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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聯邦最高法院作出判決，聲言美國憲法保障同性婚姻的權

利。這是美國史上一個里程碑。輿論一面倒，將同志的權利

牢牢定位於民權運動的精神傳統。一如投石入池，漣漪不

斷，未來幾十年，這項判決勢必在公共領域造成各種影響。

許多福音派人士立刻感受到心理層面的影響。家庭研究理事會

（the	Family	Research	Council）的東尼．柏金斯（Tony	Perkins）說，這

起婚姻平權案將是「美國沒落的開始」。有些基督徒朋友告訴我們，他

們的感受是不敢置信，而且覺得自己離美國的法律與文化秩序愈來愈

遠。

覺得這項判決突如其來的人，其實一直都在狀況外。這次的裁決

是文化潮流的結果，而且產生這些文化潮流的背景脈絡，是異性戀關

係，不是同性戀。一九六○至七○年代，美國經歷了一場密集的文化

革命，激進的個人主義獲勝，性倫理的領域尤其如此。從此，無論是

人的態度行為還是法律，都展現出這場轉變的成果，包括離婚、墮

胎、同居、非婚生子、性別角色轉換，以及這次的關鍵改變：同性婚

姻合法化。

為婚姻重新下定義的，不只有聯邦最高法院，還有數十年來的社

會習俗。隨著時間過去，婚姻漸漸被視為個體之間基於愛情而訂立的

契約，不再是國家為了滿足社會目的而予以認可的制度。同志伴侶竭

力主張他們也適用以愛情為基礎的個體婚契，其實只是在推開一扇早

已打開的門。如今，主張婚姻奠基於傳統或自然法則者，聽起來過時

古板而且莫名其妙。無可諱言，就連許多福音派人士，都無法對婚姻

觀的變化免疫。

	

作者    ▌  麥可．葛森（Michael	Gerson）、彼得．吳納（Peter	Wehner）

譯者    ▌  楊璿

在同性婚姻合法的世界裡，
基督徒如何才能興盛？

很多人都說，正統基督徒已經打輸了文化之戰。撤退聲四起，基督徒

要如何安身立命，而不是銷聲匿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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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聯邦最高法院拒絕以傳統的性倫理

作為法律基礎來定義婚姻，的確代表著一個里

程碑。從前，基督徒自認為屬於「道德多數」，

其中又以猶太基督教（Judeo-Christian）的觀點

為大宗；這樣的認知看似可信，實則不然，至

少在家庭與性倫理的議題上，這樣的想法已經

站不住腳了。這是深層的轉變。有一位福音派

領袖就對我們說：「我們已經從主場變成客隊

了。」

筆者有幸從一個獨特的有利位置觀察這場轉變。惠利基金會（the	Hewlett	Foundation）所贊助

的一項研究計畫，讓筆者訪問了福音派的作家、學者、校長、非營利機構的領袖，談這場文化轉

移。文中有幾處引言，皆取自這些訪談，獲准使用；所有的結論則出自我們兩位署名作者。（本文

非由惠利基金會贊助。）

苦毒絕望

我們請教過的福音派領袖，無一例外，全都相信福音派與美國文化的關係正處於轉捩點。據

他們形容，會友從憤怒叫戰到幻滅退縮，什麼反應都有。

《自信的多元主義：在深層差異中生存茁壯》（暫譯，原書名：Confident	 Pluralism:	Surviving	

and	Thriving	 through	Deep	Difference）一書的作者─稻津約翰（John	 Inazu）告訴我們，他看到

「快速失去社會地位而造成的不安全感」導致有些人「愈來愈苦毒、絕望」。本來擁有權力的人，

眼看著權力一點一滴溜走，既怕且怒。他們擔心宗教機構也許很快就不得不放棄信仰，或是被迫

為信仰受苦。

葛理翰佈道團（Billy	Graham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的主席葛福臨（Franklin	Graham）牧

