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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国度：十架道路两个国度：十架道路 彼前二13 - 25

二11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
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

二12 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
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

这两节经文以犹太人被掳的旧约历史为背景，

提出了「两个国度」的真理：

 基督徒既然属于上帝那眼不能见的国度，

那我们在地上国度就成为客旅 是寄居的那我们在地上国度就成为客旅、是寄居的

 然而我们也不可以忘记这是天父世界，

所以既不属这世界 却又进入这世界所以既不属这世界、却又进入这世界，

基督徒应该是入世却不属世，In but not of the world
彼得说：我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 藉此归荣耀给神彼得说：我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藉此归荣耀给神，

11 – 12 所奠定的是「两个国度」的信仰原则。

这个原则如何具体实践呢？就是彼得接下来要教导我们的…
二13 25 基督徒与地上政府的关系应该是怎样二13-25 基督徒与地上政府的关系应该是怎样
三1-700 把「两个国度」的真理落实在婚姻当中

现在华人教会非常喜欢 流行讨论公众神学现在华人教会非常喜欢、流行讨论公众神学，

例如：核电、环保、服贸、两岸、

住房 贫富差距 多元文化住房、贫富差距、多元文化…
而所有公众神学议题到最后，一定无法跳脱

基督徒跟政府的关系、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基督徒跟政府的关系、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继续讲下去之前，

先把这两段经文的结论确定下来：先把这两段经文的结论确定下来：

基督徒在地上要走的一条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
一条不属世的道路 内在的道路条不属世的道路、内在的道路，

 这条道路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

 而是靠着耶和华的灵、效法基督、是靠着耶和华的灵、 法基督、

背主耶稣的十字架

今天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

在于后现代文化 平等主义文化瓦解了在于后现代文化、平等主义文化瓦解了

神所设立的婚姻家庭的伦理关系、社会当中

各种伦理关系 这种解构主义把父子 夫妻 君臣各种伦理关系，这种解构主义把父子、夫妻、君臣…
伦理关系解构掉、又重新定义了。

在这样 个后现代文化的处境当中在这样一个后现代文化的处境当中，

基督徒也有自由可以发动和平的游行活动，

可以利用国家的民主机制试图来阻挡譬如多元成家法案可以利用国家的民主机制试图来阻挡譬如多元成家法案。

圣经并没有禁止这样子的行动，

但是圣经也没有吩咐要采取这样的行动，但是圣经也没有吩咐要采取这样的行动，

所以如果这个是我们个人的领受，很好，

但是不可以把这样子的领受给绝对化 -但是不可以把这样子的领受给绝对化
因为这不是圣经吩咐要求的。

但是当我们面对婚姻、家庭，逐渐遭到解构的社会处境时，但是当我们面对婚姻、家庭，逐渐遭到解构的社会处境时，

彼得在这些经文里面教导了一条内在的道路…



彼得并没有教导基督徒去改变罗马帝国的法律，

也不是去强迫多元主义的罗马帝国文化也不是去强迫多元主义的罗马帝国文化

接受基督教的一夫一妻制；

彼得教导信徒在这样一个社会文化处境当中彼得教导信徒在这样一个社会文化处境当中，

基督徒应该回归造物主设立婚姻的美意，在婚姻当中

活出基督徒的盼望 藉此来见证基督福音的大能活出基督徒的盼望，藉此来见证基督福音的大能，

这不是靠外在的谋略，基督徒的道路是十字架内在的道路。

基督徒在公众领域当中要面对的另外一个问题基督徒在公众领域当中要面对的另外 个问题

就是基督徒与政府的关系，或者有人会问 -
基督徒跟政府有关系吗？耶路撒冷与雅典有何相干呢？基督徒跟政府有关系吗？耶路撒冷与雅典有何相干呢？

但是彼得既然在 二13-25 如此清楚用这么多篇幅

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把两个国度的真理个 度
落实在基督徒与政府的关系上，

我们就可以确定：避世、离世、
不问政治的态度，是不合圣经的。

彼得在这个议题上的教导…

二13 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
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

