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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政府 
 

 

I. 約翰洛克的政府觀 (The concept of government according to John Locke) 

按照約翰洛克, 政府的形成有下列的步驟 (Budziszewski, 98-99): 

  

o 政府的存在, 意謂必須知道有公正的法官, 這樣的法官被授權, 讓他公正的審判可以

被執行. 

o 最初的時候, 是沒有政府的. 這不但是最早的光景, 而且是我們自然的光景 (Natural 

Condition). 

o 沒有政府, 不代表社會是在一個混亂的情形下面, 因為有一個自然律在管理這自然

的社會. 

o 人們知道自然律, 並不代表他們一定樂於遵守, 因此, 必須要有執法者的存在. 

o 在執法自然律的時候, 特別要執法維護自然權力(natural right).  因為, 有一些違反自

然律的事情, 並不會影響到其他的人, 但是最終, 每一個人都要向神負責. 

o 執法自然律, 就是包括處罰那些違反自然律的人. 處罰不能夠超過自然律裡面對於補

償和限制行動的允許範圍—受損害者的合理補償, 以及防止犯案者進一步的對別人

的傷害. 

o 在沒有政府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是執法者, 也就是要去執行, 去強化自然律的規範. 

o 即使一個人知道維護自然律必須要執行某種程度的處罰, 他發現他執法的時候會有

困難, 因為他是當事人, 很難在執法的時候, 冷靜而沒有任何的偏頗. 

o 因為這個原因, “自行執法” 有一定的困難, “自然的權力 (Natural Right)” 常常會被違

反, 執法者常常會超越了補償和限制行動的允許範圍. (本文作者: 或者面對強有力的

犯罪者, 自行執法者無力執法來維護自然的權力).  

o 解決的辦法, 就是讓同一社區的人, 共同推舉出某些人來作不偏不倚的公正審判者. 

這就是政府的形成. 

o 若人民不願意轉移他們 “執行”的權柄給社區, 讓法官有 “執行”的權柄, 來執行他們

審判的判決, 這些法官就沒有作用. 

o 這個 “約定/契約” 把執法的權力, 集中交給社區, 就稱為 “social contract/社會契約”. 

這個契約形成之後, 人們就離開了 “自然的階段/Natural state” 進入了一個 “民事的社

會/Civil society” 的階段. 

o 進入“民事的社會/Civil society” , 不同於成立一個政府. 人們不能夠從 “民事的社會

/civil society” 走回頭路, 但是人民可以改變他們所認可, 最好的政府的制度.  

 

這是約翰洛克的政府論, 影響近代的民主思潮. 但是這樣的想法, 並不是西方的自由思想憑

空想像出來的. 這個思想乃是植基於聖經的啟發和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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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聖經給我們看到的例子 

聖經所給我們看到的政府形成的例子, 很明顯的是影響約翰洛克的政府觀: 

 

o 人最早直接在公義的神的看顧之下. 亞當夏娃在伊甸園直接受神的管理. 該隱和亞

伯直接受神的審判和伸冤. 

o 當人類重新開始的時候, 是沒有政府的, 父權和家庭是執行神的公義的重要管道. 

 
1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2凡

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都必驚恐，懼怕你們，連地上一切的昆蟲並海裡

一切的魚都交付你們的手。3凡活著的動物都可以作你們的食物。這一切我

都賜給你們，如同菜蔬一樣。4惟獨肉帶著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們不可

吃。5流你們血、害你們命的，無論是獸是人，我必討他的罪，就是向各人

的弟兄也是如此。6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為  神造人是照

自己的形像造的。7你們要生養眾多，在地上昌盛繁茂。【創 9:1~7】 
1
Then God blessed Noah and his sons, saying to them, "Be fruitful and 

increase in number and fill the earth. 
2
The fear and dread of you will fall 

upon all the beasts of the earth and all the birds of the air, upon every 

creature that moves along the ground, and upon all the fish of the sea; they 

are given into your hands. 
3
Everything that lives and moves will be food for 

you. Just as I gave you the green plants, I now give you everything. 
4
"But you 

must not eat meat that has its lifeblood still in it. 
5
And for your lifeblood I 

will surely demand an accounting. I will demand an accounting from every 

animal. And from each man, too, I will demand an accounting for the life of 

his fellow man. 
6
"Whoever sheds the blood of man, by man shall his blood be 

shed; for in the image of God has God made man. 
7
As for you, be fruitful and 

increase in number; multiply on the earth and increase upon it." 【Gen 

9:1~7】 

 

o 最早, 執法維護自然權力的就是家屬, 所以該隱擔心自己的安危,  

 
13該隱對耶和華說：我的刑罰太重，過於我所能當的。14你如今趕逐我離開

這地，以致不見你面；我必流離飄蕩在地上，凡遇見我的必殺我。【創 

4:13~14】 
13

Cain said to the LORD, "My punishment is more than I can bear. 
14

Today 

you are driving me from the land, and I will be hidden from your presence; I 

will be a restless wanderer on the earth, and whoever finds me will kill me." 