師，就曾公開發表這樣的觀點：「我相信終局近了。我相信我們正處於最深的黑夜⋯⋯各位都看到

了，這個國家惡化得多麼快⋯⋯我們眼看這個國家從道德的跳水板上一躍而下，一頭栽進人性的

污水池。」

其他領袖─尤其是較年輕的福音派，反應則大為不同。他們早就對宗教右派所看重的事務

反感，於是退入一種不沾染政治的基督教次文化。據麥可．威爾（Michael	Wear）的說法，這

種觀點所在乎的是「我跟隨耶穌，我以身作則，示範家庭的意義。只要打造健全的生活，聚沙成

塔，多多少少可以造成全面的改變」。威爾在歐巴馬總統的第一任期內供職於白宮的宗教信仰部

門，他提出這樣的警訊：許多千禧世代的基督徒都認為參與政治會「令人分心，遠離聖潔」。

這類觀念中，最精細的論據出自社會評論家羅德．錐爾（Rod	Dreher）。他大力鼓吹他自創的

新詞：「聖本篤選項」。此語取自女撒的聖本篤（Benedict	of	Nursia），他創建了修道院，讓古羅馬

人除了沉淪罪惡之外還有別的選擇。錐爾寫道：聯邦最高法院作此決定，「我們腳下已發生地殼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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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一個逐漸世俗化的世界〕給正統基督徒與其他社會保守分子

的重重嚴峻挑戰」，再怎麼強調都不為過。在他看來，這根本就是黑暗

時代再臨，而政治是幫不了基督徒的。錐爾寫道：基督徒只有一個解

決辦法，就是「在流放國內的處境中，我們要建立百折不撓的強健群

體」。

無庸置疑，美國正在經歷一場更講究道德（自成一格的道德），而

且態度更堅定的進步運動。擁護進步主義的人比以往更加狂熱，認為

政教分離後的社會與法律建制是一種「中立」，而每一個涉及公共秩序

的機構組織都必須反映這條主流倫理準則。宗教領袖擔憂自己的機構

組織會變成箭靶、飽受騷擾，因為其他西方國家已有先例。這樣的懼

怕在某些地區是有誇大之嫌，但也不是空穴來風。天主教和福音派的

機構組織服事窮人、教育兒少、獻身於社會公義，卻被扣上「偏執」

的罪名，苦惱不已。他們當然有權為自己辯護，指出他們對社會的貢

獻。

儘管如此，宗教右派那套「由上而下」的轉化模式─慫恿基督

徒在公職選舉中只投票給右派政治領袖─大體上已然失敗。福音派

在日常生活的某些領域中已經失去影響力，法律對婚姻的定義就是一

例；在這些領域中，聖本篤選項說不定是惟一的選項。

不過，就基督徒的社會參與而言，「發動聖戰」或「退出江湖」這

兩條進路，都是極不完整的模式。兩派人馬看待美國社會的角度也有

缺陷，要不就主張美國是個道德污水池，要不就說美國是將基督徒擄

去的巴比倫，這樣的分析實在太過簡化，也太過神經質。

針對性倫理的多場公共論戰或許打輸了，未來在法律上的一些挑

戰或許令人不安，但這不等於社會末日，也不意謂基督徒的社會責任

告終。說起文化分析，許多福音派人士花了太多心思在「性」上面。

換個視角，美國社會其實狀況不差。

漸有起色

許多跡象顯示，美國社會漸有起色。一九八○年代早期以來，離

婚率節節下降。自一九九○年代起，墮胎率少了三分之一都不止，

每年的墮胎數也掉了五成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今年發表的報告說，過去二十五年

來，青少年性行為的比率大幅下滑。觸法行為、暴力犯罪、謀殺率，

都比一九九○年代早期少了百分之五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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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有些領域仍然令人憂心。今日，超過百分之四十的孩童是非婚生子女。婚姻的成立愈

來愈以社會階級為基礎，在工人階級中尤其一蹶不振。然而，在某些領域，廣義的美國文化也表

現出驚人的自我修復能力。這回嚇人的法律潮流襲來，許多福音派人士就誤以為文化已全面腐

敗。

再者，基督徒的公共參與絕非毫無影響力。對抗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即愛滋病病毒）的

