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信仰與文化』講座

教會
在美國大選中



FCNABC 

我要頌揚

頌揚那造眼睛的主，

因為萬事祂都看見。

我要頌揚

頌揚那造耳朵的主，

因為萬事祂都聽見。

我要頌揚



FCNABC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一切祂都知道，祂都明瞭。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一切祂都知道，祂都明瞭。

我要頌揚



FCNABC 

我要頌揚

頌揚那顯公義的主，

祂的國度是權柄榮耀。

我要頌揚

頌揚那顯慈愛的主，

祂的信實永不動搖。

我要頌揚



FCNABC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一切祂都知道，祂都明瞭。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一切祂都知道，祂都明瞭。

我要頌揚



FCNABC 

主啊，有誰不敬畏祢，

不將榮耀歸祢名；

因為獨有祢是至聖，

萬民都要來到祢面前，

敬拜，尊崇，

因祢公義的作為已彰顯，

敬拜萬世之王



FCNABC 

主神，全能者啊，

祢的作為大哉！奇哉！

萬世之王，我敬拜祢！

祢的道途義哉！誠哉！

敬拜萬世之王



『基督教信仰與文化』講座

禱 告



讀 經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
的旨意。

羅馬書 12:2



『基督教信仰與文化』講座

教會
在美國大選中



貳、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的不尋常現象

參、大選發生了操控性的大面積舞弊——川普律師
團發出駭人聽聞的指控

肆、川普輸不起，無端指控太瘋狂——主流媒體，
高科技平台，與民主黨同聲回擊

壹、教會在大選前所看到的——為什麼美國福音派
基督徒大多投票川普連任？



陸、教會當如何看待川普方對大選舞弊的指控？

柒、教會當如何看待主流媒體及電訊大公司對指控
的抵制和封殺？

捌、教會如何在表達有關時政立場時，仍能維護教
會基督身體的合一？

伍、面對大選此類政治議題，教會又為何要有不同
的看見呢？



貳、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的不尋常現象

參、大選發生了操控性的大面積舞弊——川普律師
團發出駭人聽聞的指控

肆、川普輸不起，無端指控太瘋狂——主流媒體，高
科技平台，與民主黨同聲回擊

壹、教會在大選前所看到的——為什麼美國福音派基
督徒大多投票川普連任？



1、前一次講座中已回答了這個問題

壹、教會在大選前所看到的——為什麼美國福音派
基督徒大多投票川普連任？

詳見本人在今年10月13日的《信仰與文化講座》“回歸吧，美
國！——從基督信仰看美國大選的爭戰”
鏈接：www.youtube.com/c/fcnabcvideos



2、推薦著名改革宗神學家古德恩教授(Wayne Grudem)
致著名的改革宗教會領袖派博牧師(John Piper)的一封
信：《與好友派博商榷：是否應投票給川普》

壹、教會在大選前所看到的——為什麼美國福音派
基督徒大多投票川普連任？

https://www.afa.net/the-stand/culture/2020/10/wayne-grudem-responds-to-john-piper-about-voting/



壹、教會在大選前所看到的——為什麼美國福音派
基督徒大多投票川普連任？

https://www.afa.net/the-stand/culture/2020/10/wayne-grudem-responds-to-john-piper-about-voting/

派博主要觀點：

① 領導人的個人罪惡(指川
普)與道德上的惡法與政策
(指拜登)，都會對個人和國
家造成危害；

②所以基督徒不要輕這重那；

③投票給兩者中的任何一位，
都有損於基督徒的見證。



壹、教會在大選前所看到的——為什麼美國福音派
基督徒大多投票川普連任？

https://www.afa.net/the-stand/culture/2020/10/wayne-grudem-responds-to-john-piper-about-voting/

古德恩的回應：

① 領袖的榜樣與強制服從
的法律，對個人的影響是有
區別的，前者可以拒絕效仿，
後者不能自由拒絕服從，若
拒絕則要付出破產和坐牢的
代價。



壹、教會在大選前所看到的——為什麼美國福音派
基督徒大多投票川普連任？

https://www.afa.net/the-stand/culture/2020/10/wayne-grudem-responds-to-john-piper-about-voting/

古德恩的回應：

② 雖然政治政策並不比個
人品格更重要，但政治政策
是政治選舉應當考慮的主要
因素。

③ 支持川普的基督徒並不
鼓勵效仿他的缺點，而是公
開批評他的缺點。



壹、教會在大選前所看到的——為什麼美國福音派
基督徒大多投票川普連任？

古德恩的回應：

④ 川普當選(其中福音派基
督徒的投票是關鍵)，我們得
到好的政策，但有缺陷的品
格；但拜登當選，我們得到
壞的政策，和同樣缺陷的品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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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會在大選前所看到的——為什麼美國福音派基
督徒大多投票川普連任？