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二14 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
二15 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

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
二16 你们虽是自由的，

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作神的仆人。
二17 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
二18 你们作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

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 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

彼得这段经文的教导跟 罗十三 完全吻合 –彼得这段经文的教导跟 罗十三 完全吻合
保罗吩咐罗马的基督徒要顺服在上掌权者，

强调人间一切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

也包括了政府的权柄。

徒廿三 保罗在犹太人的公会受审的时候，

不知道亚拿尼亚是大祭司 在审问的过程里面不知道亚拿尼亚是大祭司，在审问的过程里面

非常愤怒，就称亚拿尼亚是粉饰的墙，

但是他旁边的人指出亚拿尼亚是大祭司但是他旁边的人指出亚拿尼亚是大祭司，

保罗马上就认错了…
5 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5 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

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

保罗那时已经不是法利赛人保罗那时已经不是法利赛人，

 已经不在犹太教的阶级制度里面，

对他而言大祭司已经没有信仰上的权柄了对他而言大祭司已经没有信仰上的权柄了

但大祭司仍然是犹太人的民事官长，

而这个权柄是从神来的，不论这个人而这个权柄是从
在信仰上面如何抵挡基督、抵挡福音，

保罗仍然必须尊重这位官长

所以保罗马上就为自己言语中的不敬向他道歉。

今天台湾这样的民主社会，谁都可以辱骂总统、

政府官员 但这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吗？政府官员，但这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吗？

或许有人会说：民主社会、我不是自由的吗？

二16 你们虽是自由的 却不可借着自由二16 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
遮盖恶毒，总要作神的仆人。

怎么作神的仆人- 就是顺服神 藉由怎么作神的仆人 就是顺服神、藉由

顺服神在世界上所设立的权柄来顺服神。

没有错 基督徒跟教会有责任监督政府没有错，基督徒跟教会有责任监督政府，

甚至有责任以先知的身分，指出政府的错误、不公义。

大英帝国的奴隶制度、交易，因为基督徒的努力而被废止了，大英帝国的奴隶制度、交易，因为基督徒的努力而被废止了，

而当时的基督徒很勇敢地指出帝国的邪恶，

 所以基督徒并不是不可以指出政府的错误、不公义

基督徒甚至在必要的时候需要违抗政府的一些命令…
但是就连在抗命的时候基督徒都应该以尊重的态度

对待政府的权柄，因为这个权柄是从神来的



有学者会说：保罗自己是罗马公民、后来遭到迫害，

还会诉诸罗马的司法权 不断上诉 寻求伸冤还会诉诸罗马的司法权，不断上诉、寻求伸冤，

因为这样，才会吩咐罗马的基督徒要顺服在上掌权者，

 罗十三 在上掌权者 人人都当顺服 罗十三 在上掌权者，人人都当顺服，
并不适用于残忍无道的暴君

但回到 彼前二13-18但回到 彼前二13 18，

这种理论不符合圣经的总原则

许多学者从经文本身 经文之外的文献推论许多学者从经文本身、经文之外的文献推论，

彼得前书写作的背景，正好是罗马帝国最残暴的

尼禄皇帝开始大肆迫害基督徒的年代，尼禄皇帝开始大肆迫害基督徒的年代，

 彼得在 AD64 头下脚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尼禄皇帝为了建造皇宫需要大面积的土地，帝 ，

就焚烧罗马城、烧出一片地，可以盖皇宫，

然后把纵火的罪名推给基督徒，

于是又借机大肆迫害基督徒

学者推论彼得前书就是在这不久之前写的，

那时尼禄已经开始大规模迫害基督徒了那时尼禄已经开始大规模迫害基督徒了。

 同时，犹太人出了一个自称是弥赛亚的

军事领袖 带领以色列人革命 AD66 占据了耶路撒冷军事领袖，带领以色列人革命，AD66 占据了耶路撒冷

 AD70 耶路撒冷就被后来成为皇帝的提多将军彻底毁灭

面对罗马帝国的残暴 犹太教徒的回应是革命面对罗马帝国的残暴，犹太教徒的回应是革命，

但是基督徒完全没有参与这次的革命，

因为彼得教导 - 要敬畏神、尊敬君王，因为彼得教导 要敬畏神、尊敬君王，
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

