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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兩個國度：十架道路個國度：十架道路 彼前二13 - 25

二11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是客旅，是寄居的。

我勸你們要禁戒肉體的私慾；這私慾是與靈魂爭戰的。

二12 你們在外邦人中，應當品行端正，叫那些

毀謗你們是作惡的，因看見你們的好行為，

便在鑒察的日子歸榮耀給神便在鑒察的日子歸榮耀給神。

這兩節經文以猶太人被擄的舊約歷史為背景，

提出了「兩個國度」的真理：

基督徒既然屬於上帝那眼不能見的國度，

我 在地上國度 成為客旅 是寄那我們在地上國度就成為客旅、是寄居的

然而我們也不可以忘記這是天父世界，

所以既不屬這世界 卻又進入這世界所以既不屬這世界、卻又進入這世界，

基督徒應該是入世卻不屬世，In but not of the world
彼得說：我們在外邦人中應當品行端正、藉此歸榮耀給神，彼得說：我們在外邦人中應當品行端正、藉此歸榮耀給神，

11 – 12所奠定的是「兩個國度」的信仰原則。

這個原則如何具體實踐呢？就是彼得接下來要教導我們的…
二13 25 基督徒與地上政府的關係應該是怎樣二13-25 基督徒與地上政府的關係應該是怎樣

三1-700 把「兩個國度」的真理落實在婚姻當中

現在華人教會非常喜歡 流行討論公眾神學現在華人教會非常喜歡、流行討論公眾神學，

例如：核電、環保、服貿、兩岸、

住房 貧富差距 多元文化住房、貧富差距、多元文化…
而所有公眾神學議題到最後，一定無法跳脫

基督徒跟政府的關係、基督徒的婚姻與家庭。基督徒跟政府的關係、基督徒的婚姻與家庭。

繼續講下去之前，

先把這兩段經文的結論確定下來：先把這兩段經文的結論確定下來：

基督徒在地上要走的一條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 -
一條不屬世的道路、內在的道路，條不屬世的道路 內在的道路，