1、因著新冠病毒的原因，
民主黨方面大力鼓吹用郵
寄投票的方式來取代現場
投票，使得今年郵寄投票
的數量達到從未有的歷史
新高。

貳、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的不尋常現象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0/us/elections/early-voting-results.html/



2、這是一場對一個人的愛與恨的大選。支持川普總統的選民
熱情與聚合的氣勢與支持拜登選民的零落參與形成強烈的對比。

貳、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的不尋常現象



3、11月3日大選夜，川普
總統在六個搖擺州的計票
領先被叫停，下半夜重新
計票後，拜登突然逆轉。

貳、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的不尋常現象



4、本次大選投票率高得驚
人，創120年來新高。

貳、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的不尋常現象



5、美國大選後支持川普的民眾掀起抗議浪潮。

貳、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的不尋常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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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會在大選前所看到的——為什麼美國福音派基
督徒大多投票川普連任？



律師團隊指控駭人聽聞，大選中有操控性的大面積舞
弊。川普私人律師前紐約市長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
前聯邦檢察官鮑威爾(Sydney Powell)大律師在記者會上
提出八大指控：

參、大選發生了操控性的大面積舞弊——川普律師
團發出駭人聽聞的指控

❶檢票員被阻止觀看郵寄
選票開票

❷民主黨各轄區內的法律
不平等



參、大選發生了操控性的大面積舞弊——川普律師
團發出駭人聽聞的指控

❺投給拜登的票被反復多
次通過機器計入，但其
他候選人卻沒有這樣

❹選舉官員被告知不要尋找選票上的缺陷，並被要求更改選
票收到日期

❸選民到達投票站時發現有人已經替他們投了票

❻威斯康星州將沒有提前
申請的缺陷投票也計入
在內



參、大選發生了操控性的大面積舞弊——川普律師
團發出駭人聽聞的指控

❽選舉使用的投票機和軟
件跟委內瑞拉社會主義政
權和美國左派金主喬治‧
索羅斯(George Soros)有
聯繫

❼有些地區存在“超標投票”(overvotes)，最終統計數比註
冊居民人數還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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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會在大選前所看到的——為什麼美國福音派基
督徒大多投票川普連任？



1、各種主流媒體對川普律師團發佈會的報道

肆、川普輸不起，無端指控太瘋狂——主流媒體，高科技平
台，與民主黨同聲回擊



2、各大電訊平台對川普
律師團發佈會的封殺

肆、川普輸不起，無端指控太瘋狂——主流媒體，高科技平
台，與民主黨同聲回擊



陸、教會當如何看待川普方對大選舞弊的指控？

柒、教會當如何看待主流媒體及電訊大公司對指控
的抵制和封殺？

捌、教會如何在表達有關時政立場時，仍能維護教
會基督身體的合一？

伍、面對大選此類政治議題，教會又為何要有不同
的看見呢？



伍、面對大選此類政治議題，教會又為何要有不同
的看見呢？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
隱藏的。

馬太福音 5:14

1. 教會應當有不同的看見，而且要將這看見在世
人中作見證。



伍、面對大選此類政治議題，教會又為何要有不同
的看見呢？

2. 如何表明教會的不同看見是從神來的？

第一，表達的立場：從全備的聖經真理出發。

第三，表達的目的：

① 對內為了信徒生命的全面長成和裝備。

② 對外承擔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

第二，表達的方式：靠著聖靈，多方禱告，勇敢
堅定，溫柔謹慎。



伍、面對大選此類政治議題，教會又為何要有不同
的看見呢？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
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
天上的父。