全球之戰，因為有福音派加盟，資金遽增，九百多萬非洲人得以接受治療，挽回性命。福音派也

秉持優良的廢奴傳統，協助將性奴販運問題列入全球重視的議程。中東遭受迫害的宗教少數群體

有福音派替他們發聲。美國國內的福音派提供寄養家庭和領養家庭、探訪受刑人、倡導司法改

革、開設「懷孕危機處理中心」（crisis	pregnancy	centers）、提倡胎兒的權利。

無可否認，婚姻的定義改變，代表著社會與法律上的多重挑戰。即便如此，基督徒適度參與

公共事務，可以觸及千百萬人，改變他們的生活。只因公眾的性價值觀改變，就以為基督徒再也

無法對公眾發揮影響力，這樣的想法我們要拒斥。美國並沒有垂首步向蛾摩拉，民主制度應有

的責任仍在。

若在文化上撤

守，不啻背叛

我們的信仰，

因為這樣做等

於背棄了尋求

共善（common	good）的呼召與責任。

福音派基督徒顯然需要新的社會參與模式，而不是置身事外，還用敬虔的外表來掩飾。我們

必須大幅調整視角，細察如何善用眼前的時機，而不是單單為之哭泣。與其為了失去影響力而暴

跳如雷，或是滿懷怨恨地向現代性讓步，不如把握眼前的時機，展現基督信仰的本質，惟有這樣

的本質才能吸引教外人士，說服他們。

務實一點

首先，要務實一點。別假設福音派人士個個都持守傳統婚姻觀，只是絕大多數人如此罷了，

而且這些人需要去適應一個同性婚姻合法的世界。這並不意謂他們必須認可同志婚姻，但是他們

需要在一個同志婚姻合法的世界裡工作、生活。不管家庭的法律定義再怎麼重要，想要回復傳統

觀念，就得逆轉幾十年來的社會變遷，而同性婚姻只是這場變遷最新（而且不會是最後）的成

果。這是浩大無比的文化工程，不是一蹴可幾的目標。

傳統心態的基督徒，需要開始跟支持同婚的人一起從事社會工作，這是非常實際的做法。在

某些情況下，這些基督徒還需要跟結了婚的同志合作。有不少同志的父母發現自己的觀點變了，

可見這個議題的歧見不會只出現在不同的政治和社會群體之間，也會出現在家庭和教會裡面。而

美國並沒有垂首步向蛾摩拉，民主制度應有的責任仍

在。在文化上撤守，不啻背叛我們的信仰，因為這樣做

等於背棄了尋求共善（common	good）的呼召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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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重要的社會目標，包括鞏固婚姻與家庭，都需要超越上述藩籬才

能達成。

換言之，福音派人士需要找出方法，在一個同性婚姻合法的世界

鞏固婚姻文化，包括跟支持同志婚姻的人結盟，才能解決形形色色的

議題，例如，建立安全健康、對兒童友善的社群。這樣做並不是在道

德上妥協；這是民主制度的正常實踐。

基督徒的「家

庭第一」大計，若

以廢除同志婚姻作

為核心使命，只會

一敗塗地。適當的

法律途徑是運用憲法修正案，基本上很難。這樣的憲法修正案簡直不

可能通過，因為這個國家絕大多數的人都支持同志婚姻，千禧世代有

百分之七十（千禧世代的福音派則有百分之四十以上）支持同婚，同

婚權利與實踐已在社會生根。這議題本身也不大可能引發深層且長久

的回應，反墮胎運動即是前車之鑑─爭議點根本不在於奪去無辜的

生命這回事，而在於推動「個體權利」這個進步觀念。用「廢除同

婚」的議題作為基要目標，就策略面來說是愚蠢的，因為光是打這一

仗，就足以讓人忽略其他更需優先處理的議題。

只因現在有一小部分的人口是同志而且可以合法結婚，就認為我

們再也無法鞏固婚姻制度，實在大錯特錯。我們依然可以致力降低離

婚率、鼓勵青少年守貞或是不要太早有性行為、革除兒少保護制度中

的官僚積弊。

不過，大家若是在某些領域可能有交集，那麼在其他領域也可能

不免有歧見，尤其是「宗教自由」這個議題。有些進步主義者認為宗

教自由只是一種保護色，方便宗教機構打壓個人之用，例如，天主教

教會不提供避孕藥、基督教學院持守傳統的性標準。不過，大多數美

國人並不抱持這樣的觀念，所以這也不可能變成美國政府的觀念。

宗教自由太重要了─宗教自由不僅是核心人權，更可以讓基督

徒示範自己的信仰，而不必向國家意志屈服。基督徒有十足的權利去

創造各種次文化，從中活出他們的信仰，把他們的價值觀傳給下一

代。而且，真正的多元主義，除了保障機構內的宗教自由之外，也有

益於其他信仰，有助於建立一個更寬廣的社會。健全的宗教機構是良

心的源頭，形塑人的公義觀，廢奴運動與民權運動就是好例子。健全

基督徒的「家庭第一」大計，

若以廢除同志婚姻作為核心使

命，只會一敗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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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教機構也是憐憫心的源頭，服務並安慰受苦的人，不限國內（如「天主教工人運動」）國外