【Gen 4:13~14】 

 

o 拉麥是一個勇士, 他也殺了人, 他所殺的人們, 可能有傷害了拉麥, 但是罪應該不至

於受死. 但是憑著拉麥的勇力, 他認為沒有人能夠向他報仇. 

 
23拉麥對他兩個妻子說：亞大、洗拉，聽我的聲音；拉麥的妻子，細聽我的

話語：壯年人傷我，我把他殺了；少年人損我，我把他害了(或作我殺壯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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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傷自己，我害幼童卻損本身。) 【創 4:23】 
23

Lamech said to his wives, "Adah and Zillah, listen to me; wives of Lamech, 

hear my words. I have killed a man for wounding me, a young man for 

injuring me. 【Gen 4:23】 

 

o 到了以色列進入迦南地的時候, 若有人的生命被拿走,  “至近親屬 (kinsman 

redeemer)” 的責任就是要 “報血仇”. 

 
1耶和華曉諭約書亞說：2你吩咐以色列人說：你們要照著我藉摩西所曉諭你

們的，為自己設立逃城，3使那無心而誤殺人的，可以逃到那裡。這些城可

以作你們逃避報血仇人的地方。4那殺人的要逃到這些城中的一座城，站在

城門口，將他的事情說給城內的長老們聽。他們就把他收進城裡，給他地

方，使他住在他們中間。5若是報血仇的追了他來，長老不可將他交在報血

仇的手裡；因為他是素無仇恨，無心殺了人的。6他要住在那城裡，站在會

眾面前聽審判，等到那時的大祭司死了，殺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就

是他所逃出來的那城。【書 20:1~6】 
1
Then the LORD said to Joshua: 

2
"Tell the Israelites to designate the cities of 

refuge, as I instructed you through Moses, 
3
so that anyone who kills a person 

accidentally and unintentionally may flee there and find protection from the 

avenger of blood. 
4
"When he flees to one of these cities, he is to stand in the 

entrance of the city gate and state his case before the elders of that city. Then 

they are to admit him into their city and give him a place to live with them. 
5
If the avenger of blood pursues him, they must not surrender the one 

accused, because he killed his neighbor unintentionally and without malice 

aforethought. 
6
He is to stay in that city until he has stood trial before the 

assembly and until the death of the high priest who is serving at that time. 

Then he may go back to his own home in the town from which he fled." 

【Josh 20:1~6】 

 

什麼是報血仇的(~D"h; laeGO)? 報血仇的, 由兩個字 “拯救者(laeGO)”和 “血(~D"h;)”組成. 這個 

“拯救者(laeGO)”在路得記裡面翻譯為 “至近的親屬”(得 2:20). 這拯救者一般就是需要報仇的

受害者, 或是需要幫助的受難者的親屬. 當一個人受害, 被人所殺時, 這親屬有權利, 也是義

務, 要為被殺的人報仇(民 35:19). 當一個人在難處當中, 男人死了, 家人貧窮到必須變賣產

業的時候, 這親屬有權利也是義務要娶死人的妻子為死人留後代, 也要買死人的產業, 使得

產業可以留在原來的宗族裡面(申 25:5-10). 當一個人殺了他的鄰舍, 則報血仇的人可以追

殺他. 若這個事件是無心而誤殺人的, 這誤殺人的人必須逃到逃城裡面接受保護, 若是誤殺

人的人膽敢從逃城裡面出來, 則報血仇的人有權利殺了他(民 35:27). 

 

這些規定, 很明顯的, 是給無心犯錯的人, 有得蒙救贖的機會. 神在以色列人的社區裡面建立

的是一個救贖的文化. 從這個民族所要帶給全世界的文化, 也就是這麼樣的一個救贖的文化, 

甚至為這個世界提供了這麼樣的一個救贖主, 耶穌基督. 

 



2/6/2015, BOLTS-na Government 政府 張玉明博士, 32 

在約書亞記裡面,  我們已經看到 “個人執法者—報血仇的人” 和 “政府—逃城” 在分享執行

的權力, 以維護 Natural right/自然權力. 

 

o 我們也看到了人民交出他們的權力, 讓 “政府” 慢慢成形的例子: 

 
4過了些日子，亞捫人攻打以色列。5亞捫人攻打以色列的時候，基列的長老

到陀伯地去，要叫耶弗他回來；6對耶弗他說：請你來作我們的元帥，我們

好與亞捫人爭戰。. . . 
8基列的長老回答耶弗他說：現在我們到你這裡來，是

要你同我們去，與亞捫人爭戰；你可以作基列一切居民的領袖。. . . 
10基列

的長老回答耶弗他說：有耶和華在你我中間作見證，我們必定照你的話行。
11於是耶弗他同基列的長老回去，百姓就立耶弗他作領袖、作元帥。耶弗他

在米斯巴將自己的一切話陳明在耶和華面前。【士 11:4~6, 8, 10-11】 
4
Some time later, when the Ammonites made war on Israel, 

5
the elders of 

Gilead went to get Jephthah from the land of Tob. 
6
"Come," they said, "be 

our commander, so we can fight the Ammonites."  . . . 8The elders of Gilead 

said to him, "Nevertheless, we are turning to you now; come with us to fight 

the Ammonites, and you will be our head over all who live in Gilead." . . . 

