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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誡 

把敬拜歸給祝福我們的神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別的神 (出 20:3, 申 5:7). 

 

3/14/2010, 張玉明牧師在爾灣大公園靈糧堂的講道 

 

Hierachical order: higher than the angels, higher than the nation, higher than the high priest, 

higher than the parents, higher than self.  For God alone is the source of all blessings.  For it is in 

this order alone that you know how to treat the people as God would treat them, because there is 

mercy and love and grace in the image of God.  If the angels are given tribute and therefore 

being imitated, then robbery, deceit and murder would be the norm of the group. 

 

十誡似乎是負面的命令, 每一個都是說, “你不可 . . .”, “你不可 . . .”但是事實上, 每一個誡都

是為了我們, 以及我們所居住的社區, 我們所居住的環境的好處. 神是 精簡, 有邏輯, 

有理性的創造主, 藉著負面的表達, 把許多神要給我們的祝福, 都圈在裡面了. 所以十誡, 事

實上是用 短, 精簡的話語, 把許多神要給我們的祝福, 把許多神要我們真正能夠享受生

活的秘訣都告訴我們. 

 

十誡的第一誡,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別的神”, 就是除了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真神以

外, 你不能夠有別的神.” 有的人把它解釋為, 神在我的生命中是第一位. 這種解釋有很大的

問題. 如果你的家庭的時間和服事神的時間發生衝突, 那麼, 你做哪一樣? 按照這樣的定義, 

你選擇服事神, 那麼沒有錯. 可是當你服事神, 若果每一個人都把服事的事情加在你的身上, 

到了一個地步, 你吃飯都沒有時間, 當你要吃飯的時候, 你說, 服事神是第一位, 還是吃飯是

第一位?  這種邏輯會讓你進入很多的問題裡面. 哪也許你會把一個禮拜七天分割作好幾個

時段, 神拿 大的那個時段. Say, 神拿七分之二, 那麼其餘的七分之五是不是神就沒有份了? 

 

所以我今天要 propose 一個新的觀念.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不是把神擺第一位, 

神不在這個 priority 裡面, 神乃是在所有的事情裡面, “God is all in all”, 就像空氣一樣, 在我

們生活的每一個時段, 我們都需要空氣, 我們一邊過家庭生活, 一邊呼吸空氣, 我們一邊作工

作, 一邊呼吸空氣. 我們一邊去教會, 我們一邊呼吸空氣. 沒有一刻離開得了空氣. 同樣的, 我

們在家庭, 工作, 教會, 娛樂, 我們都需要神. 神是無所不在的, 神也是在我們所有生活當中是

高的權柄, 是 高的原則, 是我們 高的指導. 這三位一體的真神是我們 高的權柄, 也是

真正有能力來祝福我們的源頭, 也只有他才配得我們的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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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說, “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 (羅 13:1), 換句話說, 神是擁有 高的權柄, 世界上

其他的權柄都是從神來的, 目的就是要藉著這權柄的層次(hierachy) 讓神的祝福可以來到祂

所創造的世界. 按照神權柄的次序, 我們只能夠拜神, 不能夠拜天使, 不能夠拜國家, 不能夠

拜大祭司, 不能夠父母, 不能夠拜自己, 只能夠拜神. 

 

I. 我們不能夠拜天使: 

使徒約翰在天上見到大能的天使把許多將來的事情顯給他看, 使徒約翰 “就俯伏在天使腳

前要拜他.” 這位大能的天使馬上就阻止他說, “千萬不可, 我和你並你那些為耶穌做見證的

弟兄同是做僕人的. 你要敬拜神” (啟 19:10). 好的天使, 不管他有多厲害, 他絕對不會要你敬

拜他. 要你敬拜他的天使, 絕對是壞天使. 

 

當以色列人即將進入迦南地的時候, 摩西嚴嚴的警告他們,  

9 你到了耶和華─你 神所賜之地，那些國民所行可憎惡的事，你不可學著

行。 10 你們中間不可有人使兒女經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觀兆的、用法術

的、行邪術的、 11 用迷術的、交鬼的、行巫術的、過陰的。 12 凡行這些事

的都為耶和華所憎惡；因那些國民行這可憎惡的事，所以耶和華─你的神

將他們從你面前趕出。 13 你要在耶和華─你的 神面前作完全人。 14 因你

所要趕出的那些國民都聽信觀兆的和占卜的，至於你，耶和華─你的神從

來不許你這樣行。(申 18:9-14) 

9When you enter the land the LORD your God is giving you, do not learn to 

imitate the detestable ways of the nations there. 10Let no one be found 

among you who sacrifices his son or daughter in the fire, who practices 

divination or sorcery, interprets omens, engages in witchcraft, 11or casts 

spells, or who is a medium or spiritist or who consults the dead. 12Anyone 

who does these things is detestable to the LORD, and because of these 

detestable practices the LORD your God will drive out those nations before 

you. 13You must be blameless before the LORD your God. 14The nations 

you will dispossess listen to those who practice sorcery or divination. But as 

for you, the LORD your God has not permitted you to do so.   (Deut 18:9-14) 

這裡面所說的使兒女經火, 占卜, 觀兆, 用法術, 行邪術, 用迷術, 交鬼, 行巫術, 過陰的. 這些

都和敬拜天使有關. 而這些天使都是墮落的壞天使. 他們的問題呢? 

