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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讲到三种很重要的世界观，

会影响听者对我们所传信息的灵敏度会影响听者对我们所传信息的灵敏度 –

能不能接受、所传的福音是不是有用、

是 是 有关系是不是跟他们有关系、

是不是真的是好消息？

这三种世界观的由来，有人叫做「伊甸效应」。

1954 年美国圣经公会顾问 NIDA：1954 年美国圣经公会顾问 NIDA：

当谈到宗教所带来「罪」的感觉、影响时，

应当要想到三件事–三种罪的彰显：应当要想到三件事–三种罪的彰显：

1. 罪咎感，良心不安、做了不该做的事

2 羞辱感 丢面子 没面子的感觉2. 羞辱感，丢面子、没面子的感觉

3. 恐惧感
Guilt Shame FearGuilt、Shame、Fear

2000 年一位在中东宣教的宣教士，发现用西方讲的福音信息：

「上帝爱你、为你有一个奇妙的计划，
人因为有罪跟上帝隔绝，罪的代价是要受刑罚的，

罪的刑罚我们担负不起，耶稣基督爱我们，
就到世上来替我们的罪受刑罚。

后我们需 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 法的概念后我们需要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
我们的罪才能得到赦免、并且得到永生。」

法的概念

当宣教士去到中东、中亚、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时，

发现很多时候这样的概念，对听的人并不是福音，

他们开始反省为什么这样？

所以写了《Honor and Shame 荣耀与羞辱》

书里就提到「伊甸效应」-

创三当人犯罪堕落的时候，心里真的产生出

这三种的反应：罪咎感、羞辱感、恐惧。

创三当亚当、夏娃吃了上帝吩咐他们不可吃的禁果，

第 个反应 上帝园中行走在呼唤亚当第一个反应 –上帝园中行走在呼唤亚当，

亚当回答：「我们赤身露体、听到你的声音很害怕！

藏起来 」 个「藏」 是羞耻感就藏起来了。」这个「藏」就是羞耻感，

一个人受到羞辱、觉得羞耻，想要隐藏、遮盖
另外，当神人当中失去信任，

他的情绪里就产生了恐惧 – 不知道外面那些世界

会不会有人、有什么灵会伤害他，所以就产生恐惧

上帝问他：「你是不是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东西？」

原来上帝造他们，他们的身上是有荣光的，

可是这时候他们却开始觉得羞耻

罪进入人的世界，造成罪咎感、羞辱感、恐惧感，

Roland Muller 把这三种现象叫做「伊甸效应」，把这 种现象叫做 伊甸效应」，

以后文化的发展，都是为了解决这三种问题。



当福音往欧洲传了以后，加上很长一段基督教的文明，

就用罗马法来约束人外在的行为 管 公贵人就用罗马法来约束人外在的行为 – 不管王公贵人、

平民老百姓，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方文化就产生 种「法治」的文化西方文化就产生一种「法治」的文化，

把人的规范用法订的很清楚，违反了法律就要受刑罚

 反映在做生意、教育、教养小孩，都是这样的方式

在这样的世界观里，上帝就好像是一个

颁布律法的、同时也是审判官。

比方孩子很小时，就告诉他「吃饭要吃多少、就拿多少」，

我就看过美国父母管教小孩，小孩拿很多，

妈妈问「你吃的完吗？」小孩说「吃的完、我很饿、」

开始吃以后，发现眼睛吃的完、肚子吃不完，

妈妈也不生气，说：现在是晚上七点，妈妈 气， 在是 点，

你继续吃、吃完才可以下桌…

这孩子一次、两次以后，就学到这个规则了，

因为爸爸 妈妈订 这个规则 是 会改的 因为爸爸、妈妈订下这个规则，是不会改的，

违犯了这个规则就要去承担后果

管教 少会 所以他们管教小孩很少会大吼大叫，

就是让小孩知道那个规定、以后要遵守

化 行整个社会就内化成为他们一种内在的行事准则，

不管有人看或是没人看，他们就照着那个准则。

人难免都会犯错，但因为塑造的概念

「做错事就要受刑罚」，

所以当传福音的时候用「法」的观念 –

 我们做错事、犯罪要受刑罚

 但是罪的代价是死、罪的工价乃是死，

人承担不起，所以需要耶稣来代赎承 ，所 需要耶稣来代赎

这就非常的合理，他们一听就会有反应。

但是去到东方的世界，却没有这种文化的土壤。

比方说在中国 说到罪的时候列举了 些罪比方说在中国，说到罪的时候列举了一些罪，

一般人可能会反应：我又不杀人、不放火…，

是 有余虽然不是 好的人，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他们有非常不一样的看法。

2012 中国出了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山东人，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领奖晚宴时，发表演讲：