（如「世界展望會」），效果無可取代。抹煞他們對公眾生活的影響，人間慘事恐怕暴增。

可是，假若福音派給人的印象大多是在捍衛自家機構，那麼福音派看起來就跟眾多忿忿不平

的少數族群沒兩樣。基督教的面貌絕不是恐懼和抗拒。福音派若把捍衛自身特權當成本業，必敗

無疑。這是一個陷阱，意謂著老是在打防衛戰，但戰場都是別人在決定。

基督徒參與社會的主要焦點不是多元主義，而是「人格主義」（personalism）。我們給人的印

象、我們與眾不同的地方，應當是我們的信念─優先保護人類的權利、福祉、尊嚴。這條原則

正搖搖欲墜，因為這個社會愈來愈講求功利。功利主義的社會，不准唐氏症的胎兒出世，為了藥

物研究而利用仍在成長的生命，愈來愈常暗示老人是負擔所以該死。致力於人格主義的基督徒，

社會參與的範圍也會隨之擴大，包括尊榮一個生命從出生到死亡的每一刻、對抗可預防的疾病、

打擊赤貧、促進經濟機會與流動等。

威伯福斯選項

這條路或可稱為「威伯福斯選項」，亦即在重大事件中堅定捍衛人的尊嚴。十九世紀的奴隸貿

易在政治界遇上強敵，就是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他相信基督徒應當率先回應

社會上的不公不義，並且與同時代的優秀基督徒攜手合作，把基督徒的委身變成了捍衛人權、對

抗牟利強權的代名詞。

我們這時代可不乏威脅人類尊嚴的人事物。性革命也是死傷累累，受害者包括被迫獨力挑起

千斤重擔的女性、被棄養或是被漠視的孩童。這個時代也見識到性奴隸產業一路壯大，從崩壞的

寄養家庭體系網羅了許多少男少女。這個時代的福音派基督徒如何對待性革命的受害者，將決定

大眾對於福音派基督徒的認知。福音派基督徒提供的究竟是論斷，還是醫治？威伯福斯選項能夠

回應這個挑戰；聖本篤選項嘛，比較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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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樂於承認，社會參與這回事不是永遠兩個選項挑一個就

好，沒那麼簡單。在某些事上，我們可以出一份力，建立民主的多

數；在其他事上，我們則蒙召加入那忠心的少數。人生複雜難料，必

須順勢而行。使徒保羅寫道，他「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

隨事隨在，都得了祕訣」（腓四12）。擁有政治權力的人、沒有政治權

力的人，神都能夠使用。無論哪種情況，我們的任務就是持守忠心，

慎思明辨，找出恩典與醫治的道路。

要做到這一點，基督徒不只需要接受新政策，還要採納新思維。

這就得回顧歷史脈絡了。過去兩千年來，基督徒身處的社會通常不會

反映基督徒的價值觀，尤其是性的價值觀。基督徒自然而然的處境，

就是身在這世界、卻不屬這世界的「異類僑居者」；耶穌與門徒肯定也

是這麼想的。

正因如此，保羅的信不是送去羅馬帝國，而是寄給基督徒群體；

收信人不是凱撒，而是加拉太和以弗所的教會。這方面，基督徒可以

效法猶太人；猶太人並不指望大半個社會都來分享他們的生活方式

（例如守安息日、不吃豬肉），只是認為他們理應得到足夠的自由，維

繫猶太人的身分。

我們還需要調整我們處理性倫理問題的進路，重新找到平衡。對

多數福音派人士來說，聖經對於情慾的標準是很清楚的，但不知打從

何時起，對同性戀的關注變得不成比例。新約學者海斯（Richard	B.	

Hays）就曾寫道：「聖經鮮少討論同性的性行為。整部聖經大概只有

五、六句話簡單提到這件事⋯⋯。經上確實說過的話，我們應當用心

思想，但是若有任何倫理標準打算拿聖經來為自己背書，都要竭力將

重點放對地方⋯⋯。」

多年來，好些基督徒領袖就把重點放錯地方，結果就是基督教

跟性道德畫上了等號。魯益師（C.	S.	 Lewis）在《返璞歸真》（Mere	

Christianity）這本書中提出諫言：

雖然前面我得花好些工夫談「性」，但有一件事我要儘可能地說清

楚：基督教的道德核心並不在於「性」。如果有人以為「不貞」是基督

徒眼中最重大的惡行，可就大大的錯了。肉體上的罪惡是不好，卻是

所有罪惡中最輕微的。最卑劣的一切享受，純然是精神上的：嫁禍栽

贓、跋扈倨傲、故意掃興、暗箭傷人、爭權、懷恨⋯⋯從這些事中得

著樂趣。我必須努力成為「人性的我」，而我裡面有兩個東西在與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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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我」鬥爭，那兩個東西就是「獸我」與「魔我」。「魔我」又比「獸我」還糟。因此，一個冷漠