 

1. 壞天使沒有能力真正的祝福你, 不能賜給你平安. 他們所能給你的是降災禍, 降咒詛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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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上說, 

 

44 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你們父的私慾你們偏要行。他從起初是殺人

的，不守真理，因他心裡沒有真理。他說謊是出於自己；因他本來是說謊

的，也是說謊之人的父。   (約 8:44) 

44You belong to your father, the devil, and you want to carry out your 

father's desire. He was a murderer from the beginning, not holding to the 

truth, for there is no truth in him. When he lies, he speaks his native 

language, for he is a liar and the father of lies.   (John 8:44) 

 

10 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羊（或作：人）得

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約 10:10) 

10The thief comes only to steal and kill and destroy; I have come that they 

may have life, and have it to the full.   (John 10:10) 

 

2. 聖經上說, 壞天使沒有掌管控制明天的能力: 

 

耶和華對假神說, . . . “要說明後來的事, 好叫我們知道你們是神. 你們或降福, 

或降禍, 使我們驚奇, 一同觀看.” (賽 41:21, 23). 

21"Present your case," says the LORD. "Set forth your arguments," says 

Jacob's King. 22"Bring in your idols to tell us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Tell 

us what the former things were, so that we may consider them and know 

their final outcome. Or declare to us the things to come, 23tell us what the 

future holds, so we may know that you are gods. Do something, whether good 

or bad, so that we will be dismayed and filled with fear.   (Isa 41:21-23) 

 

所以你會發現, 當你去找假神的時候, 常碰到的就是 “你要花錢消災, 所以下個月這個厄

運不會臨到你的身上.” 他怎麼知道下個月會有厄運臨到你呢? 他不知道啦, 但是他可以在

下個月, 讓厄運臨到你的身上. 這樣你懂不懂. 你為什麼要去找通靈的人, 然後再去花錢消災

呢? 未免太笨了吧! 

 

II. 我們不能夠拜國家 

國家主義就是今天許多政府用來掌控人民的一個工具. 神的心意要把福音傳給 “各國各族

各方各民/every nation, tribe, language and people”, 讓他們能夠來到神的面前 (啟 5:9; 7:9; 

11:9; 14:6). 所以耶穌要我們 “使萬民作主的門徒”. 但是今天我們強調的是一個 “大中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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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以前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 以及 近的的書《中國可以說不》都是訴諸民族主

義, 為了大民族, 許多的人權, 對人的尊重, 都可以拋到一邊去, 假裝沒有看到. 這是很危險的

一件事. 這種民族主義, 可以讓你併吞小的民族, 而不覺得有罪惡感, 或者讓你有民族優越感, 

而至於沒有辦法用謙卑的方式, 把神的愛傳給那些文化上面比較沒有開化的民族. 

 

我們移民來美國的人, 在進入美國這個社會裡面的時候, 常常會在意人家有沒有

discrimination. 但是假使你能夠很公平的把衡量美國人的標準, 用來在衡量中國人身上, 那麼

你可能會發現, 中國人實際上是 有民族偏見的人之一. 在台灣出生, 在台灣成長, 還是不願

意稱自己是台灣人. 來到了美國, 住在這裡一段時間了, 還是稱美國人為 “外國人/老外”, 我

真的不知道, 誰是外國人. 在美國, 只有美國人和外國人. 

 

III. 我們不能夠拜教會 

這個聽起來有一點奇怪, 我們怎麼會去拜教會呢? 在小教會裡面你比較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等到將來教會大了, 到了幾千人, 甚至上萬人, 那個時候, 教會很有可能有了傳統, 有了不可

改變的方式, 那個時候我們就要知道要 “單單敬拜神”. 

 

使徒行傳第三章記載彼得和約翰醫治了一個生來瘸腿的人, 結果被大祭司和公會抓去審判, 

叫他們不能夠再奉耶穌的名講論. 大祭司是代表當時信仰真神的宗教界(也就是後來的猶太

教), 成為逼迫聖徒的力量. 宗教改革的時候, 也是一樣, 教會(後來稱為天主教)成為逼迫信徒

的力量. 彼得和約翰的回答是, “聽從你們不聽從神. 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 你們自己酌量

吧. 我們所看見所聽見的不能不說” (徒 4:19, 20). 19But Peter and John replied, "Judge for 

yourselves whether it is right in God's sight to obey you rather than God. 20For we cannot 

help speaking about what we have seen and heard." (Acts 4:19-20). 

 

教會成長到了一個地步, 可能有足夠的力量可以建立一個快樂的小社區, 這個時候可能就是

在地上如同在天上的樂園, 我們不願意把教會對外面有需要的人打開. 若果這樣的情形發生

的話, 那就是我們要小心的時候了. 我們等於把耶穌拯救罪人的教導, 放在我們有好的基督

徒的 fellowship, 有好的天上的敬拜放在當中, 忘了我們在地上是要作光, 作鹽的. 教會變成

了一個大的鹽罐子, 讓所有的鹽在裡面彼此取暖. 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想一想, 耶穌寧可讓耶路撒冷的教會受到大逼迫, 所以使門徒分散在猶太和撒瑪利亞各處

(徒 8:1), 你就可以知道神的心了. 