這條道路不是靠勢力、不是靠才能

而是靠著耶和華的靈、效法基督、而是靠著耶和華的靈 效法基督

背主耶穌的十字架

今天很多社會問題的根源，

在於後現代文化 平等主義文化瓦解了在於後現代文化、平等主義文化瓦解了

神所設立的婚姻家庭的倫理關係、社會當中

各種倫理關係 這種解構主義把父子、夫妻、君臣各種倫理關係，這種解構主義把父子、夫妻、君臣…
倫理關係解構掉、又重新定義了。

在這樣 個後現代文化的處境當中在這樣一個後現代文化的處境當中，

基督徒也有自由可以發動和平的遊行活動，

可以利用國家的民主機制試圖來阻擋譬如多元成家法案。可以利用國家的民主機制試圖來阻擋譬如多元成家法案。

聖經並沒有禁止這樣子的行動，

但是聖經也沒有吩咐要採取這樣的行動，但是聖經也沒有吩咐要採取這樣的行動

所以如果這個是我們個人的領受，很好，

但是不可以把這樣子的領受給絕對化 -但是不可以把這樣子的領受給絕對化

因為這不是聖經吩咐要求的。

但是當我們面對婚姻、家庭，逐漸遭到解構的社會處境時，但是當我們面對婚姻 家庭 逐漸遭到解構的社會處境時

彼得在這些經文裡面教導了一條內在的道路…



彼得並沒有教導基督徒去改變羅馬帝國的法律，

也不是去強迫多元主義的羅馬帝國文化也不是去強迫多元主義的羅馬帝國文化

接受基督教的一夫一妻制；

彼得教導信徒在這樣一個社會文化處境當中，彼得教導信徒在這樣一個社會文化處境當中，

基督徒應該回歸造物主設立婚姻的美意，在婚姻當中

活出基督徒的盼望，藉此來見證基督福音的大能，活出基督徒的盼望，藉此來見證基督福音的大能，

這不是靠外在的謀略，基督徒的道路是十字架內在的道路。

基督徒在公眾領域當中要面對的另外一個問題基督徒在公眾領域當中要面對的另外 個問題

就是基督徒與政府的關係，或者有人會問 -
基督徒跟政府有關係嗎？耶路撒冷與雅典有何相干呢？基督徒跟政府有關係嗎？耶路撒冷與雅典有何相干呢？

但是彼得既然在二13-25如此清楚用這麼多篇幅

來教導我們怎麼樣把兩個國度的真理來教導我們怎麼樣把兩個國度的真

落實在基督徒與政府的關係上，

我們就可以確定：避世、離世、

不問政治的態度，是不合聖經的。

彼得在這個議題上的教導…

二13 你們為主的緣故，要順服

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

或是 派罰惡賞善的臣宰二14 或是君王所派罰惡賞善的臣宰。

二15 因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們行善，

可以堵住那糊塗無知人的口。可以堵住那糊塗無知人的口。

二16 你們雖是自由的，

卻不可藉著自由遮蓋惡毒，總要作神的僕人。

二17 務要尊敬眾人，親愛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

二18 你們作僕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順服主人；

善良溫和的 就 乖僻的 要不但順服那善良溫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順服。

彼得這段經文的教導跟羅十三完全吻合 –彼得這段經文的教導跟羅十三完全吻合

保羅吩咐羅馬的基督徒要順服在上掌權者，

強調人間一切的權柄都是從神來的，

也包括了政府的權柄。

徒廿三保羅在猶太人的公會受審的時候，

不知道亞拿尼亞是大祭司 在審問的過程裡面不知道亞拿尼亞是大祭司，在審問的過程裡面

非常憤怒，就稱亞拿尼亞是粉飾的牆，

但是他旁邊的人指出亞拿尼亞是大祭司，但是他旁邊的人指出亞拿尼亞是大祭司，

保羅馬上就認錯了…
5 保羅說：「弟兄們，我不曉得他是大祭司；5 保羅說： 弟兄們，我不曉得他是大祭司；

經上記著說：『不可毀謗你百姓的官長。』」

保羅那時已經不是法利賽人，保羅那時已經不是法利賽人，

已經不在猶太教的階級制度裡面，

對他而言大祭司已經沒有信仰上的權柄了對他而言大祭司已經沒有信仰上的權柄了

但大祭司仍然是猶太人的民事官長，

而這個權柄是從神來的，不論這個人而這個權柄是從神來的 不論這個人

在信仰上面如何抵擋基督、抵擋福音，

保羅仍然必須尊重這位官長

所以保羅馬上就為自己言語中的不敬向他道歉。

今天台灣這樣的民主社會，誰都可以辱罵總統、

政府官員 但這是基督徒應該有的態度嗎？政府官員，但這是基督徒應該有的態度嗎？

或許有人會說：民主社會、我不是自由的嗎？

二16 你們雖是自由的，卻不可藉著自由二16 你們雖是自由的，卻不可藉著自由

遮蓋惡毒，總要作神的僕人。

怎麼作神的僕人 -就是順服神、藉由怎麼作神的僕人 就是順服神 藉由

順服神在世界上所設立的權柄來順服神。

沒有錯，基督徒跟教會有責任監督政府，沒有錯，基督徒跟教會有責任監督政府，

甚至有責任以先知的身分，指出政府的錯誤、不公義。

大英帝國的奴隸制度、交易，因為基督徒的努力而被廢止了，大英帝國的奴隸制度 交易 因為基督徒的努力而被廢止了

而當時的基督徒很勇敢地指出帝國的邪惡，

所以基督徒並不是不可以指出政府的錯誤、不公義所 基督徒 不是不 指 府的 不 義

基督徒甚至在必要的時候需要違抗政府的一些命令…
但是就連在抗命的時候基督徒都應該以尊重的態度

對待政府的權柄，因為這個權柄是從神來的



有學者會說：保羅自己是羅馬公民、後來遭到迫害，

還會訴諸羅馬的司法權 不斷上訴 尋求伸冤還會訴諸羅馬的司法權，不斷上訴、尋求伸冤，

因為這樣，才會吩咐羅馬的基督徒要順服在上掌權者，

 羅十三在上掌權者，人人都當順服， 羅十三在上掌權者，人人都當順服，

並不適用於殘忍無道的暴君

但回到彼前二13-18，但回到彼前二13 18，

這種理論不符合聖經的總原則

許多學者從經文本身、經文之外的文獻推論，許多學者從經文本身、經文之外的文獻推論，

彼得前書寫作的背景，正好是羅馬帝國最殘暴的

尼祿皇帝開始大肆迫害基督徒的年代，尼祿皇帝開始大肆迫害基督徒的年代

彼得在 AD64 頭下腳上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尼祿皇帝為了建造皇宮需要大面積的土地，祿皇帝為了建造皇宮需要 積的