10
The elders of Gilead replied, "The LORD is our witness; we will certainly 

do as you say."
 11

So Jephthah went with the elders of Gilead, and the people 

made him head and commander over them. And he repeated all his words 

before the LORD in Mizpah.【Judg 11:4~6, 8, 10-11】 

 

o 審判的人, 首重於公正公平 

 
18你要在耶和華─你 神所賜的各城裡，按著各支派設立審判官和官長。他

們必按公義的審判判斷百姓。19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

賄賂；因為賄賂能叫智慧人的眼變瞎了，又能顛倒義人的話。【申 

16:18~19】 
18

Appoint judges and officials for each of your tribes in every town the 

LORD your God is giving you, and they shall judge the people fairly. 
19

Do 

not pervert justice or show partiality. Do not accept a bribe, for a bribe 

blinds the eyes of the wise and twists the words of the righteous. 【Deut 

16:18~19】 

 

 

o 大衛在與以色列十個支派的長老立約後, 成為南國以及北國的王. 

 
1以色列眾支派來到希伯崙見大衛，說：我們原是你的骨肉。2從前掃羅作我

們王的時候，率領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華也曾應許你說：你必牧養

我的民以色列，作以色列的君。3 於是以色列的長老都來到希伯崙見大衛王，

大衛在希伯崙耶和華面前與他們立約，他們就膏大衛作以色列的王。【撒

下 5:1~3】 
1
All the tribes of Israel came to David at Hebron and said, "We are your 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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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sh and blood. 
2
In the past, while Saul was king over us, you were the one 

who led Israel on their military campaigns. And the LORD said to you, 'You 

will shepherd my people Israel, and you will become their ruler.'" 
3
When all 

the elders of Israel had come to King David at Hebron, the king made a 

compact with them at Hebron before the LORD, and they anointed David 

king over Israel. 【2Sam 5:1~3】 

 

o 從猶大王的加冕上面, 我們看到王必須和耶和華立約, 代表王必須要執行神公平公

義的要求. 然後和百姓立約, 得到百姓的授權, 才有根據來治理他的百姓. 

 
17耶何耶大使王和民與耶和華立約，作耶和華的民；又使王與民立約。【王

下 11:17】 
17

Jehoiada then made a covenant between the LORD and the king and 

people that they would be the Lord's people. He also made a covenant 

between the king and the people. 【2King 11:17】 

 

o 百姓有權柄解除和政府所立的約. 

 
16以色列眾民見王不依從他們，就對王說：我們與大衛有甚麼分兒呢？與耶

西的兒子並沒有關涉。以色列人哪，各回各家去罷！大衛家啊，自己顧自

己罷！於是，以色列人都回自己家裡去了，【王上 12:16】 
16

When all Israel saw that the king refused to listen to them, they answered 

the king: "What share do we have in David, what part in Jesse's son? To 

your tents, O Israel! Look after your own house, O David!" So the Israelites 

went home. 【1King 12:16】 

 

 

III. 一些澄清 

o 政府要用哪種形式? 這需要大多數的同意, 但不是完全同意. 若需要完全同意, 則沒

有可能的事. 

o 大多數同意政府的形式. 是否所有的官員都需要大多數的同意? 不需要, 譬如, 大多

數可以同意採取君主立憲, 就允許君王實行某些權力, 但是大多數不能夠同意政府

違反自然權力 (Natural Right). 政府不能夠冒犯人的生命和財產. (如: 台灣政府 “合

法” 強制徵收大埔的人民土地. 地主只能自殺抗議). 

o 政府被選出後, 是否在政治上, 百姓就不再有任何的角色? 否. 任何新的立法, 必須有

百姓的認同. 譬如, 政府不能夠沒有得到百姓的同意, 任意的增收稅金. 因為稅金是

把屬於百姓的財富強制轉到政府的手中. 

o 那麼大多數的百姓可否同意/通過法律, 這種法律是冒犯了自然權力/Natural Right? 

不行. 譬如, 大多數人民不能夠通過法律來瓜分少數富人的財富, 如果這種財富是按

照正當的方法得來的, 富人應該有擁有私人財產的權力. 