馬太福音 5:16

3. 教會作合乎真理的不同看見時，會受到兩種不
同但都蒙神賜福的印證。

第一，福音得以廣傳：



伍、面對大選此類政治議題，教會又為何要有不同
的看見呢？

只因你們不屬世界，乃是我從世界中揀
選了你們，所以世界就恨你們。

約翰福音 15:19b

3. 教會作不同看見的見證，會收到兩種不同但都
蒙神祝福的見證。

第二，教會受到逼迫：



陸、教會當如何看待川普方對大選舞弊的指控？

柒、教會當如何看待主流媒體及電訊大公司對指控
的抵制和封殺？

捌、教會如何在表達有關時政立場時，仍能維護教
會基督身體的合一？

伍、面對大選此類政治議題，教會又為何要有不同
的看見呢？



陸、教會當如何看待川普方對大選舞弊的指控？

第一種是：極其憤怒和不屑。怎麼可能？這裡是美國
而不是別國。所謂的指控是無中生有，破壞民主，可
惡至極。

首先，我們承認川普方對舞弊的指控是及其嚴重的，在美
國選舉史上絕無僅有。

第三種是：憂傷愁煩，一籌莫展。世道太黑暗了，連美
國都如此，以後日子怎麼過？

第二種是：非常解氣和慶幸。不出所料，絕對就是。
拜登就是“白等”，川普終於反敗為勝了。

世人中的三種反應：



陸、教會當如何看待川普方對大選舞弊的指控？

教會當如何看？

神總是誠實的，人卻是虛謊的，正如經上所記：“你在
話語上，顯為公義；你被論斷時，必然得勝”。

羅馬書 3:4 (新譯本)

①除了要絕對地信靠神，不應迷信任何
個人、政黨和制度。



陸、教會當如何看待川普方對大選舞弊的指控？

②大選中的任何一方，若懷疑結果的公正性，絕
對有訴諸法律途徑，尋求公正公平審理的權利。
行使這權利恰好是民主政治的體現。相反，阻止
行使這樣的權利是對民主的踐踏。

所以不要怕他們。沒有什麼掩蓋的事不被
披露，也沒有什麼秘密是人不知道的。

馬太福音 10:26



陸、教會當如何看待川普方對大選舞弊的指控？

你們施行審判，不可行不義，不可偏護窮人，也不
可看中有勢力的人，只要按著公義審判你的鄰舍。

利未記 19:15

③教會認同大選任何一方的司法訴訟權
利，不是因為要幫助訴訟的一方翻盤，
贏得大選，乃是要神的公義在大選的過
程中彰顯。大選的真相永遠比大選的結
果重要。沒有程序的正義，就沒有結果
的正義。當前情況下，對美國最重要的
不是總統選了誰，而是總統民選的合法
性不被質疑。美國建國以來的憲政共和
根基不被動搖。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

正如獨立宣言指出：



陸、教會當如何看待川普方對大選舞弊的指控？

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為
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該如此，使我們可以敬虔、端
正、平安無事地度日。

提摩太前書 2:1-2

④故此，教會認定大選的整個過程是否合法地進行？排
除各種可能的非法選票後，是否就能認定當選總統的合法
性？或還要採取其它途徑確定總統的新人選，皆應在合乎
憲法的框架中，由美國的最高司法或立法機構確定。一旦
確定，雙方都得接受。使得政府可以平穩過渡。敗選或敗
訴一方雖然可以保留抗議的權利，但不得採取任何街頭暴
力衝突的方式，更不能走武裝抗爭的道路。



陸、教會當如何看待川普方對大選舞弊的指控？

公義使邦國高舉，罪惡是人民的羞辱。

箴言 14:34

⑤教會支持新一屆的國會和各州議會，制定出更完美和
更嚴密的選舉法規，堵塞各種舞弊容易得手的漏洞，移除
容易形成爭議的環節。

例如：a) 加大郵寄選票的限制；

b) 確保電子投票機的可靠性；

c) 確保各州選舉委員會的中立性和超黨派特點



陸、教會當如何看待川普方對大選舞弊的指控？

⑥教會雖然呼籲民眾順服大選的司法裁決，也支持加強
修補選舉法規的立法。但教會
向著世界的真正爭戰，不是那
外在的制度和律法，乃是呼求
世人的悔改，驅除內心的黑暗
和反叛，重建對神公義聖潔的
敬畏之心。

“我們國家的制
度設計，不具備
對付和震懾那些
不受倫理和宗教
信仰約束的人，
我們的憲法只是
為有道德和有宗
教信仰的民族制
定的。”

美國第二任總統
約翰‧亞當斯

本月12日，美國高法大法官Samuel 

Alito發表演講，引用了著名法官
Learned Hand的話作為結束：“不
要對憲法，法律，法庭抱多大希
望，自由，在人的心中，如果在
那裡死了，無論任何憲法法律，
還是法庭都不能拯救它。”。



陸、教會當如何看待川普方對大選舞弊的指控？

柒、教會當如何看待主流媒體及電訊大公司對指控
的抵制和封殺？

捌、教會如何在表達有關時政立場時，仍能維護教
會基督身體的合一？

伍、面對大選此類政治議題，教會又為何要有不同
的看見呢？



柒、教會當如何看待主流媒體及電訊大公司對指控
的抵制和封殺？

你們要謹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學和虛空的妄言，
不照著基督，乃照著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小學，就
把你們擄去。

