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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 27 日 

主日講台信息 

「堅固的樹」  

／康來昌牧師 

經文：〈但以理書〉四章 11-12 節 

「那樹漸長，而且堅固，高得頂天，從地極都能看見，葉子華美，果子甚多，

可作眾生的食物；田野的走獸臥在蔭下，天空的飛鳥宿在枝上；凡有血氣的都從

這樹得食。」 

 

尼布甲尼撒王的兩個夢，有同有異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們看但以理書第 4 章，這是記錄尼布甲尼撒王第二次

作夢。他第一次的夢是夢見一個巨像，這巨像後來被石頭打碎了。這次是夢見一

棵大樹，這棵樹後來倒掉了。 

兩個夢有相同，也有相異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可以說是整個聖經都有的一個

基本重點，也是我們基督徒信仰的一個基本重點。不管是哪一派、哪一家，只要

信主，我們都有這基本的信仰。相同的就是：只有一位全能全善的神，只有這位

神創造、管理、審判萬有，只有神的國度存到永遠，我們只當相信祂；「獨一真

神、只能信靠祂」，這是我們基督教的共同信仰。 

尼布甲尼撒第二次的夢強調人的國度、人的文明。不管是哪個國度、哪個文

明，人的成就都會過去，而神的國度，神所建立的事，會存到永遠。這個夢強調

人的國會垮，前面一個夢強調神的國度存到永遠。這兩個夢也都有一個現象，當

夢做出來以後，一個巨像垮掉、一棵大樹被砍掉，大家都不懂這夢是什麼意思。

尼布甲尼撒上一次是很憤怒，這一次是很害怕。 

啟示錄中書卷的意義 

這也讓我們想到啟示錄第 5 章講到，在天上有大哭的聲音。天堂怎麼會有大

哭的聲音？因為使徒約翰發現天使拿著一個小冊子，沒有人能開，也沒有人能

讀，約翰就大哭。如果我小時候回家看到新發的課本封起來了，打不開，我會大

笑。不過使徒約翰是大哭，為什麼呢？因為那個小冊子沒有人能夠開，沒有人能

夠看。這意思是什麼，我們得知道那個小冊子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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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小冊子，我們從後面打開了的情形得知，那小冊子寫的就是整個人類的