 

Ex. 中國著名的胡潤富豪排行榜 2015 年 2 月 3 日公布新排名，這份排行榜中，台灣有 48 位身

價超過 10 億美元的富豪，其中自稱兩代公務員的前副總統連戰, 成為首位入榜的台灣政治家，

http://www.hurun.net/CN/HuLis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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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幣 61 億元（約台幣 311 億元）的身價，登上全球富豪榜第 1911 名。對此，財經傳媒

董事長謝金河在臉書上表示是「台灣的另一個奇蹟！」《胡潤百富》指其財富源於「家族積

累的土地和財產，他是第一位進入全球財富領域的台灣政治家。」 

對此，連戰辦公室主任丁遠超表示，連戰服務公職多年，對其財產評估應以財產申報為依據，

「（胡潤）這個數字是錯誤的」。依據連戰過去的財產申報資料，他的財富是以土地及房屋

等不動產為主，據稱其資產得力於母親趙蘭坤生前持家理財，以及長期精準投資的收益。 

 

台灣人民可不可以投票通過瓜分連家財產? 

 

台灣人民吃了頂新許多的 “油水”, 可不可以投票通過瓜分頂新集團財產? 

 

美國總統要課徵富人稅, 來給中產階級退稅, 可以嗎? 

 

新加坡大多數人都是中國人的後裔. 中國可不可以通過全國投票, 收歸新加坡為中國的領土? 

 

o 政府可不可以執行死刑? 若政府執行死刑, 不是冒犯了人的 自然權力/Natural Right, 

特別是生命的權力? 人有生命的自然權力. 但是當一個人拿掉別人的生命以後, 他就

失去了他的自然權力. 這個執行死刑的權力是從受害者的家屬(如前面所說的報血仇

的人) 轉移給政府的, 所以政府有權柄執行死刑. 對於約翰洛克來說, 政府可怕的地

方不是在於被授權來執行死刑. 政府可怕的地方, 乃是在於因為沒有執行死刑, 而違

反了它所要保護的人民的自然權力(Budziszewski, 113-14). 

o 自由的觀念是甚麼?  按照洛克的觀點, 人是在一個完全自由的光景下, 在自然律的範

圍裏面, 能夠隨意的行動, 使用支配他的財富. 這種自由, 意味著我不需要有一個主人

來批准我所有的行動, 但也不意味著我可以為所欲為. 人是這位全能全智的創造主的

精心傑作, 沒有人可以拿走別人的生命, 或者拿走別人保存生命, 自由, 健康, 肢體, 好

處所需要的生活器具. 除非這樣做是為了對付犯罪者來維持正義. 

o 對於約翰洛克來說, 自由是從道德的要求演紳來的, 自由不是抵擋道德的要求. 

 

Example:  1994 年阿拉斯加最高法院的判例. 

Thomas Swanner 因為宗教的理由, 不願意繼續把 apartment 租給許多對沒有結婚而同居的

男女. 他的原因是他不願意他的房子被用來做為犯罪的地方(place for sin). 這些申請被拒絕

的男女向 Anchorage Equal Rights Commission 提告. 最高法院判定 Thomas Swanner 必須租

給他們. 

 

依據約翰洛克的看法, Swanner 可以這樣做嗎? 只要屋主是在自然律的範圍裏面, 他有自由

決定怎樣使用他自己的房子, 要不要人家搬離, 也不需要其他的人告訴他, 他可以怎麼樣使

用他的房子. 使用他的財產是他的自然權力(Natural Right), 運用他的信仰也是他的自然權

力(Natural Right), 婚姻之外的放縱交合是違反自然律(natural law)的. 沒有人有權力可以在

別人的產業上進行淫亂的行為, 更何況是違反屋主的宗教信仰. 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同意, 

但是其他的法官認為 “法律”保障這些同居的男女不受道德的規範, 而且因此要求其他的人, 

特別是屋主, 也要同意這樣的保障.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785715828181887&set=a.348220631931411.85847.100002304327218&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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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洛克來說, 自由是一個成熟有理智的人引導他走在道德的行為上. 沒有 “自然律”, 單單

要求 “自然的權力” 是一個自相矛盾的說法. 

 

 

IV. 有所謂正義的戰爭/Just War 嗎? 

當 1-7 的條件都滿足了, 戰爭就成為許可的(permissible), 但並不是一定必要的(not 

mandatory).  

 

1. Competent Authority 合宜的權柄. 

只有政府, 而不是私人團體, 可以宣戰. 

 

2. Just Cause 正義的原因. 

開始戰爭的原因, 只能是因為要保護無辜的生命. 讓人民可以過一個好的生活, 他們的自然

權力不會被違背. 

 

3. Right Intention 正當的動機. 

不但要有正義的原因才能開戰, 而且這正義的原因, 也必須是戰爭的理由. 

 

4. Comparatively Justice 比較性的正義. 

正義戰爭的這一邊, 必須比另外一邊有更大的正義, 更小的邪惡. 完全正義與完全邪惡, 常常

是不存在的. 但是邪惡的那一邊必須是遠大於正義的這邊才能夠開始正義之戰. 

