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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课  

第六条诫命 

 

 

 

 

 

 

第十三课 逐字稿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你们，今天我们要一起探讨第六条诫命。这是一

条很短的诫命。在希伯来文中，它的字面意思是：“不要谋杀。不可杀人。” 

然而，在这条非常简短的诫命当中，却包含了跟其他每条诫命一样极其深奥

的真理和细节。 

在探讨第六条诫命的细节之前，我先与你们分享适用于上帝律法的第

六个原则。在前一节课讲第五条诫命时，我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谈到了这个原

则，但我们现在来更加深入地阐述它。《使徒行传》第 5 章 29 节说：“顺从

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当耶路撒冷的属灵领袖禁止彼得和其他使徒

奉耶稣的名教训人时，这是彼得对他们的回答。在那样的情况下，掌权者僭

越了他们权柄的界限。当他们吩咐我们去做违背上帝的圣言或上帝显明的旨

意的事情时，我们有义务不顺服他们，因为我们必须顺服上帝胜过顺服人。 

总的来说，所有人都珍惜自己的生命。这是因为我们受造原本是要活到永永

远远的。生命曾经那样美好，那时活着就是最大的喜乐。那时没有各种威胁，没

有年龄，没有疾病。可悲的是，当罪进入了世界，死亡也藉着罪进入了世界之

后，那一切都改变了。然而，尽管存在那个可悲的现实，但我们仍然会竭力保护

或捍卫我们的生命，因为它是宝贵的。在我们的创造者上帝看来，生命也是宝贵

的。祂在每个人的生命周围设置了一个坚固的防御系统，藉此清楚地表明了这一

点。这个防御系统就是这句话：“耶和华上帝如此说：不可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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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回想第一块法版与第二块法版的对比。第一块法版比第二块法版更重

要，不是最重要，而是更重要。 

在发生冲突的时候，上帝首先呼召我们尊重第一块法版上的义务。这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教导孩子长大成人的人而言。 

我们必须教导这个原则。不仅要孝敬父母，而且我们应当顺服上帝胜过顺服

人，这一点对于保护孩子免受可怕的性虐待尤为重要。当然，在我们的社会

中，这条原则还可以在其他许多情况下发挥效用。不仅孩子可以拒绝父亲或

其他掌权者在性方面的命令或意见，而且护士和医生可以不遵从医院关于为

人堕胎的命令。当指挥官命令士兵屠杀无辜、手无寸铁、没有防御能力的平

民时，士兵可以合法地违抗指挥官的命令。愿上帝保护我们免于陷入那样的

处境之中，也愿上帝帮助那些确实面临那样处境的人。 

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第六条诫命中所阐述的上帝的旨意：不可杀人，

或不可谋杀。我们藉着两个问题来探讨这条诫命。 

第一，我们来看一看是谁赐下了这条诫命，以及上帝为什么要赐给我

们这条诫命？ 

第二，我们来探讨一下上帝禁止了什么，吩咐了什么。这第六条诫命

有哪些层面？ 

是谁赐下了这条诫命？是谁吩咐说“不可杀人”？是创造生命的主。

我们知道是上帝赐下了十诫，但我们要想到祂是生命的创造者。祂确定了生

死的界限。祂是至高无上的造物主。祂掌管着关乎生死之事的至高权柄。如

果我们想要探讨和明白第六条诫命，这是一条必须掌握的根本性真理。你我

不是偶然事件的产物。我们的存在不仅仅是生物性的事件，不是由某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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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成的人。我们没有权力掌管自己的生死或别人的生死。我们都是创造生

命的主所创造的独立个体，祂有掌管我们的生命和我们周围之人生命的至高

权柄。 

你们知道，对至高的造物主的这种信仰一旦失去了，对生命的价值将

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生命将会变得没有价值。生命将会变得廉价。“当别人

的生命给我带来了不便，妨碍了我达到目标或过我想要的生活时，我就可以

任意处置别人的生命。” 