有权柄的人滥用权柄、他们自己要对神负责，有权柄的人滥用权柄、他们自己要对神负责，

神设立政府是要政府赏善罚恶，

 但假如政府已经是非不分、颠倒善恶、

甚至惨忍无道，我们还要顺服吗？

 假如政府法律要求我们违反上帝在圣经里

所启示的旨意，我们还要顺服政府吗？

在彼得的时代这个问题根本不是个问题…
基督徒受迫害 并不是因为基督徒举兵起义基督徒受迫害，并不是因为基督徒举兵起义、

也不是因为不纳税，基督徒遵守耶稣的吩咐 -

当归给该撒的就归给该撒当归给该撒的就归给该撒，

奉公守法、都是好公民。

基督徒为什么受迫害？基督徒为什么受迫害？

因为罗马帝国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就把罗马皇帝
塑造成神的形像 要所有的人来膜拜凯撒皇帝塑造成神的形像，要所有的人来膜拜凯撒皇帝，

 当时所有的民族都信奉多神宗教，

所以多拜一个神对他们并没有坏处所以多拜 个神对他们并没有坏处

但是犹太人跟基督徒就没有办法顺命了，

犹太人选择了起兵造反犹 人
基督徒选择了十字架的道路，

二19-25 彼得吩咐基督徒要效法基督，
走十字架的道路

二19 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
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

二20 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甚么可夸的呢？
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

二21 你们蒙召原是为此；
我们蒙召就是为了要为义受逼迫，主耶稣说：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形状上与基督联合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形状上与基督联合…
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

给你们留下榜样 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二22 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
二23 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 威 ，

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二24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我们 然在 就得以在义 活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
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

二25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二25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
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彼得引用了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

凡是我们的都成了他的 他的都成为我们的凡是我们的都成了他的、他的都成为我们的，

我们的罪就成了他的罪、他的义

成为我们的义 白白加给我们成为我们的义，白白加给我们。

马丁路德有一篇很有名的讲章：两种义，

基督徒除了白白因信称义得着基督的义以外基督徒除了白白因信称义得着基督的义以外，

这个义还要实践、实行出来，

使我们称义的义是第一种义 活出来的义是第二种义使我们称义的义是第一种义、活出来的义是第二种义，

也就是实行的义，而活出基督的义-
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没有以自己的圣洁、公义为满足，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没有以自己的圣洁、公义为满足，

反而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就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死；

我们与他为敌、我们的罪将他钉在十字架上时，我 与他为敌、我 罪将 钉在十字架 时，

他却为我们受鞭伤、使我们得医治，

我的罪成了他的罪、他的义成了我们的义，
这是何等奇妙的交易！

如果我们效法基督去走十字架的道路，

当我们受迫害时 就应该为迫害我们的人求赦免当我们受迫害时，就应该为迫害我们的人求赦免。
罗马帝国大肆迫害基督徒的时候，

基督徒带着得胜的盼望走进竞技场 走上十字架基督徒带着得胜的盼望走进竞技场、走上十字架，

被刀杀死、被锯锯死、被石头打死…
而他们为迫害他们的人祷告 求赦免。而他们为迫害他们的人祷告、求赦免。

基督徒应该如何面对不公义的政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
公民抗命、或公民不顺命：公民抗命、或公民不顺命：