 

從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會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門徒都分散在猶太

和撒瑪利亞各處。   (徒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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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at day a great persecution broke out against the church at Jerusalem, 

and all except the apostles were scattered throughout Judea and Samaria.   

(Acts 8:1) 

 

IV. 我們不能夠拜父母 

十誡中的第五誡是, “當孝敬父母”(出 20:12). 神很清楚的要我們善待我們的父母, 他們老的

時候, 供應他們的需要. 因為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神使我們做兒女的可以得福, 在世長壽. 

(弗 6:2,3)  "Honor your father and mother"--which is the first commandment with a 

promise-- 3"that it may go well with you and that you may enjoy long life on the earth."   

(Eph 6:1-3) 

 

但是不是要我們敬拜我們的父母. 主耶穌說,  

 

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愛兒女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

徒；   (太 10:37) 

Anyone who loves his father or mother more than me is not worthy of me; 

anyone who loves his son or daughter more than me is not worthy of me;   

(Matt 10:37) 

 

你必須把神放得比你的父母位置還要高, 所以當主說, “人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聯合, 二人成

為一體.” 這個時候, 你才可能割捨與父母的關係, 而重新建立與配偶親密的關係. 也是只有

你和太太真正建立親密一體的關係, 這個時候, 你才可能真正的一起來孝敬你的父母. 

 

父母生前不能夠拜他們, 死後, 更不能夠拜他們. 

 

V. 我們不能夠拜自己 

我怎麼可能拜自己呢? 其實 清楚不過的例子, 就是中國的皇帝, 每個人見到他都要跪拜他, 

他要人死, 人不能不死. 日本以前的天皇, 也是有神的位置. 在日本人的心目中, 天皇怎麼說, 

就是他們所要遵守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日本天皇 Hirohito, 下詔宣告, 他不是 sun 

goddess Amaterasu. 的後代. 這是我們除掉世界上這些真人假神的過程, 但是這個問題其實

不祇是在皇帝的心中而已, 其實每一個人都想要作神. 想要自己定奪自己的未來, 想要定奪

自己的成就, 主耶穌說的一句話,  

 

凡不背著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門徒。   (路 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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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nyone who does not carry his cross and follow me cannot be my 

disciple.   (Luke 14:27) 

 

從我信主的那一天, 我就有了一個很大的爭戰. 我要不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主耶穌. 

父母辛辛苦苦把我養大, 我是他們唯一的男孩. 是理當要承繼家族的名份的, 是理當要孝敬

父母的, 是理當要作一番大事業來光宗耀祖的. 我又是在一生求學的過程裡面都是名列前矛. 

是班上, 是學校 優秀的學生之一. 我也是要作一番大事業來施展自己的長才. 但是有一個

很大的相反方向的拉力/pull, 神要我把這些都放掉. 神要我以他的福音為念, 以許許多多沒

有信主的人的靈魂為念. 換句話說, 神要我把自己釘在十字架上. 或者就是說, “背起自己的

十字架來跟從耶穌”. 這在我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首先就是一半一半的跟隨, 我去念神學院, 但是靠自己的職業工程師的身分來養活自

己. 在 Dallas 大興土木的那幾年之中, 神卻讓我找不到一份工程師的工作. 我只能夠去幫人

家除草, 我的老闆十次改我的工價, 越改越少. 我去 lawyers library 作 update legal journal 的

工作, 作到眼睛疲累, 淚流滿面. 這個時候神讓我看到  

 

少壯獅子還缺食忍餓，但尋求耶和華的甚麼好處都不缺。   (詩 34:10) 

The lions may grow weak and hungry, but those who seek the LORD lack no 

good thing.   (Ps 34:10)  

 

後來, 我答應了, 但是跟神說, 至少讓我的父親信主, 所以他可以了解為什麼我要信耶穌, 為

什麼我要出來事奉主耶穌. 但是我越禱告, 我的父親離開主耶穌的十字架越遠. 到 後我只

好順服了, 主我沒有條件投降, 你是神, 你說什麼, 是什麼. 

 

我才慢慢的順服了下來. 也是我的順服, 才能夠今天沒有任何反顧的來服事神, 也是如此把

自己從自己的寶座上面下來, 今天我 

 

1. 能夠充滿信心的來服事神. 

2. 沒有承接我的祖宗的各樣的偶像和祖宗牌位, 都到他們本來應該去的地方. 

3. 教導許多的學生來作神的工作 

4. 自己傳福音帶人信主, 也幫助訓練許多人來作傳福音帶人信主的工作. 

5. 讓我的祖母, 還有我的父母真能夠信主, 得到永生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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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除了三位一體的真神以外, 我們不能夠有別的神. 神乃是我們人生中 高的權柄來源. 是我

們唯一敬拜的對象. 我們 

不能夠敬拜天使, 所以我們不會受到壞天使的破壞 

不能夠敬拜國家, 所以我們可以讓各個民族來到神的面前 

不能夠敬拜宗教, 所以我們可以幫忙來洗淨他的教會, 成為沒有玷污皺紋等類的病 

不能夠敬拜父母, 所以我們可以讓父母得到神的祝福 

不能夠敬拜自己, 所以我們的生命可以真正得到 full potential/發展出全然的潛能. 