就焚燒羅馬城、燒出一片地，可以蓋皇宮，

然後把縱火的罪名推給基督徒，

於是又藉機大肆迫害基督徒

學者推論彼得前書就是在這不久之前寫的，

那時尼祿已經開始大規模迫害基督徒了那時尼祿已經開始大規模迫害基督徒了。

同時，猶太人出了一個自稱是彌賽亞的

軍事領袖，帶領以色列人革命，AD66 占據了耶路撒冷軍事領袖，帶領以色列人革命，AD66 占據了耶路撒冷

 AD70 耶路撒冷就被後來成為皇帝的提多將軍徹底毀滅

面對羅馬帝國的殘暴，猶太教徒的回應是革命，面對羅馬帝國的殘暴，猶太教徒的回應是革命，

但是基督徒完全沒有參與這次的革命，

因為彼得教導 - 要敬畏神、尊敬君王，因為彼得教導 要敬畏神 尊敬君王

不但順服那善良溫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順服。

有權柄的人濫用權柄、他們自己要對神負責，有權柄的人濫用權柄 他們自己要對神負責

神設立政府是要政府賞善罰惡，

但假如政府已經是非不分、顛倒善惡、府 是非不 顛倒善惡

甚至慘忍無道，我們還要順服嗎？

假如政府法律要求我們違反上帝在聖經裡

所啟示的旨意，我們還要順服政府嗎？

在彼得的時代這個問題根本不是個問題…
基督徒受迫害 並不是因為基督徒舉兵起義基督徒受迫害，並不是因為基督徒舉兵起義、

也不是因為不納稅，基督徒遵守耶穌的吩咐 -

當歸給該撒的就歸給該撒，當歸給該撒的就歸給該撒，

奉公守法、都是好公民。

基督徒為什麼受迫害？基督徒為什麼受迫害？

因為羅馬帝國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就把羅馬皇帝

塑造成神的形像，要所有的人來膜拜凱撒皇帝，塑造成神的形像，要所有的人來膜拜凱撒皇帝，

當時所有的民族都信奉多神宗教，

所以多拜一個神對他們並沒有壞處所以多拜 個神對他們並沒有壞處

但是猶太人跟基督徒就沒有辦法順命了，

猶太人選擇了起兵造反猶太人選擇了起 造

基督徒選擇了十字架的道路，

二19-25 彼得吩咐基督徒要效法基督，

走十字架的道路

二19 倘若人為叫良心對得住神，

就忍受冤屈的苦楚，這是可喜愛的。就忍受冤屈的苦楚，這是可喜愛的。

二20 你們若因犯罪受責打，能忍耐，有甚麼可誇的呢？

但你們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這在神看是可喜愛的。

二21 你們蒙召原是為此；

我們蒙召就是為了要為義受逼迫，主耶穌說：

有福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形狀上與基督聯合…
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

給你們留下榜樣，叫你們跟隨他的腳蹤行。給你們留下榜樣，叫你們跟隨他的腳蹤行。

二22 他並沒有犯罪，口裡也沒有詭詐。

二23 他被罵不還口；受害不說威嚇的話，罵 還 受害 威嚇

只將自己交託那按公義審判人的主。

二24 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

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活。

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

二25 你們從前好像迷路的羊，二25 你們從前好像迷路的羊，

如今卻歸到你們靈魂的牧人監督了。



彼得引用了以賽亞書五十三章：我們與基督聯合的時候，

凡是我們的都成了祂的 祂的都成為我們的凡是我們的都成了祂的、祂的都成為我們的，

我們的罪就成了祂的罪、祂的義

成為我們的義 白白加給我們。成為我們的義，白白加給我們。

馬丁路德有一篇很有名的講章：兩種義，

基督徒除了白白因信稱義得著基督的義以外基督徒除了白白因信稱義得著基督的義以外，

這個義還要實踐、實行出來，

使我們稱義的義是第一種義、活出來的義是第二種義，使我們稱義的義是第一種義、活出來的義是第二種義，

也就是實行的義，而活出基督的義 -
以基督的心為心，祂沒有以自己的聖潔、公義為滿足，以基督的心為心 祂沒有以自己的聖潔 公義為滿足

反而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就擔當我們的罪、為我們死；

我們與祂為敵、我們的罪將祂釘在十字架上時，我們與祂為敵 我們的罪將祂釘在十字架上時

祂卻為我們受鞭傷、使我們得醫治，

我的罪成了祂的罪、祂的義成了我們的義，

這是何等奇妙的交易！

如果我們效法基督去走十字架的道路，

當我們受迫害時 就應該為迫害我們的人求赦免當我們受迫害時，就應該為迫害我們的人求赦免。

羅馬帝國大肆迫害基督徒的時候，

基督徒帶著得勝的盼望走進競技場、走上十字架，基督徒帶著得勝的盼望走進競技場、走上十字架，

被刀殺死、被鋸鋸死、被石頭打死…
而他們為迫害他們的人禱告、求赦免。而他們為迫害他們的人禱告 求赦免

基督徒應該如何面對不公義的政權，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
公民抗命、或公民不順命：公民抗命、或公民不順命：