歷史。「沒有人能夠開」就表示人類的歷史，不管是邦國、文明、政治、藝術，

或個人的歷史，個人的生活、你我的婚姻、家庭、工作，就它本身來講，我們沒

有辦法掌控，也就是你不能掌管你的命運，你不能掌管你的婚姻，你不能掌管你

最小的事情。再大的國家，再好的公司，也不能掌管自己的方向。沒有人能夠開

那本書，沒有人能夠把歷史放在手裡來控制。 

「沒有人能看」是什麼意思？就是人類的歷史沒有意義。一個是我們不能控

制，另外一個是我們看不出它有什麼意義。這些邦國的興衰到底有什麼意義？我

的婚姻到底有什麼意義？就它本身來講沒有意義。沒有意義、不能掌控的人生，

就讓約翰大哭。沒有意義又不能掌控的國家、人類的命運，就叫尼布甲尼撒非常

的害怕。 

我們感謝主，神的兒女有各樣的軟弱，我們也沒有什麼比別人強的地方，但

神讓我們知道歷史有意義，我們的生命有意義，因為是在神的掌管之中。當所有

的人靠著自己（永遠都是這樣），再聰明、再能幹都沒有辦法掌管我們的命運，

也沒有辦法解釋我們生活的意義，但是神能夠。沒有別人能解，但以理能解了。 

當我們看聖經裡講到說大家都沒有辦法，只有神的兒女能解決問題的時候，

總是會很得意：「我們基督教才是英雄，我們基督教才有對世界的答案，我們基

督教才是正確的」。這話沒有錯，我們信的是獨一的真神沒有錯，但是，並不表

示我們自己有多得意，我們並不得意，因為你看尼布甲尼撒在這裡特別講，第 8

節，「那照我神的名，稱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來到我面前」。 

基督徒在世界如何生活？ 

我曾經講過，但以理到了巴比倫，就跟我們基督徒在這世界一樣，我們在台

北，其實也是在巴比倫。不要說你在台北、在巴比倫，我認為就是大衛在以色列

國度裡，也是在巴比倫。這個世界上，外在有形的都是巴比倫。你在這世界上，

總在一個不認識上帝的環境裡。我們在不認識上帝的環境裡要怎麼生活？這是教

會這幾十年來特別喜歡講的，我們基督徒怎麼過日子。而我們今天來看看我們怎

麼過日子。我們基督徒可以推展我們的想法到什麼地步，我們可以讓步到什麼地

步？就像但以理在巴比倫一樣。 

其實我再說一次，但以理在巴比倫，跟但以理在以色列沒有太多差別。耶穌

在以色列，跟耶穌在推羅西頓也沒有太多差別，血統、外在，都沒有很多差別，

神看的是內心。 

勿倚靠人間國度的權、財、名、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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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在巴比倫，他碰到的這王尼布甲尼撒的信仰並不好，他把但以理和他

三個朋友的名字都改了。這就好比我的名字原來叫康保羅，然後被改成康觀音或

康媽祖。 

各位，你在一個罪惡的世界，你可以接受這罪惡世界對你有多少的控制和影

響？不管是羅馬帝國，或中國共產黨政權，或希特勒政權，或者是蘇維埃政權，

我們在這些裡面怎麼生活？我們有沒有什麼可以妥協、讓步，或我們需要積極

的？甚至如果有一天台灣變成一個佛教國家，我們每個人的名字都變成觀音或媽

祖或什麼，你願意接受嗎？ 

但看起來但以理和他三個朋友，當王叫他「康媽祖，來」，他也說「有」的。

這讓步讓太多了，但每個人有底線，基督徒也有底線。但以理甚至連名字都被改

了，改成假神的名字，他仍然是一個信靠主、愛主的人。 

我們每個人可以妥協、讓步到什麼地步，這是另外一回事，但我們需要先確

定一件事，你對世上的君王、名譽、風潮或時尚不要太看重。現在大家都來教會，

感謝主他的靈魂得救了。你不要覺得基督教的勢力大了一點就很高興，這沒有什

麼值得高興的。你看到慈濟的工作做得好大，「唉，我們基督徒什麼時候才能像

他那樣」？你不必太羨慕，有可能要學習的地方，但是我們信主是最高興的。總

之你不能夠倚靠這個世界上的君王。在教會裡這個毛病很普遍，尤其我們福音派

的教會。尤其我們在台灣，信主的人太少，所以任何一個人，尤其是所謂的知名

人士，或有權有勢的，部長、院士或董事長，稍稍接近一點基督教，就有教會覺

得好榮幸，或者說引以為榮。 

前陣子馬雲到哭牆那邊站了一下，大陸就幾近瘋狂，「馬雲信耶穌了」！各

位，我不知道馬雲有沒有信耶穌，但就算他信了耶穌，那也是跟你我信耶穌一樣，

我們高興有個靈魂得救了，沒有別的，你不要覺得以後淘寶網就是基督教的天

下。不要倚靠勢力，不要倚靠才能。趙孟能貴之，趙孟能賤之。世上的君王、世

上的權勢，我們一定不能避免，但不要太倚靠他，甚至不要倚靠他。 

尼布甲尼撒在上一次但以理把夢解完的時候，他向但以理下拜，然後說「你

的神是萬神之神，萬王之主」。很好啊，如果有一天總統或董事長說「你們的神

真了起」，我們有時候也會沾沾自喜。可是尼布甲尼撒說完這話，就建了一座金

像。人不可靠的，尤其不要看他勢力很大，就以為可以靠他的勢力來廣傳福音。 

在火窰的事件之後，也就是但以理的三個朋友拒絕向那金像下拜被丟到火窰

裡，結果沒有被燒死，還有一位像人子一樣的跟他們一起走，尼布甲尼撒王又說

了，「沒有別神能像但以理三個朋友的神這樣拯救，沒有別的神像你們的神，能

夠施行拯救」。可是尼布甲尼撒仍然稱但以理和他三個朋友的名字為假神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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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君王並不可靠，世界的潮流並不可靠，但是，（我們基督徒這一點要注意），