 

只有這樣, 我們才不至於被誤導入人生的歧途, 我們才能夠活出一個真正豐盛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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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Amendment 

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or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 or abridging the freedom of speech, or of the press; or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peaceably to assemble, and to petition the Government for a redress of grievances. 

 

議題 3: 美國憲法是否強調 “政教分離”? 你對於學校內不允許聖經的教導, 不得禱告的看法

為何? 

當時的原因:  Anglican High Church persecute low churches.  It is for the religion freedom (or 

more precisely the free and different expression of worshipping the same God that the pilgrims 

sought after the land of freedom).  This first amendment is written with the presupposition that 

all men are under the triune God. 

 

They probably should have stated that this country is under the authority of the God of the Bible. 

Then 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or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  When God is above the country, then the country cannot outst the expression of 

worship to the God of the B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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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 though the language was not there, it is amply evident still that all the mottos inscribed in 

the federal buildings of Washington D.C., and the national anthem and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t, all the founding document points to the Christian God as the supreme authority of 

this land. 

 

 

神權君權人權(I) 

王下 1:1-17 

 

 

I. 神權高於君權 

 

在列王紀下第一章給我們看到一個與神抗爭的王權. 所羅門死後, 以色列國分為南北兩國, 

南國稱為猶大, 北國稱為以色列. 猶大國和以色列國都是神的選民, 都當以耶和華為神, 單單

敬拜事奉耶和華. 列王紀下第一章給我們看到一個敵擋神, 公然與神作對的王, 他的名字叫

作亞哈謝. 

 

亞哈謝有一天在撒瑪利亞的王宮裡面從欄杆上掉下來, 就受傷生病躺在床上了. 於是他有一

個很大的願望就是要從床上下來. 王就派他的部下到非利士人的大城以革倫去問非利士人

的神巴力西卜(originally Baal-Zebul, Lord the Prince, deliberately changed by the Israelites to 

Baal-Zebub, Lord of the flies 巴力西卜本來是巴力西僕, “太子爺”的意思, 以色列人故意稍微

改了一下, 叫巴力西卜, “蒼蠅王”的意思). 於是亞哈謝的部下就出門前往非利士地尋求蒼蠅

王的旨意, 看亞哈謝能不能好, 能不能從床上下來. 

 

這個時候, 神就派祂的大先知以利亞去回答亞哈謝的問題, 亞哈謝的僕人才出城不遠, 以利

亞就迎著他們的面走來, 闢頭就指出亞哈謝的罪, 亞哈謝身為以色列王, 本應為人民的表率, 

卻不尊榮耶和華, 反而去求問蒼蠅王, 因此神給他的審判, 乃是指出 “亞哈謝必定不能下來

所躺上去的床”—“亞哈謝必定死在床上” (王下 1:4). 

 

當亞哈謝問清楚給他信息的人就是從提斯比來的以利亞之後, 他知道他所面對的是耶和華

以色列的神. 若果是其他的先知, 信息還有可能有真有假, 但是以利亞, 這信息可真是道道地

地的從神而來. 有許多先知, 像他的父親亞哈王在朝廷上所養的四百個先知, 他們所傳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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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是為要聽話的人特別製作的, 講的是王喜歡聽的. 但是這位身穿駱駝毛的衣服, 腰束皮帶

的先知, 對於人間的細麻布的衣服沒有特別的愛好, 甚至吃的也是蝗蟲野蜜, 對於人間的美

食也不特別的追求. 

 

這個時候, 亞哈謝有兩種選擇: (1)是在先知面前認罪悔改, 尋求耶和華的赦免, 甚至更進一

步的尋求耶和華的醫治. (2)是挑戰耶和華的權柄, 不認為耶和華能夠做得到. 公然向他的權

柄挑戰. 亞哈謝選擇了後者. 公然向神挑戰, 他的做法呢? 就是派兵去抓傳耶和華話語的以

利亞. 

 

亞哈謝派出超過以利亞 50 倍的人力去逮捕這位神的僕人. 當第一位五十夫長來到以利亞那

裡的時候, 以利亞正坐在一個小山丘的山頂上. 這位五十夫長對以利亞喊叫說, “神人哪, 王

要你下來!”(王下 1:9). 以利亞回答道, “你要‘下來’, 那麼假使我真的是你所說的 ‘神人’ 的話, 

願火從天上‘下來’ (王下 1:10), 於是馬上有火從天上 ‘下來’ 燒滅了五十夫長和他所率領的

五十個軍人.  

 

亞哈謝沒有學到這個功課, 再度以超過先知以利亞 50 倍的兵力去逮捕這位神的僕人. 第二

個五十夫長更大膽, 他來到先知的面前的時候, 對著這位坐在山丘頂上的神的僕人說, “神人

哪, 王吩咐你快快下來” (王下 1:11)! 若果照希伯來文直譯的話, 第二位五十夫長對先知是這

樣說, “神人哪! 王如此說, “從山上給我下來!” (Thus saith the king, “come down from the 

mountain”), 這位五十夫長所用的口語, “Thus saith the king” %l,M,Þh; rm:ïa'-hKo) , 是仿照先知們

所慣用的口語, hw"+hy> rm:åa' hKoß “Thus saith the LORD” (參王下 1:16). 聖經上有 430 個地方, 每

一次當先知對百姓, 對君王傳達神的信息時, 都是這樣說 “耶和華如此說”. 這就像古代宣讀

皇帝的聖旨時, 先大喊: “聖旨”, 然後大臣跪下後, 再宣讀聖旨. 這第二位五十夫長等於是把

君王亞哈謝的命令提高到和神的旨意相等的地位. 

