纳税人的钱做变性手术，有何属灵的见解？ 

5. 我们现有的州法律或我们的国家法律是否支持你的道德观？法官
福尔摩斯对此发表过哪些看法？（见第二页） 

6. 现在是不是在重演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见第七页）中描述
的当时人类种种罪恶历史，背弃神并放纵违背神心意的性行为？ 

7. 你最记得的基督徒为社会公民与道德而征战的圣经实例是哪一
件？

小组讨论–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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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道德与法律有冲突时，如何引用圣经来解释？ 

2. 历史上，法律是如何建立的？ 

3. 有没有非基督徒用法律将他们的道德观强加于其他人身上的例
子？ 

4. 没有基督徒介入而建立的法律，会比较好还是比较差？ 

5. 什么影响了社会上的道德观？圣经？教会？媒体？真人秀？法
律？ 

6. 为何未成年人对“无盐文化”特别容易受到影响？用政策或司法
程序来营造高道德社会对未成年人有多大价值？ 

7. 书中提及的这些议题，有直接影响到你的生活吗？你是否有朋
友、亲戚或同事曾经堕胎，或陷于同性吸引中而不能自拔？我们
如何切实帮助和引导他们？ 

8. 我们如何在法律和文化领域做盐做光？

小组讨论–第二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