上帝不仅创造了我们，是我们生命的主，而且把我们造得与众不同。

祂是按照祂自己的形像样式造了我们。我们反映了上帝的形像，这一真理赋

予了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尊严和价值，无论他多么微小，或者多么年迈。它

赋予了人类的生命神圣的属性。所以，上帝认为攻击任何人都是在攻击祂自

己。在上帝于西奈山颁布十诫之前很久，就曾对挪亚谈到了人类生命的神圣

性。我来为你们读上帝在《创世记》第 9 章 6 节中所说的话：“凡流人血的，

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为什么呢？）因为上帝造人，是照自己的形像造的。”

我们稍后还会讲到这个命令，但此刻它向你们显明了人类生命的尊严和神圣

性。现在暂且不谈这一点，而是来看这个问题：“上帝为什么赐给我们第六

条诫命？”这并不难回答。上帝不仅确实珍视生命，而且祂知道你我也珍视

生命。祂知道我们的配偶、儿女、家人、朋友都珍视生命。我们都曾一次次

看到和见证了那些因恶人的暴力犯罪行为而失去至亲至爱之人的眼泪、悲伤

和痛苦。所以，上帝明确地说：“不可杀害任何人和你自己。” 

朋友们，生命是一个我们无权掌管的领域。我们没有权力掌管生死，

唯独赐人生命的主才有这个权力；我们将会从几个例子中看到祂的权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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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不可杀人”这条诫命的反面时，关于这条诫命的“为什么”就更清

楚了。那意味着你应当竭尽全力去促进、护卫、滋养我们邻舍的生命，使之

兴盛。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第六条诫命的细节。 

上帝禁止了什么？上帝吩咐了什么？显然，“不可杀人”。上帝禁止故

意不合法地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定这种行为的罪。上帝在第六条诫命中并没

有禁止一切杀人行为，而是禁止一切谋杀行为。在《创世记》第 4 章中，当

该隐杀死了自己的兄弟时，谋杀就已经发生了。从那以后，我们看到谋杀率

不断上升，在大洪水之前，谋杀一定已经占了很大的比例，因为那时地上满

了强暴，人不尊重生命。 

我们明白了上帝的旨意是我们不可谋杀任何人，那么把未出生的孩子

堕胎就是谋杀。人的生命是从受孕那一刻开始存在，到我们死去那一刻终止，

这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问题。造我们的主上帝把这个领域圈起

来了，留作祂自己的特权。这个领域关乎生命，生命不属于我们自己。生命

属于造物主。所以，那些声称自己拥有所谓母亲的权力的人，忘记了造物主

的权力，也忘记了孩子的权力。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人可以谋杀母腹之内或之

外的孩子。关于未出生的孩子，《箴言》第 24 章 11-12 节是应用第六条诫命

的一个美好的例子。那段经文说：“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

你须拦阻。你若说：‘这事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保守你

命的岂不知道吗？祂岂不按各人所行的报应各人吗？”我意识到，也许你们

这些听课的人当中曾经有人经历过堕胎这种罪，我要确定地告诉这样的人，

这样的行为在上帝那里也可以得到赦免。在《希伯来书》中我们读到，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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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来 12:24）。耶稣的血所说的是关于赦罪，