他們也可以蒙恩。我們也可以看到世上的人，即使沒有得救，在神的一般恩典之

中，他也可以活出很多很優秀的地方。 

約瑟時候的法老、尼布甲尼撒、還有太后，都看到約瑟和但以理身上有聖神

的靈。這是什麼，我們不知道，是不是聖靈，我們不確定，但他們看到他身上有

個特別的地方，「他裡頭有聖神的靈」。他的名字都已經變成假神的名字，但君王

能看到他身上有聖神的靈。 

弟兄姊妹，我們在社會上、家庭裡、在不信主的環境裡，我們的信仰沒有辦

法彰顯出來，我們的信心很軟弱，我們很多時候也失敗了，我們很多時候也跟乃

幔一樣，不僅在臨門廟前屈身，我們在臨門廟內外都屈身。我們常常做一些心裡

不安的事。我們感謝主，羅馬書 8：26，「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能求聖

靈在罪惡世界、罪惡的巴比倫中幫助我們，人能夠看到我們身上有聖神的靈。彼

得前書 4：14，「你們若為基督的名受辱罵，便是有福的」，為什麼？「因為神榮

耀的靈常住在你們身上」。 

很多人說我們福音派的（信有堂尤其是）不講聖靈。也許我們是有這虧欠，

但我們需要提醒大家，聖經還有教會歷史並不忽略聖靈，榮耀的靈住在我們身上。 

但以理和他三個朋友，或者是大衛，或者是摩西，我大膽的這樣講，摩西帶

領的以色列人，大衛治理的國度，一樣是世界的國度。大衛這個神所喜愛的人，

一樣有跟拔示巴行淫亂的時候，摩西一樣有不信的時候。在罪惡的世界，或者說

在這墮落的世界，我們都在其中生活。 

在其中生活時，我們福音派向來講的（我想也沒有錯）就是這世界的敗壞、

這世界的敵擋上帝、這世界的腐昧、不要愛世界，「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

在他裡面了」。這是沒有錯，有聖經的根據，不過另外一方面我覺得我們也需要

認識，這個世界，也就是神所造、神所管的一切，包括文化和文明，也有他的價

值。這個價值包括基督徒、神兒女、和世人都在其中生活、蒙保守。 

神的恩典讓人類文明有輝煌之時 

我很難想像在但以理書第 4 章形容尼布甲尼撒，形容巴比倫、形容這個世界

的時候，用了這麼正面的字眼。11 節，「那樹漸長，而且堅固」。各位看到今天

週報上寫題目是「堅固的樹」，大概想到這堅固的樹是上帝，這堅固的樹是耶穌，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各位，這堅固的樹是尼布甲尼撒。這堅固的樹是

世上的君王。不但說他堅固，而且說他「高得頂天，從地極都能看見」。當然這

是個誇張的說法，意思就是指這個國度、文化、文明、事工是那麼的輝煌。12

節，「葉子華美，果子甚多，可作眾生的食物（我們不知道和合本的翻譯，「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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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應該是個佛教的字眼，但是很恰當）；田野的走獸臥在蔭下，天空的飛鳥宿在