 当罗马政府要求基督徒拜凯撒的时候，

基督徒不能顺命、只能抗命基督徒不能顺命、只能抗命

同时基督徒用另一种方式顺服政府的权柄，

就是政府的法律规定不拜凯撒就受刑罚，

那么我就选择顺服这个法律，

顺服的方式是：我不拜凯撒、我受刑罚，

我甘愿受刑罚！

但以理书 也记载但以理当年三个朋友，

不肯对尼布甲尼撒王所铸的黄金偶像下拜不肯对尼布甲尼撒王所铸的黄金偶像下拜，

而他们还是顺服王的法令 - 他们不下拜，

就让王把他们丢在火窑里面；就让王把他们丢在火窑里面；

这种公民抗命的精神，

它的颠覆性比革命还要更强、更持久。它的颠覆性比革命还要更强、更持久。

最近几年全世界很多的地方的人，

以公民抗命的名义 违反政府的法律以公民抗命的名义、违反政府的法律，

我们要记得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

应该心甘情愿接受政府司法执法权柄的迫害，应该心甘情愿接受政府司法执法权柄的迫害，

因为公民抗命是一种效法基督自我牺牲的精神。

就连印度国父甘地这个非基督徒就连印度国父甘地这个非基督徒，

当年进行和平公民抗命的时候，

都用饥饿四十天的行动，都用 饿 十天的行动，

表明自己是在效法基督的精神。

基督徒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拿起武器来对抗暴政呢？

马丁路德说 当残暴的政府要来迫害我们邻舍时马丁路德说：当残暴的政府要来迫害我们邻舍时，

我们为了保护邻舍，要站在弱者这一边与暴政对抗。

这教导的确是符合圣经的这教导的确是符合圣经的。

基督徒如果可以

改变世界 减缓这个世界的败坏改变世界、减缓这个世界的败坏，

为这个没有盼望的世界带来盼望，

为充满假盼望的世界带来真盼望为充满假盼望的世界带来真盼望，

那么只有一条路 - 十字架的道路，

是牺牲的道路、是羔羊的道路。是牺牲的道路、是羔羊的道路。

因为基督徒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不能用属世的手段来行上帝的旨意 不能用属世的手段来行上帝的旨意

 基督徒要怎么来胜过这个世界上的恶，

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手段、什么样的途径呢？应该要用什 样的手段、什 样的途径呢

马丁路德金恩博士当年走的就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



当年美国种族平权运动发展到二十世纪的时候，

有两派 都以黑人为主的有两派，都以黑人为主的…
马丁路德金恩博士带领一群黑人进行种族平权运动，

他有一个梦想 白人跟黑人能够如兄弟一般他有一个梦想：白人跟黑人能够如兄弟一般

另外一个种族平权团体，是以伊斯兰教作为背景，

他们用的是世界的道路他们用的是世界的道路，

进行抗争、用暴力的手段来换取种族平等

1996 有一次美国 3K 党 - 白人至上主义种族歧视团体1996 有 次美国 3K 党 - 白人至上主义种族歧视团体，

在自由主义城市安娜堡举行大游行，

同时就有一个反游行 - 平权主义者也出来，同时就有 个反游行 平权主义者也出来，

结果有一个种族歧视者落单、到了反游行的平权人士当中，

平权人士看到他就开始施以棍棒拳脚，，

这时候有一个十八岁的黑人女生
扑在他的身上为他挡下拳脚，

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十字架的道路！

今天台湾、香港、世界各地的华人基督徒，

都开始面对信仰与文化都开始面对信仰与文化

在公众领域当中的碰撞、矛盾，

我们要怎么样走属天的道路？我们要怎么样走属天的道路？

在属血气的人面前过属灵的生活，

让世人看见我们落在百般试炼中让世人看见我们落在百般试炼中，

都仍然有盼望、有喜乐。

在两个国度中间我们只有一条道路在两个国度中间我们只有 条道路，

就是十字架的道路…
是为义受逼迫的道路、是羔羊的道路、是为义受逼迫的道路、是羔羊的道路、

是为犯罪的邻舍走上十字架的道路、

是为钉死我们的人求赦免的道路，，

而不是拿着石头打死那些犯罪的人。

这条道路在神看是可喜爱的，

这是主的话语，感谢主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