 

5. Proportionality 合適的比例. 

戰爭不能夠隨意被開始, 除非從戰爭得到的好處能夠大於戰爭所帶來的破壞. 

 

6. Probability of Success 成功的機率 

必須有得勝的把握. 

 

7. Last Resort 最後的解決辦法 

當所有和平的手段都用盡了, 才採用戰爭的手段. 

 

接下來的三個條件就是關於戰爭要如何進行? 

 

8. Right Intention 正當的動機 

戰爭的目的既然是要達成公義的和平, 那麼戰爭的手段和要求要避免阻礙終極的和解. 

9. Proportionality 合適的比例 

所使用的戰術, 得到的好處要多於產生的害處. 

 

10. Discrimination 差別待遇 

直接蓄意攻擊非武裝人員和老百姓是不允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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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十個條件是公義的戰爭所需要思考的. 波斯灣戰爭時, 這十個條件是美國布希政府明顯討

論遵守公義戰爭的標準(Budziszewski, 119-20). 

 

 

 

V. 可以有革命嗎? 

人民的約定是和社區(community)的約定, 而不是和政府(government)的約定. 政府是社區的

代理人/agent. 如果政府違反了人民給他的信任, 人民可以解散政府, 就好像我們可以把我們

的律師或是會計師解職一樣. 但是人民和 community 的約定是不能夠走回頭路的, 所以人

民解散腐敗的政府之後, 不能夠回到原來的自然的情況, 乃必須成立新的政府(Budziszewski, 

110). 

 

政府應該是有限的政府(limited government), 是被同意設立來遵守自然律(natural law), 保護

人民的自然權力 (natural right). 設若政府超過這樣的限制, 不遵守自然律, 侵犯了人民的自

然權力. 那麼人民怎麼辦? 

 

約翰洛克認為, 在這樣的情形下, 人民所給政府的權力就回歸到人民的身上, 人民可以自由

的 dissolve 這樣的政府, 另設一個政府來代替它. 一個政府違反人民所給他們的權力的例子, 

譬如政府把立法的權力收歸己用, 不讓立法自主的運行, 不經過人民的同意, 忽略公義的行

政, 而修改了法律的內容(Budziszewski, 130). 

 

 

多馬阿奎諾(Thomas Aquinas) 和約翰洛克(John Locke)都同意 “解鈴還需繫鈴人/Those who 

may make may also unmake.” 但是有些差別. 在對象上(What to make and unmake), 阿奎諾談

到立王和廢王. 洛克提到的是改變政府. 在主事者上(Who is to make and unmake) 阿奎諾認

為可以是人民, 貴族, 或外面的權柄, 看這個國家的憲法傳統怎麼規定. 但是洛克憲法傳統在

這裡不適用, 只有人民可以 make and unmake/設立政府, 解散政府. 

 

一個獨裁的政府, 當然不可能解散自己. 人們中間的爭端, 端賴政府來解決, 但是人民和政府

的爭端, 靠誰來解決呢, 特別當政府已經失去了公義, 人民沒有辦法上訴更高的權力單位. 這

個時候, 人民別無選擇, 只能把這樣的上訴帶到公義的神面前. 

 

對於阿奎諾來說, 是藉著禱告把公義的需要帶到神的面前. 對於洛克來講是藉著革命, 革命

必須有很重要, 不可抗拒的理由. 因為有一天, 革命的人也要來到公義的神面前, 向神交帳. 

 

洛克主張革命必須經過嚴格的思考過程, 這和他的公義的戰爭有類同之處. 洛克的革命的原

則如下: 

 

o 革命必須是經過多數人所願意發起的, 不是少數人. 他相信, 一個強加在多數人的身

上, 不被這多數人認同的政府, 可以是革命的對象. 

o 他相信革命之前, 政府必須是已經做了許多不對的事情, 有一連串違反人民權力的行

政歷史, 顯示政府是有計畫的要違背人民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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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他認為所有官方溝通的管道都被試過了, 但是毫無果效, 才可以談到革命. 

o 他認為革命的目的不是單單要除掉舊的政府, 乃是要設立新的政府. 

 

革命的過程是和權柄抗爭的過程, 基督教的思想裏面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因為所有的權柄

都是從神來的, 掌權者都是神所命的, 抗拒掌權者, 就是抗拒神的命, 抗拒的就要得到刑罰

(羅 13:1-2), 所以基督教不輕言革命. 當然在羅馬書裡面提到的神所設立的權柄是為了要代

表神來獎勵善良, 除掉邪惡(羅 13:3-4). 歷史上有許多好的君王, 也有很多邪惡的君王, 在權

柄當中的斟酌, 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在阿奎諾和洛克之間, 第 11/12 世紀教皇 Gregory VII

就發表了這樣的一個論點, 叫做 interposition/權柄介入說. 第 13 世紀英國的大憲章, 第 16 世

紀加爾文的 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 法國的 Brutus, 於 1579 年寫了 “防止暴政摧毀自

由”一本書 Defense of Liberty Against Tyrants (1579), 都是很小心的要在這方面取得平衡. 這

也是從聖經中發展出來的政治觀, 也就是現今世界上民主思潮的根據. 