枝上；凡有血氣的都從這樹得食」。 

尼布甲尼撒的巴比倫帝國，象徵性的表達了這世上的強權、文明、文化。不

是說它壞，這裡講的是非常正面、很漂亮、很能夠供應人類文明的需要。在 22

節講這棵樹就是尼布甲尼撒，或者是巴比倫。我能不能大膽的推一下，如果是尼

布甲尼撒，也是巴比倫（22 節很清楚這樣講），這棵樹應當也是巴別塔，因為巴

比倫就是巴別塔。 

但以理書 1：3，開宗明義的講這個事情發生在示拿地。在創世記 10、11

章告訴我們，示拿地是文明開始的地方，是米所波大米、兩河流域、肥腴月彎，

文明開始的地方。聖經上講，「世上英雄之首寧錄的國」就在示拿地。不管是尼

尼微，不管是巴比倫，都在這個地方。創世記 10：12，說到寧錄造了那大城。

我覺得在創世記 10、11 章講到的大城、高塔，基本上是類似的，都是人類文明

輝煌的東西，不管是尼尼微或巴別塔，他們都跟這棵樹有相似的地方。巴別塔，

創世記 11：4，「塔頂通天」，這棵樹，「高得頂天」，這不一定是壞事，甚至創世

記 11：4 講，「傳揚人的名」，也不一定是壞事，人類的文明，中國的文明、印度

的文明、希臘的文明，各個文明，不管我們覺得是原始的或進步的，多少因為神

的一般恩典，都有他可貴的地方，「葉子華美，果子甚多，可作眾生的食物；田

野的走獸住在其下；天空的飛鳥宿在枝上」。這句話不簡單，最後這句話，「天空

的飛鳥宿在枝上」。 

人的國度與神的國度 

巴比倫這個人間的國度，這個最後垮掉，這個敵擋上帝的國度，但被上帝掌

管的國度，以及其他所有的文明，包括 microsoft，包括 apple，包括華為，都有

他非常優秀的地方，優秀到什麼地步？飛鳥宿在枝上。你說這句話有什麼了不

起？不過是一棵樹，上面有隻麻雀站著。馬太福音 13：32，耶穌講，天國好像

一粒芥菜種，長大成樹，飛鳥宿在枝上。喔，人的國度跟神的國度這麼像！不但

像，神的國度就在人的國度中成長，神的國度在今天是看不到。 

這一點我的看法幾乎跟所有的福音派看法不太一樣，我們不是世上的鹽和

光、山上的城，是要讓人看到的嗎？是沒有錯，但是那看，不夠清楚，為什麼？

因為耶穌在路加福音說了，有人問神的國什麼時候來到，神的國來到是什麼地

方？耶穌清楚的說：「神的國不是人的眼睛能看到的」。國度就是要看得到，但神

的國在今天是看不到的。 

人間的國度、人間的政治系統、經濟體系，重要的就是吃喝，吃喝就是經濟。

保羅在羅馬書說，神的國不在乎吃喝。各位不要把吃喝兩個字看得很輕鬆，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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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的事。我再次說，任何一個政府他能夠把經濟搞上來，他能夠讓人民吃飽