當羅馬政府要求基督徒拜凱撒的時候，

基督徒不能順命、只能抗命基督徒不能順命 只能抗命

同時基督徒用另一種方式順服政府的權柄，

就是政府的法律規定不拜凱撒就受刑罰，拜凱撒 受

那麼我就選擇順服這個法律，

順服的方式是：我不拜凱撒、我受刑罰，

我甘願受刑罰！

但以理書也記載但以理當年三個朋友，

不肯對尼布甲尼撒王所鑄的黃金偶像下拜不肯對尼布甲尼撒王所鑄的黃金偶像下拜，

而他們還是順服王的法令 - 他們不下拜，

就讓王把他們丟在火窯裡面；就讓王把他們丟在火窯裡面；

這種公民抗命的精神，

它的顛覆性比革命還要更強、更持久。它的顛覆性比革命還要更強、更持久。

最近幾年全世界很多的地方的人，

以公民抗命的名義、違反政府的法律，以公民抗命的名義、違反政府的法律，

我們要記得這是一條十字架的道路，

應該心甘情願接受政府司法執法權柄的迫害，應該心甘情願接受政府司法執法權柄的迫害

因為公民抗命是一種效法基督自我犧牲的精神。

就連印度國父甘地這個非基督徒，就連印度國父甘地這個非基督徒，

當年進行和平公民抗命的時候，

都用飢餓四十天的行動，都用飢餓四十天的行動

表明自己是在效法基督的精神。

基督徒在什麼情況下可以拿起武器來對抗暴政呢？

馬丁路德說 當殘暴的政府要來迫害我們鄰舍時馬丁路德說：當殘暴的政府要來迫害我們鄰舍時，

我們為了保護鄰舍，要站在弱者這一邊與暴政對抗。

這教導的確是符合聖經的。這教導的確是符合聖經的。

基督徒如果可以

改變世界 減緩這個世界的敗壞改變世界、減緩這個世界的敗壞，

為這個沒有盼望的世界帶來盼望，

為充滿假盼望的世界帶來真盼望，為充滿假盼望的世界帶來真盼望，

那麼只有一條路 - 十字架的道路，

是犧牲的道路、是羔羊的道路。是犧牲的道路 是羔羊的道路

因為基督徒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不能用屬世的手段來行上帝的旨意不能用屬世的手段來行上帝的旨意

基督徒要怎麼來勝過這個世界上的惡，

應該要用什麼樣的手段、什麼樣的途徑呢？應該要用什麼樣的手段 什麼樣的途徑呢？

馬丁路德金恩博士當年走的就是一條十字架的道路…



當年美國種族平權運動發展到二十世紀的時候，

有兩派 都以黑人為主的有兩派，都以黑人為主的…
馬丁路德金恩博士帶領一群黑人進行種族平權運動，

他有一個夢想：白人跟黑人能夠如兄弟一般他有一個夢想：白人跟黑人能夠如兄弟一般

另外一個種族平權團體，是以伊斯蘭教作為背景，

他們用的是世界的道路，他們用的是世界的道路，

進行抗爭、用暴力的手段來換取種族平等

1996有一次美國 3K黨 - 白人至上主義種族歧視團體，1996有 次美國 3K黨 - 白人至上主義種族歧視團體，

在自由主義城市安娜堡舉行大遊行，

同時就有一個反遊行 - 平權主義者也出來，同時就有 個反遊行 平權主義者也出來

結果有一個種族歧視者落單、到了反遊行的平權人士當中，

平權人士看到他就開始施以棍棒拳腳，平權 看到 開 棍棒拳腳

這時候有一個十八歲的黑人女生

撲在他的身上為他擋下拳腳，

弟兄姊妹，這個就是十字架的道路！

今天台灣、香港、世界各地的華人基督徒，

都開始面對信仰與文化都開始面對信仰與文化

在公眾領域當中的碰撞、矛盾，

我們要怎麼樣走屬天的道路？我們要怎麼樣走屬天的道路？

在屬血氣的人面前過屬靈的生活，

讓世人看見我們落在百般試煉中，讓世人看見我們落在百般試煉中，

都仍然有盼望、有喜樂。

在兩個國度中間我們只有一條道路，在兩個國度中間我們只有 條道路，

就是十字架的道路…
是為義受逼迫的道路、是羔羊的道路、是為義受逼迫的道路 是羔羊的道路

是為犯罪的鄰舍走上十字架的道路、

是為釘死我們的人求赦免的道路，是為釘 我們的 求 免的道路

而不是拿著石頭打死那些犯罪的人。

這條道路在神看是可喜愛的，

這是主的話語，感謝主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