 

第 11/12 世紀 

Interposition(權柄介入/插入說): 最高治理者若因為殘暴的關係而喪失掉治理的權力, 那麼

在他下面還有權力治理的官員可以宣告更換政權. 下面這些有權力治理的官員必須是代表

法律, 也必須是代表 “人民”. 因為人民唯有經過合法的代表, 才能夠合法的抗拒殘暴的君王. 

低階的治理官員必須為維護政府的誓約及責任來採取行動. 一但低階的治理官員宣告更換

政權, 人民便可以為了他們的權利採取自衛的行動, 將殘暴的君王從治理的位置上除掉. 只

有在低階的治理官員的權柄的引導下, 人民才可以使用武力. “人民” 不能夠變成破壞性的 

“暴民”, 不能夠沒有合法的代表就發動暴動. 如果他們這樣做, 他們便失去了爭取權柄的權

力.  (教皇格列哥理 7 世, 1075-1122, 所倡導).  

 

Interposition: If through acts of tyranny the highest ruler in a country forfeits his right to rule, 

lower officers who still have a right to rule can declare a change of government. Those who have 

a right to rule must be representing the law and ‘the people’, because the people can resist tyrants 

only through lawful representatives.  Lower rulers must act to defend the covenant or compact of 

government.  Once the lower rulers declare a change of government, “the people” in self-defense 

of their rights may use force to remove the tyrant from office.  Such force can be used only under 

the direction or authority of lowful rulers. “The people” cannot become a destroying mob, acting 

apart from the direction of lawful representatives.  If they do, they lose their right to resist.
1
 

(Pope Gregory VII 1075-1122) 

 

第 13 世紀 

英國大憲章 (Magna Carta): 13 世紀的時候, 英國的約翰王出戰法國失敗, 轉而向國內的百姓

以及教會橫徵暴斂. 此時, 坎特培拉主教 Stephen Langton, 與百姓一同擁戴另一位貴族

Robert Fitz-Walter, Fitz-Walter 願意站在法律這一邊, 代表百姓. 這個時候, 坎特培拉主教就

和英王談判, 若英王願意按照法律來治理國家, 那麼他們就繼續擁立他為王, 要不然, 他們要 

“權柄介入” 另擁貴族來治理英國. 在這個壓力之下, 英國約翰國王在 1215 年的 6 月 15 簽下

了英國大憲章 (Magna Carta). 成為今日世界法律的重要基礎. 

                                                 
1
 Gary Amos, Defending the Declaration, How the Bible and Christianity Influenced the Writing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Brentwood, TN: Wolgemuth & Hyatt Publishers, 1989), 1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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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na Carta: Stephen Langton, Catholic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sided with elected Robert 

Fitz-Walter as their leader on May 5, 1215.  Under the pressure, on June 15, 1215, King John 

signed Magna Carta. 

 

第 16 世紀 

1536 年加爾文 (John Calvin) 在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1536) 也是作同樣的主張. 

 

巴多羅買日大屠殺: 1572 年的 8 月 24 日法國發生了一件很殘暴的事情, 就是天主教的統治

者在一天之中殺了 3 萬多個法國信仰加爾文新教的 Huguenots 教徒.  對這一件殘暴的事, 

法國神學家 Brutus, 於 1579 年寫了 “防止暴政摧毀自由”一本書 Defense of Liberty Against 

Tyrants (1579).  在書中主張: 

(1) 統治階級必須服在神的律法 — 即十誡和自然法 之下. 

(2) 人民有權柄來處罰暴君, 因為君王是人民所擁立的, 人民在君王之上. 

(3) 君王被擁立是被賦予責任來服事人, 而不是服事自己的好處. 

(4) 君王權柄是從約中產生的, 特別是從列王記下 11:17 所提到的第二個約. 

This is in response to Bartholomew’s Day of Massacre (8/24/1572) in one day Catholic rulers 

killed 30,000 French Calvinists knows as Huguenots. 

(1) Rulers are bound by the law of God: the Ten Commandment and the law of nature. 

(2) the people have the authority to punish tyrannous kings because kings are made by the people 

and the people are above the king. 

(3) Kings are created to serve, to be under a duty rather than to serve themselves. 

(4)The king’s authority rests on covenant, or compact, specifically the second of the two kinds of 

compacts recorded in 2 Kings 11:17. 