 

這第二位五十夫長等於是認為王的命令像神的命令一樣. 但是這個王所傳達的旨意是公然

與神為敵的. 於是以利亞同樣的回答: “我若是神人, 願火從天上降下來, 燒滅你和你那五十

人.” 天上馬上降下火來燒滅了這五十一個人. 

 

亞哈謝還是沒有學到這個功課, 第三次以超過先知以利亞五十倍的人力去逮捕神的僕人. 但

是亞哈謝所派去的這第三個五十夫長已經清楚的看到了這個權柄的高低次序了. 他一來到

先知以利亞的面前就雙膝跪了下來, 哀求神的僕人說, “求你可憐我們的命, 不要讓我們死在

你的面前.” (王下 1:13-14). 耶和華的使者, 就對以利亞說, 你同他去見亞哈謝王, 並不要怕他

(王下 1:15). 來到王的面前, 以利亞再一次指出, 亞哈謝身為以色列王不求問耶和華, 卻去求

問巴力西卜這位蒼蠅王, 因此, “你必不能從床上下來, 你必定要死.” (王下 1:16). 亞哈謝王

果然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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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根（Leitwort）的重複 

希伯來字主要是由三個字母組成的。我們叫這三個字母為字根 (triliteral roots), 其他的詞形

變化或詞尾變化都是從這三個字根而來。(舉例: paradigm of dqP ) . 這種系統允許許多彈

性的重複用字。1Martin Buber 及 Franz Rosenzweig在翻譯德文聖經時，辨認出聖經散文中

有許多這種作者故意使用的重複字。他們稱這種文學傳統為 “字根的重複” Leitwort。 

Buber指出： 

 

Leitwort 意指一個字或字根重複出現在一段經文中、或在連續性的經文

中、或在一段經文結構中。若是詳細留意這個重複出現的字或字根，便能

夠解釋或掌握經文的意義，或 起碼其中的意義將能更加顯著地彰顯出

來。這裏所指的重複，不一定只是字詞本身的重複，也可能是字根的重複。

事實上，相同字根的字詞，其不同之處通常更加增重複手法的動力。我稱之

為『動力』（“dynamic”），因為當我們將相關但不同發音的字放在一塊兒

時，會產生一種動感（movement）：若我們想像整個經文在我們面前排列

展開，我們可以感受到這些相同字根的字與字之間互動的波浪。經文這種

從內部湧出來的韻律，乃是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重要表達手法。2 

 

列王紀下第一章的這一個重複出現的字根就是 （dr;y" =“come down”; 出現於第 4, 6, 9, 10, 

10, 11, 12, 12, 14, 15, 15, 16 節）我們中文翻譯為「下來/下去」。若將這 12 個 dr;y" 重複出

現的經文加以口語化，則這一章的神權和君權相互衝突, 以及神權是高高在上, 君王來到神

的面前必須臣服, 任何和神抵擋的權柄都必站立不住的信息就清清楚楚的顯露出來了： 

 

以利亞對亞哈謝說：「耶和華如此說：『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王下 

1:4, 6） 

 

第一個五十夫長對以利亞說：「王吩咐你下來！」（王下 1:9） 

 

以利亞說：「願火從天上降下來！」（王下 1:10） 

 

                                                 
1 Alter,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  92. 

2 Alter,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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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有火從天上降下來，燒滅五十夫長和他那五十人。（王下 1:10） 

 

第二個五十夫長對以利亞說：「神人哪，王吩咐你快快下來！」（王下 

1:11） 

以利亞說：「願火從天上降下來！」（王下 1:12） 

 

於是有火從天上降下來，燒滅五十夫長和他那五十人。（王下 1:12） 

 

第三個五十夫長哀求饒命：「已經有火從天上降下來；現在願我的性命在

你眼前看為寶貴。」（王下 1:14） 

 

耶和華的使者對以利亞說：「你同著他下去。」 

 

以利亞起來，同著第三個五十夫長下去見王（王下 1:15） 

 

以利亞對王說：「耶和華如此說：『你必不下所上的床！』」亞哈謝果然

死了。（王下 1:16） 

 

世界上沒有一個政權可以否認神, 逼迫神的子民而能夠存在的. 羅馬帝國的歷史就是這樣的

一個明證. 過去否認神的存在, 大力逼迫殺害基督徒的蘇聯共產主義已經不復存在, 但是基

督教在許多俄國人的心中依然活生生有力的存在. 台灣過去的政權不承認基督教的神學院, 

今天這樣的政權已經替換, 新的政權很有智慧的趕快承認訓練神的話語的學校. 美國在短短

的兩百年之中可以從一個英國的殖民地成為世界上第一等的強國, 就是因為開國的先聖先

賢們把立國的根本建立在神的主權之下. “One nation under God.” 所以神祝福他們.  正如詩

篇 33:12, 詩人所說的, “以耶和華為神的，那國是有福的！” 今天一大批美國的敗家子, 堅

持要把神從每一個公眾的場合, 從學校, 從法院, 從政府所有的印章, 公文, 若他們成功把神

從任何公眾的場合挪走. 教會再失去對社會的影響力, 那麼, 美國這個國家將不復成為世上

人人羨慕的強國. 