無情、自以為義、固定上教會的道學先生，說不定比一個賣淫的靠地獄更近。不過，當然啦，你

我最好兩者都不是。

若說福音派人士需要調整對性倫理的過分強調，他們還需要重新思考權力的本質。只因為

基督教失去了文化權，並不意謂基督教失去了影響力。研究宗教的社會學家羅德尼．斯塔克

（Rodney	Stark）在好幾本著作中都描述過公元第二、第三世紀的一個彌賽亞運動。這個運動在當

時勢力微小、沒沒無聞，後來卻成為西方文明的主導信仰。斯塔克歸因於初代基督徒有「相通的

憐憫心」與社會網絡，照顧鰥寡孤獨廢疾者，招待外地人，關顧邊緣人，尊重女性（女性在當時

被視為次等公民），而且與非基督徒結交。

基督教在政治上最

弱勢、受到最多迫害的

時期，正是基督教爆發

成長的時期。基督教成

了一塊磁鐵，吸引人靠

近，並且成為憐憫慈悲的模範。同理，與其長篇大論對這個世界說教，毋寧在這世上展現一種生

活之道─不一樣，而且更好，包括先知耶利米所形容的，「我所使你們被擄到的那城，你們要為

那城求平安」（耶二十九7）。這樣的權力觀，讓一般的基督徒得以躍上文化影響力的主舞台。在

某些領域失去政治權勢，反倒賦權給信徒，日日都作榜樣，日日都是榜樣。

在此要特別說明：我們不是勸告跟隨耶穌的人趕緊拋開所有權力，絕不再碰。政治權若是用

得有智慧，可以成為有效的工具，推動公平正義。但是，當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出爐，基督徒發

現自己落到輸方，實在不必因此絕望，而且這也不足以阻擋神行奇妙的大事。

不要怕

去年夏天，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的「以馬內利非裔衛理公會」，有九名非裔美國人在查經班

上慘遭槍殺，槍手名叫狄倫．魯夫（Dylann	Roof），行兇動機是種族歧視。

兇案發生後不到四十八小時，受害者家屬獲准在魯夫第一次出庭時直接向魯夫說話。家屬毫

不掩飾，坦白道出哀慟與心痛。然而，他們原諒了這個奪走心愛家人性命的男子。那一刻，真的

很了不起。

這些基督徒是活生生的示範：饒恕所帶來的不僅是醫治，還有政治上的改變。受害者家屬在

法庭上發言之後，幾天內，州長海莉（Nikki	Haley）就表示她贊成將帶有種族歧視意涵的「邦聯

旗」（the	Confederate	flag）從南卡羅來納州的土地上永遠撤下。幾週內，州議會就投票通過撤旗。

基督教在政治上最弱勢、受到最多迫害的時期，

正是基督教爆發成長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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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人除非面對抵制的威脅、政治的攻擊，才會扭轉方向，如

今，卻在見到驚人的恩典行動後，回心轉意。分裂敗給了合一，因為

有一群受傷的基

督徒提升了周圍

每個人的眼界與

靈性。基督教最

強大的特色，不

是施展權力，而是擺上恩典。

相信神掌權的人，應該是最不憤怒、最不焦慮、最不害怕的人。

聖經中最常出現的一道命令就是「不要怕」。我們的故事，無論是個

人的，還是群體的，都由神執筆，也必由神完成。祂邀請我們安然信

靠祂。

麥克林長老教會（McLean	 Presbyterian	Church）的主任牧師詹

姆．傅希士（James	Forsyth）對我們說：「這位君王的子民不宜有歇斯

底里的世界末日言論。基督徒的特徵不該是憤怒、恐懼、緊握到指節

發白的拳頭。」神的國有一套價值觀，理當形塑我們、為我們注入使

命感，但是到頭來，神的種種目的達成與否，並非取決於我們。我們

得以安息，因為知道神掌權，萬事都將依照祂的旨意、依循祂的道路

展開。

如果我們用正確的方式來理解眼前這一刻的文化弱勢，如果我們

連腳下崎嶇難行的時候都表現出喜樂與恩典、平靜與盼望，那麼，眼

前這一刻就不會變成災難一場，反而會化作更雄偉、更宏大的舞台，

展演那真實長存、賜予生命的福音好消息。	 ✤

（本文選自美國《今日基督教雜誌》﹝Christianity Today﹞，二○一五年十一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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