 

第 17 世紀 

1644 年拉塞福的法律和君王也是同樣的主張. Samuel Rutherford’s Lex Rex (The Law and the 

Prince, 1644)  

 

1690 年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 在他有關政府的第二個論文裡面也是提到同樣置換政權的主

張 John Locke, 2
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 (1690). 我們已經談過了. 

 

 

這所有的論點有一個很清楚的共同的認識, 那就是所有的權柄都是從神來的, 神所創造的人, 

都具有受造而來的 “自然的權力”, 是人民的同意授權給政府, 政府才有存在的法理的基礎. 

不是像中國傳統的天子, 他是 “天” 的兒子, 神的權柄就直接給了他, 來治理這些不經世事的

老百姓. 好的皇帝, 就 “愛民如子”, 壞的皇帝, 就是百姓的倒楣. 神的權柄是給人民的, 而不

是給君王的. 

 

政府的權柄也不是從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代代相傳, 傳到現在的總統的. 政府的權柄也不

是經過打戰革命, 革出來的, 所以我今天打贏了國民黨, 我就有當然的治理權力. 這些都是不

對的理論. 

 

下面, 我們就要藉著美國獨立戰爭, 來複習基督教思想對於政權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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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獨立戰爭 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 
  

I. 羅馬書 13:1-7 對權柄的教導 

A. 權柄的來源 (vv. 1-2): 

權柄是出於神的, 事實上所有的權柄都是出於神的. 當神把權柄交給在上掌權的時候, 我們

就必須要順服在上掌權的, 若是抗拒掌權的人就是抗拒神的命. 當保羅在講這一個命令的時

候, 猶太人是在羅馬的統治下, 你知道猶太人在耶穌時代就有奮銳黨這些愛國主義的人, 到

了主後七十年又有一次叛亂, 引致聖殿被毀, 猶太人散佈各地直到 1948 年復國為止. 所以當

保羅說我們要順服掌權者的時候, 保羅不是說, 我們喜歡的政權才順服, 不喜歡的政權就不

順服. 都是要順服. 記得那個時候的猶太人是在羅馬人的統治之下. 

 

當然掌權者有違反神的命令的時候, 在這個時候, 基督徒必須要選擇順服神或者是順服人. 

若基督徒選擇順服神的時候, 他必須願意為自己的選擇付上代價. 所以為什麼在美國這個國

家裡面, 我們應該參與政治, 使得我們的政府的決策不會讓我們常常要面對順服神或者順服

政府的選擇. 

 

B. 神給掌權者的規範 (vv. 3-4) 

但是神給掌權的人一個規範, 就是叫作惡的懼怕, 叫行善的得著稱讚(v. 3). 

神給掌權的人權柄 (佩劍), 來刑罰那作惡的, 為受屈的伸冤(v. 4). 當人民在社會上行善不但

不能夠得到稱讚並且還怕被處罰的時候, 這掌權者就有問題了.  

 

C. 基督徒要如何來順服掌權者(vv. 5-7)? 

所以基督徒應該要順服掌權的人, 一則是因為怕從掌權者來的刑罰, 二則是因為在神面前的

良心(v. 5).表現在實體上的行動乃是當得糧的給他納糧 (more referring to direct tax 相當於

今天的所得稅), 當上稅的給他納稅 (more referring to indirect tax, 相當於今天的 toll way 的 

pay toll, 或者貨物進關的關稅) 當懼怕的,懼怕他, 當恭敬的恭敬他(v.7). 在台灣的時候常常

聽到人們喊 ‘臭警察仔’, 這是不對的. 

 

II. 當君權和人權發生衝突的時候呢? 

那麼如果我們應該要順服掌權的人,當掌權的人極端腐敗時,我們被治理的人如何?美國的獨

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July 4, 1776), 是美國人在獨立戰爭之前向世界上的人

解釋為什麼他們要進行獨立. 這個文件事實上是一份神學的文件, 代表西方世界一千多年來

在君權和人權當中的衝突之中對聖經在這方面的教導的一個解釋. 這個解釋事實上也是今

天大多數的民主制度所得以建立的理論基礎.  

 

我們今天將用美國獨立宣言來看君權和人權發生衝突時, 要如何來處理? 

 

在人類的歷史上, 有時候一群人必須從另外一群人的政治關聯上割捨開來, 

彼此成為分開, 獨立, 對等的政治實體. 這政治實體是自然律和自然的神所給

他們權柄可以設立的. 因為尊敬別人的意見, 今天我們必須清楚的向人類宣

告是什麼原因使我們要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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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信下列的真理是不問自明的, 每個人心裡可以曉得, 無可推諉的: 所有

的人是受造而平等的, 每個人都擁有創造主付與他們不可分離, 不能被剝奪

的權力, 譬如:生命, 自由, 和追求幸福的權力. 為了要保有這些權力, 政府就由

人民當中產生, 政府的權柄是由接受統治的人民同意後產生的. 如果任何時

候政府變為要破壞這些權力, 那麼人民有權改變或甚至除掉這樣的政府, 另

立新的政府, 設下新的政治原則, 政治制度, 使得人民可以享受安全和幸福. 