关于盼望，关于复兴。所以，把堕胎之罪也带到上帝面前来祈求祂的怜悯。 

在探讨安乐死这种罪时，我们要明白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也适

用于生命临终时。安乐死也是越权行为，侵犯了上帝掌管人生命终点的权柄。

无论我们为这种结束人生命的行为辩护时所提出的论据听起来多么实际，多

么人道主义，上帝的话都是明明白白的：“不可杀人。”那也包括帮助人自杀。

上帝在《撒母耳记上》第 2 章 6 节说：“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

阴间，也使人往上升。”生死之事属乎耶和华（诗 68:20）。这种立场并不否

认我们应当帮助那些正在承受重大苦难的人，应当帮助那些正在经历令人精

疲力竭的试炼、忍受剧烈疼痛的人，应当帮助周围那些活着已经没有意义、

只是家人和朋友的沉重负担的人。我们知道罪给我们的生命、给老年人带来

了这些艰难的、几乎不能承受的软弱、现实。但上帝藉着禁止安乐死，告诉

我们祂是决定生死的那位。我们要明白，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也告诉我

们，人类不可剥夺自己的生命。自杀这种行为是弃绝造物主对我们生命的主

权；那些故意、甘愿自杀的人，做出这种行为是蔑视造物主。 

朋友们，自杀绝对不是那些悲痛欲绝、痛苦、孤单或面对犯罪行为之

人解决问题的答案。对于这样的问题，答案永远是一样的：主耶稣基督、祂

的圣言、祂的怜悯。要寻求帮助，有人愿意服侍你，帮助你解决这些迫使你

剥夺自己生命、结束自己生命的问题。自杀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毫无疑问，

有许多人在精神极度沮丧和抑郁的情况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朋友们，我们

需要把这些人永恒的归宿也交在造物主手中。祂知道谁是属于祂的。违犯第

六条诫命“不可杀人”的更温和一些的形式，与忽视我的身体和健康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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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我们对此关注得太少，或者有些人关注得太多，但我们大多数人极少

关注我们的身体——我们灵魂的殿和圣灵的殿。显然，我们应当优先关注我

们的灵魂，但圣经并没有教导说，优先关注我们的灵魂或上帝的国度意味着

我可以忽视自己的身体；正如我们应当优先爱上帝并非让我有借口忽视自己

的妻子、丈夫、儿女、生命中的职责。我们的身体是上帝创造之工中的一个

奇妙的组成部分。我们有责任竭尽全力去保护它，维护它，滋养它，以便它

能够以最好的方式去完成上帝呼召我们去履行的职责。所以我们来探讨一下

暴饮暴食，这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都是违犯第六条诫命的。吸烟和服用对身

体有害的药物是违背第六条诫命的。冒不必要的险，使我们的生命陷在危险

之中，过紧张不安的生活，都是违犯第六条诫命的，因为我们那样做是在把

神圣的生命当儿戏。但我还要补充一点，做太多工作，使我们自己处在极大

的压力之下精疲力竭，即使做的是合法的侍奉工作，也是违背第六条诫命的。

上帝以身作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祂在第七天暂时停下工作来安息，使自己

畅快。祂创造了白昼和黑夜。当我们忽视了这些模式，不停地工作呀工作时，

就也违犯了第六条诫命。在我们最后探讨第六条诫命的隐藏层面之前，我想

简明扼要地阐述一下与“不可杀人”这条诫命有关的三个例外情况；第一种

情况在《创世记》第 9 章 5-6 节中已经提到过了，是关于死刑的。 

上帝清楚地阐明了所有人的生命都是神圣的。如果一个牲畜或野兽杀

死了人，那个动物必须被处死。它成为危险的存在。如果一个人杀死了另一

个人，上帝呼召我们人类要流杀人者的血。请听上帝的话：“凡流人血的，

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这样做的理由，我已经说过了，是因为人是照着上

帝的形像造的。但不要因此做出错误的应用。上帝并没有吩咐你去复仇。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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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件事交给了合宜的权柄，让他们去实施复仇。请听《罗马书》第 12 章

19 节，上帝在那里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

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如果你继续往后看，在《罗

马书》第 13 章，你会看到上帝命定了政府来作为刑罚谋杀罪的管道。 

上帝关于死刑的旨意表明了祂多么珍视人类的生命。祂在生命周围设

置了这个保护性的疆界，使每个人在想要剥夺别人的生命时都三思而后行。

关于“不可杀人”，第二种例外的情况，当然是在公义的战争中。战争是非

常复杂的问题，我在这一课中只是简要地提及，但圣经中没有任何地方谴责

合法的战争，而战争通常难免杀戮同类。奥古斯丁的话很正确：“所有的战

争都是邪恶的，但人参与战争却并不都是邪恶的。”那是因为“不可杀人”

还有另一面。我有责任保护和捍卫别人的生命，尽量使别人有美好的生命。

根据这个教导，倘若邻国或别的国家跨越边界入侵，开始杀戮这片领土或他

们自己领土上的居民，干犯了人类的基本人权时，国家有责任介入。例如德

国纳粹分子入侵别的国家，屠杀犹太人以及其他许多种族的人。那些自由的

国家有道义方面的责任联合他们的力量共同向纳粹帝国宣战。虽然这样的战

争很可悲，很可怕，但在公义的战争中发生的杀人事件却并没有违犯第六条

诫命。 

第三个相关的论点是《民数记》第 35 章中的论点。在那一章中，上

帝设立了一个原则，即人若偶然失手杀死了邻舍，不必被处以死刑。那是一

般杀人罪。因着意外或疏忽，我们可能会致人死亡。每个国家都有关于这种

罪的律法，但上帝禁止把犯这种罪的人处死。最后，主耶稣在《登山宝训》

中的教导显明了第六条诫命的更深的层面（太 5:21-24）。主耶稣对于第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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诫命有深刻的见解，祂的教导深化了我们的认识，告诉我们即使没有让人流