 

曹永杉弟兄分享從迎佛牙到成為基督徒. 西藏的高僧(佛祖有四顆牙齒, 一顆在北京, 一顆在

西藏, 廟保不住了, 高僧決定把它給台灣) 把佛牙給台灣是台灣人的驕傲, 因為台灣有能力

來照顧這個寶. 但是台灣人接受這個佛牙則是台灣人的愚笨. 想當初西藏可以保有這顆佛牙, 

必是西藏在當時像台灣今天一樣, 也是當時富有強大的一個國家. 但是這個牙齒很明顯的沒

有保護西藏, 反而把西藏吃得精光. 我們還接受這樣的一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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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若神權和君權發生衝突的時候, 我們應該順從神而不順從人. 

新約裡面很清楚的繼續教導我們神權是高於君權的. 當君權和神權發生衝突的時候, 我們該

當順服神而不是順從治理的人. 當彼得和約翰宣講耶穌復活的道理, 神用神蹟奇事應證他們

的道理, 耶路撒冷有許許多多的人都接受了耶穌基督的救恩. 這個時候治理耶路撒冷的大祭

司和官府的官員們恐嚇彼得和約翰, 命令他們不可奉耶穌的名講論教訓人. 彼得和約和的回

答乃是, “聽從你們不聽從神, 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們自己酌量罷”(徒 4:19). 於是使徒

們繼續傳揚主的福音, 導致大祭司和撒都該人將使徒們抓起來關在監牢裡面 (徒 5:18). 

 

但是神派天使打開牢房, 將他們領了出來, 並且要他們回到聖殿裡面, 再次公然宣講神的福

音 (徒 5:19,20). 大祭司再次把他們帶到公會面前, 再次嚴嚴的禁止他們不可奉耶穌基督的

名來傳道. 彼得和眾使徒回答乃是, “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徒 5:29). 

 

我們需要禱告讓我們所在的國家不會發生君權和神權衝突的事情. 很清楚的我們必須站在

神的這一邊, 但是同時非常可能也必須要為我們的信仰付上代價. 

 

 

 

神權君權人權 (II)  

羅馬書 13:1-7 

 

當我信主後不久, 讀到羅馬書 13:1-7 的時候, 第一次想到假使神不要我們抗拒掌權的人, 那

麼孫中山先生的國民革命是不是就不合乎聖經了? 來到美國之後, 知道美國也是獨立戰爭

敵擋英國政府的權柄, 因而成立了美利堅合眾國. 那麼他們在獨立戰爭這一件事情上是不是

也是違反聖經的教導? 那麼假使他們違反了聖經的教導, 為什麼神又這麼樣的祝福這個國

家.  我相信我的問題也是許多認真研讀聖經的學生的問題. 

 

 

[羅 13:1- 7] 

[1]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

的。[2]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3]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

的懼怕，乃是叫作惡的懼怕。你願意不懼怕掌權的嗎？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稱讚；[4]

因為他是神的用人，是與你有益的。你若作惡，卻當懼怕；因為他不是空空的佩劍，他

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罰那作惡的。[5]所以你們必須順服，不但是因為刑罰，也是

因為良心。[6]你們納糧，也為這個緣故；因他們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這事。[7]凡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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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得的，就給他。當得糧的，給他納糧；當得稅的，給他上稅；當懼怕的，懼怕他；當

恭敬的，恭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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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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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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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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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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When, in the course of human events, it becomes necessary for one people to dissolve the 

political bands which have connected them with another, and to assume among the powers of the 

earth, the separate and equal station to which the laws of nature and of nature's God entitle them, 

a decent respect to the opinions of mankind requires that they should declare the causes which 

impel them to the separation.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That to secure these rights, governments are instituted among men, deriving their just 

powers from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That whenever any form of government becomes 

destructive to these ends, it is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alter or to abolish it, and to institute new 

government, laying its foundation on such principles and organizing its powers in such form, as 

to them shall seem most likely to effect their safety and happiness. Prudence, indeed, will dictate 

that governments long established should not be changed for light and transient causes; and 

accordingly all experience hath shown that mankind are more disposed to suffer, while evils are 

sufferable, than to right themselves by abolishing the forms to which they are accustomed. But 

when a long train of abuses and usurpations, pursuing invariably the same object evinces a 

design to reduce them under absolute despotism, it is their right, it is their duty, to throw off such 

government, and to provide new guards for their future security. --Such has been the patient 

sufferance of these colonies; and such is now the necessity which constrains them to alter their 

former systems of government. The history of the present King of Great Britain is a history of 

repeated injuries and usurpations, all having in direct object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bsolute 

tyranny over these states. To prove this, let facts be submitted to a candid world.  

He has refused his assent to laws, the most wholesome and necessary for the public good.  

He has forbidden his governors to pass laws of immediate and pressing importance, unless 

suspended in their operation till his assent should be obtained; and when so suspended, he has 

utterly neglected to attend to them.  

He has refused to pass other laws for the accommodation of large districts of people, unless those 

people would relinquish the right of representation in the legislature, a right inestimable to them 

and formidable to tyrants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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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has called together legislative bodies at places unusual, uncomfortable, and distant from the 

depository of their public records,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fatiguing them into compliance with 

his measures.  