喝足，民生快樂，這是一個成功的統治者。保羅說，神的國不在乎吃喝，在乎你

內心的平安喜樂，聖靈給的。人的國最重要的除了經濟以外，還有一個同樣重要

的就是軍事。每一個國家看重自己的國防，恐怕比教育還要更多。耶穌卻在約翰

福音對彼拉多說，「我的國不屬這世界；我的國若屬這世界，我的臣僕必要爭戰」。

我們不拿起刀來跟世界的國度爭戰。 

很多人也說（甚至還有中國大陸的一些信徒罵我），「康牧師，你這實在是太

懦弱了，難道我們就只有一昧的順服政府嗎？聖經裡哪裡有這樣講」？我只有

說，在聖經上，當我們為義受逼迫的時候，當政府、國家、家長、世界的群體，

要求我們做我們良心不允許的時候，我們當然不順服，這時候我們順服神，不順

服人，但是我們不造反，我們是逃亡。我們可以為義受逼迫被關起來、被砍頭，

我們可以逃亡。耶穌是這樣講的，「從這城逃到那城，不要怕，你還沒有走遍整

個以色列，耶穌就再來了」。 

我在說的重點是，我們在這個罪惡的世界裡，我們不愛世界，但我們活在世

界裡；我們不愛世界，我們把福音、把我們最好的跟人家分享。有的時候沒有辦

法分享，我們就求主給我們力量還是能有美好的見證、沉默的見證。 

需要注意，神所造的不是只有星星、月亮、太陽，神所造的不是只有我們說

的美麗的雪花這些看得見的東西。我覺得我們一講到神造的，都是講到物質，講

到星球，講到宇宙，可是歌羅西書第 1 章清楚告訴我們，神造的不但是那些看得

見的，也造了看不見的。歌羅西書那裡保羅特別講，「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

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都是藉著

他造的，又是為他造的」。神造了執政的，掌權的，也就是有一種聽起來有點神

秘的觀念，就是神造了 power，權柄、權力、權威、權能。 

權力、權柄，可以在各種事上表達出來。經濟、金錢是有權力、有權柄的，

錢能使鬼推磨，這我們知道，錢很有力量。但耶穌說的不只是錢、經濟很有力量，

它甚至有名字，它甚至有位格，錢的名字叫做瑪門。知識也是權柄，也是力量，

很多人也是膜拜知識，知識就是力量。政治的權力更是很多人很喜歡的。這些權

力，知識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我們覺得好的，我們覺得沒那麼好的，

很感動人的，很有力量的，不管是用比較文明的方式，譬如說我們聽到優美的音

樂感動我們，讓我們能夠更親近上帝。我們看到非常好的畫作，讓我們心靈被挑

動，能夠感謝上帝，神可以這樣使用。它很有力量，它也有別的力量，這力量各

位也知道，姊妹也都知道，女性莫大的力量就是美麗。海倫的漂亮可以叫一千艘

戰艦下到海裡去，我們中國人說美女的力量可以叫城牆垮掉。這都是力量，這些

都是神所造、也是神所管、也是神所用的。有它的價值，但或多或少有墮落的成

分，所以神最後會消滅這些。保羅對哥林多教會講，最後滅盡了這一切執政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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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把國交給神。 