一滴血，没有在事实上结束人的生命，我们也可能犯了杀人罪。《海德堡教

理问答》对于耶稣这些话的解释确实非常富有智慧。它是这样阐述的：“上

帝禁止杀人时，也教训我们，祂憎恶那杀人的根源，如嫉妒、恨恶、恼怒、

报复之心；这一切在祂眼中也算为杀人罪。”更进一步说，任何羞辱或伤害

邻舍的话语或姿势，都被视为杀人罪。 

朋友们，当我们听到“不可杀人”这条诫命时，都会这样想：“哦，

我没有杀人。”但我们看一看耶稣的教导，可能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严重违

犯了第六条诫命。耶稣在《马太福音》第 5 章中的教导告诉我们，人在表达

怒气时若辱骂、轻视别人，使用伤害人的话语，那么他就犯了杀人罪。以“拉

加”这个词为例，它的意思是脑袋空空或傻瓜。任何时候我们使用这些词语

都会伤害别人的心灵、内心，那么我们就犯了杀人罪。如雅各教导我们的，

任何时候我们若不尊重别人的心灵，甚至当我们怠慢他，偏向富人轻看穷人

时，我们都犯了杀人罪。所以我们要记得，不仅用暴力伤害别人的身体或剥

夺别人的生命是杀人罪，而且伤害和打击人心灵的诽谤、造谣等行为也是杀

人罪。发怒时若给别人带来了打击，那也是慢性的谋杀。婚内辖制、支配、

羞辱、殴打、惩罚配偶的行为，都是家庭内的虐待，是逐渐使人窒息的谋杀

行为。使用你的刀来杀人是谋杀，但使用你口中的话语来杀人也是谋杀。耶

稣说这样的人难免地狱的火。即使我没有付诸行动，即使我的话没有说出口，

即使我只是心中怀恨，暗暗盼望某人受到伤害甚至死去，那么我也违背了第

六条诫命的精义。上帝吩咐我们竭尽所能保护、捍卫、维护我们邻舍的尊荣、

心灵和身体。《威斯敏斯德信条》或《威斯敏斯德教理问答》列举了第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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诫命所吩咐的许多责任，我只为你们读一读第六条诫命提出了哪些要求。上

帝要求我们爱邻舍，“有恩惠，有爱心，怜悯，谦虚，温柔，仁慈；言语行

为温良柔顺，谦恭有节，寻求和睦；凡事包容，乐意和好，恒久忍耐，饶恕

伤害，以善报恶”（第 135 问）。所有这些都是对于第六条诫命的应用。毫无

疑问，我们都觉得：“关于第六条诫命，谁敢从怀里抽出手来说自己没有犯

谋杀罪呢？”只有一位全然没有违犯第六条诫命，甚至当他们谋杀祂，把祂

钉在十字架上时，请注意耶稣的反应：祂没有使用攻击性的话语，没有谴责

他们的行为，没有呼求天上的怒火降在他们身上。祂没有做那些事，而是遵

从了第六条诫命的精义，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

们不晓得”（路 23:34）。 

这一课就要结束了，我们学习了第六条诫命之后，一定觉得自己是有

罪的。但请提醒自己，我们详细讲解这些诫命，不是以之为爬向救恩或赢得

赦罪的梯子。我们讲解这些诫命有两个原因：第一，阐明我们绝对需要耶稣

基督来洗去、洁净、征服我们的罪恶，更新我们，使我们成圣，以便我们能

够真正成为圣洁； 

第二，我们讲解这条诫命，是为了让我们学会如何生活，如何去爱别

人，以便我们能够反映出造我们的那位的形像，所以用“不可杀人”这条诫

命来保护我们的生命。 

朋友们，谢谢你们。愿上帝祝福这些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