 

我們的智慧告訴我們, 對於一個設立已久的政府, 不要因為一點輕微, 短暫的

過錯就把它拉下來; 我們的經驗也告訴我們, 人民情願忍受苦難而不願去改

變一個他們已習慣的政治制度, 只要這個政府做惡的程度還忍受得住. 但是

當一個殘暴的政權一而再, 再而三的虐待他的子民, 侵犯神所賦予人民的權

力, 在極權的統治下用各樣的方法來減少人民的生存空間. 這個時候, 人民有

權柄, 也是他們的責任, 來推翻這樣的政府, 為他們自己將來的安全設下新的

保障. 

 

這些殖民地已經忍耐這樣的痛苦很久了; 現在正是他們必須來改變以前的政

治體制的時候了.大英帝國目前國王(喬治 3 世)的統治歷史是一段充滿了傷害

和霸佔的歷史,直接的目的是要在這些州的上面建立一個絕對的殘暴政權. 為

了要讓這個世界真實的看到這點,讓我們列舉下列的罪狀來證明: 

 
(接著, 美國獨立宣言列舉英王 26 條罪狀),  

 

(在十三州的 53 個代表聯合簽署下宣告了獨立). 

 

 

在美國獨立宣言裡面, 很清楚的提到: 

 

A. 人權, 特別是: 生命, 自由, 和追求幸福的權力是神所賦予的, 是不能被政府剝奪的. 

人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所創造的, 所以人的生命不能隨便奪去, 在創世記 9:5-6, 神對挪亞和

他的三個兒子,也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人說, ‘流你們血害你們命的, 無論是獸是人, 我必討他

的罪,就是向各人的弟兄也是如此. 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 因為神造人, 是照自己

的形像造的.’ 這裡很清楚的提到生命的貴重, 貴重到一個地步, 不能用錢來買或用物來換. 

若有人殺了人, 不管殺人的人是多有權, 多有勢, 他都不能用錢來換取, 必須用自己的命來賠

償. 

 

並且向殺人的人索命這個命令是給人的, 等到挪亞的後代往四處去建立國家之後(創 10), 這

個維持社會公義的權柄才慢慢的由人轉到國家. 在以色列早期的歷史當中, 他們一進入迦南

地就要設立 6 座逃城, 3 個在約旦河西, 3 個在約旦河東 (書 20:7-9; 申 19:7,9); 報血仇的人是

自己的親屬. 神允許親人有為自己被殺的人報仇的權力, 但是設立逃城讓那些誤殺人的 (如

一同上山砍材, 斧頭鬆開了打死了砍材的同伴) 可以得到審判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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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一開始就是在這樣的制度下生活. 他們沒有王來治理他們. 他們的王就是耶和華. 我

們慣稱為神治的國家(theocracy). 是一直到撒母耳的時候才開始由他們的弟兄當中選出王

來治理他們 (撒上 10:24).  我們可以用一個例子來說明這樣的一個過程:  

 

如果今天我們整條船的人一起遇難, 我們都來到一個荒島, 慢慢的發展出來了

文明, 我們都騎馬作為交通, 有人靠左有人靠右, 我們決定靠右並選出一個市

長來執行這法律.每個人看到他時都必須向他敬禮, 並允許他逮捕不遵守規矩

的人. 權柄從神到人, 然後由人到國家.  

 

從這裡我們看到人的權柄不是從國家來的. 相反的, 國家的權柄是從人民來的. 因此國家善

待人民的時候, 人民不需要 ‘多謝政府/皇帝大恩大德’. 維持一個社會當有的治安是君權需

要做的, 這個治理的權柄是人民所賦予政府的. 是人民願意讓自己的權柄受到束縛, 把神所

賦予的權柄的一部分一同交出來, 讓政府來行使. 這就成為政府的權柄. 

 

因此美國的憲法裡進一步的清楚的指出來: 人民有言論自由, 宗教自由, 集會結社的自由, 

擁有槍枝抵禦自己的權力. 政府必須要認定這一點. 憲法裡面也沒有把這些權力從人民的身

上拿出來交給政府. 

 

進一步的, 人民有追求幸福的權力, 所以政府的責任是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 設立一個

法治的社會, 讓人民可以用公平的正當的方法來追求生活上的幸福. 請注意, 這裡不是說人

民有幸福的權力. 所以不是要你躺在家裡睡覺, 讓政府把幸福帶到你的家裡來. 這是所謂福

利國的觀念, 目的在建立政府成為一個社會福利的政府, 藉著提供社會福利, entitlement, 養

成社會上一群好吃懶做, 專門依賴政府的社會福利補助的族群. 保羅說, ‘若有人不肯作工, 

就不可吃飯.’ (帖後 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