世上的權柄不管是知識、金錢、或親情的關係，都有它的價值，都是神造、

神管的，但是我們不膜拜它。我們使用它，甚至敬畏它。保羅在羅馬書 13 章特

別講，世上的權柄你要敬畏的。我們敬畏他，我們怕他。我們對有權有勢的人有

一點懼怕，有一些敬畏，不是他配，也不是你能，是上帝的要求，他不是空空配

劍的。但是也有一分藐視，這也不是我們自大，藐視是因為世上的權柄敵擋上帝。

就在這種尊敬又藐視（納稅給他，又是因為上帝的吩咐納稅給他）之下，我們希

望我們有美好的見證。我們活在巴比倫，怎麼樣能有美好的見證？我等一下回來

講，現在繼續講尼布甲尼撒的夢。 

至高神在人的國中掌權 

14 節，「聖者說：砍倒這樹」，17 節，「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

權，要將國賜與誰就賜與誰，或立極卑微的人執掌國權」。我不知道各位你會不

會犯一個錯誤，就是包括在但以理書有講，他的第一個夢是這樣，有兩個國度，

一個是那個巨像，那是世界的國度，另外是那非人手所鑿出來的小石頭，那是神

的國度。神的國度會把世界的國度擊得粉碎。 

那麼我們就會想到（包括我們會引聖經），「這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帝國、文明，

都是屬世的，是邪惡的，是敵擋上帝的，是魔鬼掌權的」，這些可能都有他對的

地方，不過也不要忘記，但以理書，尼布甲尼撒為此做了兩個夢，還發瘋了，你

不要叫他白作夢、白發瘋。因為他的事情是要提醒我們所有的基督徒：神在人的

國中掌權。請注意，是在人的國中，不是神在神的國中掌權而已，神也在人的國

中掌權，任何事，神都在掌管，「要將國賜與誰就賜與誰」，嚴格的說這在提醒我

們每個人，（雖然世人不會、不願意被提醒，希望教會被提醒），神在中華民國掌

權，神在川普政權掌權，神在蘇維埃政權掌權，神在波斯帝國、在阿拉伯國家，

神在古今中外所有的政權、公司掌權，我們並不知道神為什麼這樣做或那樣做，

我們知道神在掌權。那麼人要怎麼辦？ 

但以理勸國王，很奇怪，但以理勸國王在第 26、27 節，「守望者既吩咐存

留樹 ，等你知道諸天掌權（就是神掌權），以後你的國必定歸你」27 節，這是

但以理對王的勸告，也是對我們或世俗君王的勸告，「王啊，求你悅納我的諫言，

以施行公義斷絕罪過，以憐憫窮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長。」為什麼

但以理不說：「王啊，我勸你接受耶穌為你的救主；悔改信耶穌」？他怎麼不提

這個，而提道德上的事？因為但以理知道尼布甲尼撒太知道這些事了，他也知道

也講過，但一個對基督教、真道有所認識，甚至有好感卻不信的，這是最麻煩、

最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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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過大概一兩個禮拜，週報裡有一篇夾文是我寫的，提到胡適之先生，他是

一個很堅定的無神論，反對基督教的。可是胡先生真喜歡聖經，他收集的聖經，

在有一次聖經公會的紀錄上講，是全中國第二，他收集的聖經中文翻譯的版本是

全中國第二。他勸他的朋友，（包括顧頡剛）要好好的讀聖經，尤其是舊約聖經，

因為裡面太寶貴了。 

一個人夠看到這麼多真理，卻又沒有踏進去，就讓我想起耶穌對那個文士說

的，「你離神的國不遠了」。不遠，可是咫尺天涯；不遠，可是就像你要去機場搭

飛機，在高速路上塞車，離飛機還有五公里，跟你到了登機門前面只有一步了，

登機門關了，兩個是一樣的，都沒有搭上飛機。你離神的國不遠了。有人非常知

道關於上帝的事，胡適之先生知道，可是這樣的人他如果不信，真是要求神給我

們力量。對不起，我們當中可能也有人現在是這樣：「唉呀，基督教很好啊，我

都勸我太太要常常去聚會，我都勸我兒女吃飯要禱告」，可是他自己不信。 

當一個人知道很多真理而不去信的時候，但以理退而求其次，只有勸你「施

行公義斷絕罪過，以憐憫窮人除掉罪孽」。謙卑一點，多行一些善事，或許你的

平安可以延長。但以理勸得很有力量，尼布甲尼撒謙卑了 12 個月，有一天實在

是忍不住，又驕傲起來。各位，生活中很多事叫我們在神面前謙卑、渴慕主，很

多事讓我們願意追求神，但真是求主的聖靈幫助我們，讓我們這種謙卑的習慣有

聖靈繼續的托住，不能始終是被環境刺激一下，沒有根。 

我有一些朋友住在老紐約。每次跟他們談起 911 的事情，他們常常會掉眼

淚，太刺激了，有人就在那兩棟大樓上班，那天沒有去，活下來了，很感慨。紐

約可能是非常世俗的地方，可是大家大概都知道，連我們信友堂也是，我想世界

上很多教會都是，911 以後，紐約教會的禱告會人數暴增，信友堂那時候也增加

不少。太感動了，太受催逼了，這麼大的富貴一下就沒有了，像啟示錄講的。啟

示錄講到那城垮掉時候，真的好像那兩棟高塔倒下來一樣。這麼大的富厚一下就

沒有了，很難過，倚靠上帝吧。可是過了一個禮拜、一個月、兩個月，人又減少

了，我們又忘記了。如果不是聖靈在我們心裡紮根的話，真理會叫我們慢慢對真

理有免疫性的。慢慢的，以前你看到一點小事，你的手指頭腫起來，你就會來求

告神，現在一直要等到得癌症的時候才來求告神。你經歷神的恩典和真理，如果

不紮根的話，就會對真理和恩典免疫、沒有反應。 

一旦驕傲自滿就遠離神 

尼布甲尼撒聽了但以理的話聽了 12 個月，有一天實在是，很奇怪，跟大衛

一樣，這兩個人都是在宮廷的頂上走路的時候犯罪。大衛是在宮廷頂上走路，看

到拔示巴洗澡而犯罪，尼布甲尼撒看到巴比倫的輝煌而犯罪：「這大巴比倫不是

我用大能大力建為京都，要顯我威嚴的榮耀嗎？」創世記 11：10，「塔頂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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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傳揚人的名」。「這話在王口中尚未說完，有聲音從天降下，說：尼布甲尼撒王