He has dissolved representative houses repeatedly, for opposing with manly firmness his 

invasions on the rights of the people.  

He has refused for a long time, after such dissolutions, to cause others to be elected; whereby the 

legislative powers, incapable of annihilation, have returned to the people at large for their 

exercise; the state remaining in the meantime exposed to all the dangers of invasion from without, 

and convulsions within.  

He has endeavored to prevent the population of these states; for that purpose obstructing the laws 

for naturalization of foreigners; refusing to pass others to encourage their migration hither, and 

raising the conditions of new appropriations of lands.  

He has obstructed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by refusing his assent to laws for establishing 

judiciary powers.  

He has made judges dependent on his will alone, for the tenure of their offices, and the amount 

and payment of their salaries.  

He has erected a multitude of new offices, and sent hither swarms of officers to harass our people, 

and eat out their substance.  

He has kept among us, in times of peace, standing armies without the consent of our legislature.  

He has affected to render the military independent of and superior to civil power.  

He has combined with others to subject us to a jurisdiction foreign to our constitution, and 

unacknowledged by our laws; giving his assent to their acts of pretended legislation:  

For quartering large bodies of armed troops among us:  

For protecting them, by mock trial, from punishment for any murders which they should commit 

on the inhabitants of these states:  

For cutting off our trade with all parts of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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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mposing taxes on us without our consent:  

For depriving us in many cases, of the benefits of trial by jury:  

For transporting us beyond seas to be tried for pretended offenses:  

For abolishing the free system of English laws in a neighboring province, establishing therein an 

arbitrary government, and enlarging its boundaries so as to render it at once an example and fit 

instrument for introducing the same absolute rule in these colonies:  

For taking away our charters, abolishing our most valuable laws, and altering fundamentally the 

forms of our governments:  

For suspending our own legislatures, and declaring themselves invested with power to legislate 

for us in all cases whatsoever.  

He has abdicated government here, by declaring us out of his protection and waging war against 

us.  

He has plundered our seas, ravaged our coasts, burned our towns, and destroyed the lives of our 

people.  

He is at this time transporting large armies of foreign mercenaries to complete the works of death, 

desolation and tyranny, already begun with circumstances of cruelty and perfidy scarcely 

paralleled in the most barbarous ages, and totally unworthy the head of a civilized nation.  

He has constrained our fellow citizens taken captive on the high seas to bear arms against their 

country, to become the executioners of their friends and brethren, or to fall themselves by their 

hands.  

He has excited domestic insurrections amongst us, and has endeavored to bring on the 

inhabitants of our frontiers, the merciless Indian savages, whose known rule of warfare, is 

undistinguished destruction of all ages, sexes and conditions.  

In every stage of these oppressions we have petitioned for redress in the most humble terms: our 

repeated petitions have been answered only by repeated injury. A prince, whose character is thus 

marked by every act which may define a tyrant, is unfit to be the ruler of a fre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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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 have we been wanting in attention to our British brethren. We have warned them from time 

to time of attempts by their legislature to extend an unwarrantable jurisdiction over us. We have 

reminded them of the circumstances of our e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here. We have appealed to 

their native justice and magnanimity, and we have conjured them by the ties of our common 

kindred to disavow these usurpations, which, would inevitably interrupt our connections and 

correspondence. They too have been deaf to the voice of justice and of consanguinity. We must, 

therefore, acquiesce in the necessity, which denounces our separation, and hold them, as we hold 

the rest of mankind, enemies in war, in peace friends.  

We, therefo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General Congress, 

assembled, appealing to the Supreme Judge of the world for the rectitude of our intentions, do, in 

the name, and by the authority of the good people of these colonies, solemnly publish and 

declare, that these united colonies are, and of right ought to be free and independent states; that 

they are absolved from all allegiance to the British Crown, and that all politic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m and the state of Great Britain, is and ought to be totally dissolved; and that as free 

and independent states, they have full power to levy war, conclude peace, contract alliances, 

establish commerce, and to do all other acts and things which independent states may of right do. 

And for the support of this declaration, with a firm reliance on the protection of Divine 

Providence, we mutually pledge to each other our lives, our fortunes and our sacred honor.  

New Hampshire: Josiah Bartlett, William Whipple, Matthew Thornton  

Massachusetts: John Hancock, Samual Adams, John Adams, Robert Treat Paine, Elbridge Gerry  

Rhode Island: Stephen Hopkins, William Ellery  

Connecticut: Roger Sherman, Samuel Huntington, William Williams, Oliver Wolcott  

New York: William Floyd, Philip Livingston, Francis Lewis, Lewis Morris  

New Jersey: Richard Stockton, John Witherspoon, Francis Hopkinson, John Hart, Abraham 

Clark  

Pennsylvania: Robert Morris, Benjamin Rush, Benjamin Franklin, John Morton, George Clymer, 

James Smith, George Taylor, James Wilson, George Ross  

Delaware: Caesar Rodney, George Read, Thomas McKean  



2/17/2015, BOLTS-na 第一誡 張玉明牧師, 63 

Maryland: Samuel Chase, William Paca, Thomas Stone, Charles Carroll of Carrollton  

Virginia: George Wythe, Richard Henry Lee, Thomas Jefferson, Benjamin Harrison, Thomas 

Nelson, Jr., Francis Lightfoot Lee, Carter Braxton  

North Carolina: William Hooper, Joseph Hewes, John Penn  

South Carolina: Edward Rutledge, Thomas Heyward, Jr., Thomas Lynch, Jr., Arthur Middleton  

Georgia: Button Gwinnett, Lyman Hall, George Walton  

Source: The Pennsylvania Packet, July 8, 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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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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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允許人有為自己被殺的親人報仇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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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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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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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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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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政府的權柄是由接受統治的人民同意後產生的. 

