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元氣氛的証道與教導 
政治紛爭下的証道 
吳宗文牧師 



(一) 多元與獨特 
一、多元氛圍底下教會的不斷堅持 

1.不錯現在什麼都講pluralistic（多元
化）& multicultural（多文化） 
(1)但多元要作出區分：第一是態度
上的寬容及相處上的接納 

(2) 第二是理論、預設及世界觀上之
多元，這是一種本體性的多元 



2. 特殊論之觀點 
(1)其實正是由於現實上，出現了多過
一個的獨特看法，才會有多元的形
成 

(2) 在今天傳統價值和信仰備受衝擊，
且在絕大多數人都有政治正確傾向
的情況下，我們相反要問的是：獨
特的道德立場和聖經信念是否有生
存的空間？ 



二、基本問題 
1.也許，我們要問一個更基本的問題，
就是究竟基督教信仰講什麼？ 
(1)基督教像很多傳統宗教信仰一樣，
都有一種世界觀的形成，從而衍生
出獨自的人生觀和價值論 

(2)著名福音派信仰神學家格魯登
（Wayne Grudem）對「系統神
學」一詞下定義時如此說： 



Systematic theology 
is any study that 
answers the question, 
“What does the 
whole Bible teach us 
today?” about any 
given topic
（Systematic 
Theology） 



2. 另外，我們也要問：究竟基督教對這
世代有什麼信息可傳？ 
(1)教會今天的講壇一定要與信徒在世
生活相應 

(2) 教會今天正處於保羅所說—末後的
一個彎曲悖謬世代；而且在傳講時
會經歷以賽亞先知所說：「我們所
傳的有誰信呢？」 



(二) 人類對政治的又愛又恨 
一、政治能否成為証道的話題？ 

1. 恨惡的原因： 
(1)政治在人類歷史上遺留不少傷痕 
(2)泛政治化對社會帶來傷害和動盪 



(3)正如聖經說：「眾樹對荊棘說：請你
來作我們的王。 荊棘回答說：你們若
誠誠實實的膏我為王，就要投在我的蔭
下；不然，願火從荊棘裡出來，燒滅利
巴嫩的香柏樹」(士9:14-15) 

 
2. 政治是人類群體生活上無可避免的設計 

(1)人類離不了政治 
(2)政治是道德問題 



二、政教在歷史中的離與合 
「掃羅照著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
日。撒母耳還沒有來到吉甲，百姓也
離開掃羅散去了。掃羅說：把燔祭和
平安祭帶到我這裡來。掃羅就獻上燔
祭」(撒上13:8-9) 



1.「政教分離」是對「政教合一」之矯正 
(1)中世紀天主教在「政教合一」上衍
生的問題 

(2)宗教改革後浸信會等受到國教教會
壓逼之教派，以「政教分離」作為
重要信仰原則之一 



2. 政教關係的比較恰當的模式：理想與
現實間之互動 
(1)基督徒對政治參與的觀點是：合一、
分開，還是互動？ 
(a)社會態度 
(b)政府態度—Government 

should compel religion／
Government should exclude 
religion 



(c) 教會態度—All government is evil 
and demonic／Do evangelism, 
not politics ／ Do politics, not 
evangelism 

 
(2) 組織上不從屬，資源上可互助；教會
要維護法紀秩序，政府要接受進諫勸
言 

 
3.神既是所有領域的主宰，那麼沒有一個
領域（包括政治）對祂來說是禁區 



(1)特別是當政治涉及道德議題 
(2) 格魯登在其”Politics According To 

The Bible”中說：” I appreciate 
such a pastor’s recognition that 
God calls people to different 
tasks in the overall work of his 
kingdom... But preach and teach 
from God’s Word on at least 
some issues affecting laws and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三) 適時的宣講與信息 
一、証道是什麼意思？ 

1.「証道」Testify the Word 
(1) 那麼，宣講和教導之分別何在 
(2) 現今教會的教導場景不像聖經時
代，甚至今天仍有些教會的教 
導、聚會場合便是主日崇拜的唯
一時段 



2. 教導形式：教導的內容中肯，語調溫和 
(1) 少在講壇直接提及具體政治問題，
但可間接引為例証，或以幽默感和
會心微笑來調侃之 

(2) 公開講座在時間、場合及形式上則
可作深入分析 

(3) 事發時應中立地為時局祈禱 
(4) 不隨意參與任何錯誤的聯署和譴責 
(5) 勸勉肢體身心靈安靜，別作激化的
行為、態度及影響與別人的關係 



二、 教會宣講的角色，應以「改造人心」
和「匡正時弊」為主 
1.遇上要涉及社會議題時，要從聖經
出發，不隨波逐流、不人云亦云；
要獨立思考，要客觀分析 
(1) 不同神學立場，對時事看法當然
有不同 

(2) 政教分而不離（特別當道德議題
政治化時） 



2. 雖然宣講內容無問題，但什麼場景教
導最合適呢？ 
(1)主日講壇－時間短，只可作出宣告
或大原則的教導 

(2)團契聯合聚會或主日學專題－時間
長，可作深入分析 



(四) 教導的信息 
一、教導信徒有關政治 

1.政治分歧中如何維繫
有溝通和交通 
(1)今次最大的輸家是
福音信仰的教會與
群體 

(2)問題在於對問題性
質作了判斷錯誤 



2.基督與彼列有何相干？耶路撒冷與雅典
有何相通？政治理解上如何不沾異教之
風，特別在觀念上矛盾之處。 
(1)民主與神主－誰來作主？ 
(2)又如「自由與任由」－誰給理由？ 
(3)人權與神權－誰最有權？ 
(4)自義與公義－誰人的義？ 



2.除了理念，手段之討論較少。能否以惡
成善？ 
(1)違法與守法－誰是護法？ 
(2)粗暴與溫柔－誰入主流？ 
(3)政治與宗教－誰在說教？ 



二、教導時的視野、胸襟、勇氣及智慧 
1.外國具體例子作說明和互證 
2.教導要執善而固執之，要有明辨事理
之勇氣 

3.要有長遠社會發展的視野 



4. 結語： 
最後格魯登亦提醒我們說：”As for the 
question of “divisiveness”, pastors will 
need wisdom to distinguish between 
clear biblical issues, where people 
who disagree with him simply don’t 
agree with the Bible’s teachings, 
and more difficult issues, where 
people who disagree with him 
simply evaluate the relevant facts 
and Bible teachings differently...  



Pastors need to avoid 
placing excessive 
emphasis on politics. 
Christians come to 
church with hearts that 
are hungry for worship 
and fellowship and 
spiritual nourishment.” 
(Politics According To   
The B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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