啊，有話對你說，你的國位離開你了」。 

任何一個時候，包括教會，包括牧師，包括不信主或信主的人，在神面前有

一點自誇，有一點自滿，就遠離上帝更多。神的國賜給我們，或在我們生活中掌

權，以致於我們做了一些很好的事，很值得誇耀的事，甚至被主稱讚的事，都不

足掛齒，榮耀歸於至高神，平安歸於祂所喜悅的人。 

他怎麼失去他的國？但以理書第 4 章沒有多講，看起來但以理指的就是尼布

甲尼撒瘋了一陣，在 16 節告訴我們，他瘋了七期，後來日子滿足他又好了。聖

經完全沒有跟我們講他怎麼好的，反正他就好了，他的聰明復歸於他。那個好了

的特點就是他會，37 節，「讚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為他所做的全都誠實，

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動驕傲的，他能降為卑」。 

再一次，各位，我們不因為尼布甲尼撒說的這話就確定他是得救的，我們要

看重的是我們自己要怎麼做。我們自己在罪惡的世界裡要怎麼行？我們先要認定

神在掌權，因為神掌權，所以這些世上的權柄，我們有某種程度、基本的尊重。 

一切都是出於神 

但以理書 1：1，「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來到耶路撒冷，將城圍困。」如果世

界上的歷史學家寫這件事情，一定是（沒有如果，就是這樣）：尼布甲尼撒是一

個怎麼樣英勇的戰士，怎麼樣能夠得勝，耶路撒冷怎麼樣脆弱，講得就是這些。

這沒有錯，不過有另外一件事，但以理書告訴我們，尼布甲尼撒能夠圍困耶路撒

冷，把耶路撒冷的東西搶走，是因為 1：2，「主將猶大王約雅敬，並神殿中器皿

的幾分交付他手」。 

共產黨能得權，民進黨能得權，國民黨能得權，通通是因為上帝，不管你認

不認識上帝。神把這些東西交付他的手裡，我們也就在這世上生活。有時候執政

掌權的或我們的父母、丈夫，不信主的，使我們生活很艱難，有的時候我們使他

們生活很艱難。各位，基督徒不要總以為自己是被害人，我們害人的時候也不少，

求主憐憫我們。當我們不管是被害人或害人的時候，希望我們能夠被提醒，神在

掌權，神允許這個惡勢力在這裡，我求主給我聰明智慧，不被玷污。「但以理卻

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飲的酒玷污自己」。 

不被世界玷污 

每個人不被邪惡玷污，不被世界玷污的表現方式不一樣。我實在覺得不太

懂，為什麼但以理在這時候以酒和食物不沾來不玷污自己。譬如說，尼布甲尼撒

叫他康媽祖他接受，但尼布甲尼撒吃的東西他不能接受，我不知道為什麼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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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看起來不太恰當，不過這不是我要講的重點，我要講的重點是，每一個基督