聖經上給我們看到立王, 王的權柄的產生, 就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1. 撒母耳記下 5:1-3 以色列的長老和大衛在希伯崙立約然後擁戴大衛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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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列王記下 11:17 有兩個約, 第一個是王和民與耶和華所立的約, 是有關敬虔的事, 也

是強調所有的權力是從神而來的. 第二個是王和民所立的約, 人民同意給約阿施作王, 受他

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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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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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權柄 終都是從神而來, 而政府的權柄又是經過人民同意後產生的, 那麼政府的統治人

就必須要按神的公義來審判來治理, 並且擁有政權的人和百姓同樣在同一的法律之下生活. 

所以申命記 16:18-19 要求治理的人要按照公義來審判來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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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母耳記上 12:24 指出王和百姓同樣在耶和華的律法下面, 因此要求王和百姓都要敬畏耶

和華,若繼續作惡, 則 12:25 說人民和王都要一同滅亡. 

 

[14]你們若敬畏耶和華，事奉他，聽從他的話，不違背他的命令，你們和治

理你們的王也都順從耶和華你們的神就好了。[15]倘若不聽從耶和華的話，

違背他的命令，耶和華的手必攻擊你們，像從前攻擊你們列祖一樣。 

 

C. 若是有暴政可不可以革命? 

 

第 7 世紀 

Interposition(權柄介入/插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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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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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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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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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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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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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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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 (1690). 

 

第 18 世紀 

所以, 美國獨立宣言(1776)裡面在列舉了英王 26 條罪狀以後, 強調的是英王喬治三世已經

失掉了治理的地位, 那麼美利堅殖民地這十三州的代表都是在英王下面合法的代表. 現在這

些代表站在法律這邊, 代表美洲的人民要來置換美洲的治理人, 另立合適的治理人. 他們聯

合簽署下宣告了獨立. 讓世界知道, 這不是一個暴民的暴動, 而是按照教會的神學傳統所採

取的合法行動.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神學根基深厚的國家, 也為什麼看到這個國家的蒙福. 

 

 

III. 應用 

A. 台灣 

很清楚的台灣的政治前途是在台灣人民自己的手上. 天賦人權, 不是任何政權, 或任何國家

給台灣人民的權柄, 也沒有人可以從他們的手上拿走, 除非他們自己願意. 他們願意把這個

權柄交給台灣的政府治理, 那麼他們就是台灣國, 他們願意把這權柄交給共產黨, 那麼他們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但是跟著決定而來的就是要願意為這個決定付上代價. 美國獨立戰爭

的時候, 按照聖經的原則, 他們依賴聖經的神來建國. 台灣有神賦予的權柄, 但是台灣人認識

真神的實在太少了, 又有多少人曉得來到神的面前祈求神的幫助呢? 對台灣的宣教事工繼

續是我們不可放鬆的工作. 

 

B. 西藏 

西藏基本上在佛教的影響下, 老百姓大多是在佛法的矇騙之下. 當初他們不抵抗的政策已經

失掉了表達他們心願的機會. 共產黨很厲害的是大量移入漢人.  

毛澤東時代, 西藏沒有什麼漢人. 

1990 年時候, 中國的人口普查上說, 西藏的總人口 2.2million 之中有 8 萬個中國人, 約占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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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共產黨耗資 23 億 6 千萬美元建造通西藏的鐵路, 大量移入漢人. 

目前世界人權組織轉載西藏流亡政府的說法, 在西藏有 6 百萬的藏族, 但是已經有 7 百五十

萬漢人住在當中. 若果西藏流亡政府所說屬實的話, 則他們已經失掉了人民表達獨立的機會

了. 

 

結論 

 

神權 > 人權 > 君權 

 

我們有神給的權柄來決定我們的未來, 但是每一個決定都必須付上代價. 

神權 高, 我們必須順服神. 我們傳福音給台灣的鄉親, 也必須傳福音給海峽對岸的人民. 一

個例子: 一個是高幹子弟, 一個是重點大學的博士, 在某一城市信主. 當台灣 921 地震的時候, 

他們說這是因為李登輝倡導兩國論. 於是我講了這一個信息. 他把我的帶子拿回去給一個省

的省主席聽. 省主席聽了以後, 說, 這是什麼地方走私來的東西. 你知道他怎麼回答: “這是聖

經的教導”. 我們的解決的答案在耶穌基督的福音裡面. 

 

 

思想問題: 

美國南北戰爭的時候, 南方宣布獨立, 北方要收歸南方回到 Union. 北方主張廢奴, 南方主張

蓄奴, 北方強調聯邦權力, 南方強調州的權力. 你認為這個戰爭有甚麼法理的基礎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