我小时候念书念的不多，有一次跟妈妈

去菜市场卖菜，妈妈有事离开叫我看摊子，

把所有卖的东西一斤多少钱、都交待的很清楚。

一位老先生来买菜，莫言有意无意多算了老先生一毛钱，

后来不晓得怎么有人就告诉他的母亲，

妈妈知道这件事情、也没有说这样做是错的，妈妈 件事情、 有 样做是 ，

只说了一句话：「儿阿，你今天让你娘丢脸了！」

「丢脸」这个字在中国是非常常用的，

有很多跟「脸 光荣」有关的有很多跟「脸、光荣」有关的，

人会丢脸、没面子，

我 会 看在我 怎 样我们会说–看在我的面子上、怎么样…
如果有一个中国人、或是华人在世界上

诺 很 秀得了诺贝尔奖、或是得了很优秀的表现，

全部的中国人都会与有荣焉

同样的道理，如果中国的观光客去巴黎的罗浮宫
有不恰当的行为、不文明的表现，

泰国有中国的观光团竟然容许

小女生在王宫面前蹲下来尿尿，

泰国报纸就对这种行为非常的不耻，

中国的网民也说：中 民

丢脸丢到罗浮宫、丢脸丢到曼谷去了！



不只是中国人有这种感觉，

在波士顿前几年发生 个爆炸案在波士顿前几年发生一个爆炸案，

放炸弹的人是一个车臣共和国的年轻人，

在 炸弹炸 多在那放炸弹炸死很多人。

对西方人来讲就是把他绳之以法、抓起来就是了

当新闻记者访问凶手的叔叔时，

叔叔说：「我这个侄子使我们车臣的人都丢脸了，

不但丢我们家族的脸、还丢全部车臣所有人的脸，

我们现在怎么在这里立足！」

在这种「羞辱与荣耀」的文化里，一个人的行为

 不只是你一个人、会关系整个族群

在看对、错的时候，不是用法的标准，

是看这样的行为是给我所属的团体是看 样 行为是 我所属 体

带来光荣、或是带来羞辱

所以当在传福音时，如果没有考虑到这方面，

能讲「罪」 或耶稣在替我们的罪受刑罚可能讲「罪」、或耶稣在替我们的罪受刑罚，

可是听的人没有很大的感觉。

特别在封建时代的中国 法律常常改 是按照特别在封建时代的中国，法律常常改，是按照

统治者的喜好会更改的，所以叫「王法」，

改朝换代以后又产生另外一种法律。

所以法律在中国、在东方

很少建立像西方这么高的权威，

社会上通常以「关系」来决定我要怎么样行事为人，

在菲律宾他们也这样说：
It doesn't matter what you know, but who you know.

本事好不好、知道什么不是很重要，

你认识谁、谁认识你，这在社会更加重要。

这种文化我们称为「羞辱与荣耀」的文化。

这样的文化其实更接近圣经古代旧约、近东巴勒斯坦、

地中海沿岸的文化 非常看重荣耀与羞辱的地中海沿岸的文化，非常看重荣耀与羞辱的，

圣经多次上帝说：「我把我的名字给以色列人，

是 使我 在 中成可是你使我的名在万国当中成为笑谈、讥刺、

成为别人亵渎的对象。」上帝非常看重自己的名声。

稣 神 子他派耶稣来，是从来没有羞辱过他父亲的神的儿子，

神将他升为至高、赐他 大的尊荣，超过万民之上的名

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原故，罪咎、羞辱被除去，

所以可以不在这世上去寻找荣誉、面子，反倒在

上帝那里寻找面子、在他的身上寻求永远的荣耀

林后四17 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信了主的人也很看重荣誉、不要羞辱主名，信了 的人也很看重荣誉、不要羞辱主名，

借着我们行为、所做、所说，希望我们的父可以得荣耀！

旧约、新约统计，荣耀、羞辱这类的用词，

差不多是法律 审判 定罪 称义这种词汇的三倍差不多是法律、审判、定罪、称义这种词汇的三倍，

可是这方面的神学比较没有建立，

是 在 多宣教学者努 在是现在很多宣教学者努力在探讨的主题。

圣经当中多次提到「凡信靠主的必不至羞愧」

耶稣在开始传道时就引用 以赛亚书六十一章，

可以说是耶稣基督的就职演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差遣我
报告好消息、传福音给谦卑人、医好伤心人…

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
相当程度说明了耶稣来的工作

是要拯救人类从羞辱的状态能够得到荣耀。

他对长大麻疯的伸手去触摸他们，洁净了以后，他说对长 麻疯 伸手 ， 净 ，

你去给祭司查看，查看后就可以回到立约的群体。



浪子回头的故事，

父亲虽然被小儿子给羞辱 小儿子回头父亲虽然被小儿子给羞辱，小儿子回头，

之后父亲用很多

整个村 重正面的行为让整个村子可以重新

把这小儿子接回到这个族群当中。

有中东那边的人告诉我：

如果父亲不主动出去 拿袍子给浪子穿上、

戒指戴上、鞋子穿在他的脚上等等，

这个小儿子根本就回不了他的家
 村民会拒绝他、家中的长工都会轻视他，

所以这个小儿子基本上是回不了家的

但是因着耶稣、因着这个父亲主动的接纳，

恢复了这个儿子的尊荣，恢复 这 儿子的尊荣，

其他人就没有话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