徒、教會，在罪惡世界，或說在人的國度裡生活的時候，每個人從神那裡領受的

不一樣，我不覺得我們可以強求。所以最近很流行講「公共神學」，我不覺得「公

共神學」那麼重要，我覺得都是世人神學，每個人都是表達他自己的信仰，對別

人也要尊重，我不能說我的信仰表達方式就最對。 

在亞哈王統治的時候，亞哈王不是一個好王，他不敬畏上帝。敬畏上帝的以

利亞非常反對亞哈王。另外有一個聖經講非常敬畏上帝的，是亞哈的僕人、家宰

俄巴底，把神的先知一百個，五十個、五十個的藏起來，保護他們，拿食物給他

們，在飢荒的時代這麼愛神的僕人很不容易。你看，同樣是敬畏上帝，有人是反

對亞哈王的，有人是支持亞哈王的。同樣是敬畏上帝，我覺得你可以是藍是綠，

不必把這些東西那麼絕對化，但是希望你是出於敬畏上帝來做的，希望你在出於

敬畏上帝來做各種不同事情的時候，神賜福給你，1：17，「神在各樣文字學問

（學問：原文是智慧）上賜給他們聰明知識」，19 節，「無一人能比」。我希望你

在你的崗位上榮耀上帝，我希望你在你的崗位上顯出神在掌管一切。 

我再次用我很喜歡但很難解的一節經文來彼此勉勵，路加福音 16：9，我們

在罪惡的世界怎麼生活？耶穌說：「要藉著那不義的錢財結交朋友，到了錢財無

用的時候，他們可以接你們到永存的帳幕裡去」。意思就是我們跟世人一樣，我

們沒有辦法離開這個世界，即使你在修道院，也一樣在世界的土地上。伯夷叔齊

兩個人，商朝亡了，義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其實他不吃周粟，他餓死的地方

還是周朝的。我們沒有辦法離開這個世界，但是我們把他看成不義的錢財，我們

在那裡生活，我們跟世人一樣在世界吃喝嫁娶、耕種蓋造，但我們求主幫助我們

不被這個世界玷污。怎麼不被玷污？最重要是你心尊主為大，對世界的政權、權

威這些本質上是邪惡的，更本質是上帝所造也被上帝所用的，希望我們有個恰當

的態度。 

對世上政權有恰當的態度 

我並不能說你應該有什麼樣的態度，我把保羅的話跟各位講，羅馬書 13：4，

保羅很大膽的講，他在這裡講的主要應該是非基督徒，他說：政府官員（或政府，

或官員）「是神的用人」，「用人」這字就是「執事」那個字，「是於你有益的」。 

你說：「哪裡與我有益？他上台以後空污越來越嚴重」。而聖經上這樣講，說

這些神的執事是對我們有益的，甚至第 6 節講，政府「是神的差役」，第 7 節，

「凡人所當得的，就給他」。他應該得到稅，就給他稅，他應該得到批評，就得

到批評，我們一點都不懦弱。基督徒不懦弱，基督徒剛強，我們對世上的權柄不

巴結，但也有基本一個順從。不是他配，是因為上帝吩咐我們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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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22：21，「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神的物當歸給神」。所有的東西

都是神的，我們一切歸給神，但是在歸給神的時候在罪惡的世界，的確該撒管了

我們的身體，管了有形的東西。各位，你在教會裡現在，我們是在神的國裡，還

是在人的國裡？我們同時在神的國裡，也在人的國裡。若是你心中在聖靈的感動

下有，也相信神所賜的平安、喜樂、救恩，你在神的國度裡。但也在人的國度裡。

這個房子、這個殿、這個建築，一切都在中華民國政府的管理之下。我們覺得他

的管理很多地方需要改進，可以改進，也應當改進。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因著上帝，

我們作良民；我們因著上帝，我們提出批評。有人順從得多，有人批評得多，不

管是怎麼樣，我們知道我們自己是屬神的，我們把自己歸給上帝，好叫我們在巴

比倫、在波斯、在一代一代會過去的政權和掌權者底下，我們會被上帝說：「好，

你這忠心良善的僕人，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禱告 

    「天父，我們謝謝你的恩典，我們求主恩待，在我們生活的時候，不是

只有政治，我們的婚姻、家庭，我們小孩的學校，我們自己所在的公司，主，甚

至在教會裡面，我們看到有很多錯誤的地方，我們自己也有很多錯誤的地方，主，

我們求主赦免，求主塗抹，求主讓我們走義路，幫助我們，不管別人怎麼錯，不

管政權怎麼錯誤，你讓我們的心屬主，我們歸向你，我們把自己眼中的樑木去掉，

我們才能夠對別人說，我們才能看得清楚，說，讓我除掉你眼中的刺。求主幫助

我們，我們眼中有樑木，別人眼中有刺，我們都希望除掉，求主幫助。奉耶穌基

督的名禱告，阿們。」願神賜福大家 

                                                  （呂琪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