歌羅西書 2:8

與專制國家(如中國，北韓)
不同，美國的新聞媒體是獨
立於政府之外，新聞媒體也
將自己視作政府三權分立之
外的第四權，扮演著用輿論
來監督三權中任何一方可能
獨大與腐敗的角色。



柒、教會當如何看待主流媒體及電訊大公司對指控
的抵制和封殺？

但是教會認為，獨立的新聞媒
體也是一群罪人在經營，並且
他們大都是不信神，卻特別自
負自義的知識精英，迷信政治
正確的人。加上如今全球化的
浪潮改變了主流大媒體的經營
模式，其資金來源從倚靠顧客
的訂閱量，轉而接受大公司利
益集團的贊助捐贈。自川普當
選後，主流媒體視這位民選總
統為仇敵，其黨派傾向暴露無
遺。



柒、教會當如何看待主流媒體及電訊大公司對指控
的抵制和封殺？

不是法庭卻扮演著法官的角色：

例如，華爾街郵報在川普總統就職19
分鐘後，就宣佈對他的“彈劾行動開
始”；通俄門的控告在零證據的情況
下，經大肆炒作報道後，居然可以令
國會任命特別檢察官，十七位民主黨
律師，用3年，花費3千萬美元，以零
證據結束；通烏門舉報人不露面，就
開始了彈劾行動。

但是對於這次大選的任何舞弊
指控，哪怕握有1萬多人簽署的
證人宣誓證書，法庭調查還未
開始，就斥為“baseless”。

教會對於此種雙重標準
的媒體報道不認同、不
接受洗腦是應該的。



柒、教會當如何看待主流媒體及電訊大公司對指控
的抵制和封殺？

教會必須讓信徒明白，不要效法這個世界的最
重要方面，不在於那些連這個世界都不能為之
辯護的顯明罪惡，如坑蒙拐騙，作奸犯科；而
是以“政治正確對抗聖經正確”的左派知識精
英所崇尚的人文主義烏托邦理想國。

因為不信神的左派運動的一大特點是：“政教
合一，只要目標正確，不擇手段也要達到”。
（例如歷史上的法國革命；希特勒的國家社會
主義納粹；蘇俄、中共的共產革命等）



柒、教會當如何看待主流媒體及電訊大公司對指控
的抵制和封殺？

教會從神所認信的“政教分立”:“凡合神心意的
目標，只能遵循合神心意的途徑才能達到”。在西
方與教會爭奪人心的就是當今的新聞媒體，教育出
版界的左派知識精英。教會欣喜地看到，神籍著川
普執政的四年，更因這次大選，主流媒體的墮落已
被更多的信徒和民眾識破，不再盲從，這是一件好
事。



陸、教會當如何看待川普方對大選舞弊的指控？

柒、教會當如何看待主流媒體及電訊大公司對指控
的抵制和封殺？

捌、教會如何在表達有關時政立場時，仍能維護教
會基督身體的合一？

伍、面對大選此類政治議題，教會又為何要有不同
的看見呢？



毋庸諱言，本次美國總統大選，將一向不在政治上表態的華
人教會推到了風口浪尖上，以至於進退失據，左右為難。
一些華人教會以政教分離為由，發出禁令，不得為特定候選
人禱告，也不得在教會的平台和聚會中分享談論有關大選之
事，以免在教會裡引起紛爭，甚至出現分裂的危險。

教會能不能在一些重大的時政議題上，在給出清晰屬靈指導
的同時，又能維護教會肢體間在基督裡的合一呢？

按照聖經的教導，答案不但是應當的，而且
是肯定的。

捌、教會如何在表達有關時政立場時，仍能維護教
會基督身體的合一？



首先，教會的合一是建立在聖經啟示的基要真道上，而不
是在真理各個層面的具體應用上。

捌、教會如何在表達有關時政立場時，仍能維護教
會基督身體的合一？

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
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眾人的父，超乎眾人
之上，貫乎眾人之中，也住在眾人之內。

以弗所書 4:4-6

守日的人是為主守的；吃的人是為主吃的，因他感謝神；
不吃的人是為主不吃的，也感謝神。

羅馬書 14:6



其次，我們不管表達什麼屬靈的看見，即使是堅信從神而
來的，也要溫柔，謙卑而非居高臨下，盛氣凌人的表達，
更要注意聆聽不同意見的表達，不可隨意論斷。

捌、教會如何在表達有關時政立場時，仍能維護教
會基督身體的合一？

你這個人，為什麼論斷弟兄呢？有為什麼輕看
弟兄呢？因為我們都要站在神的臺前。

羅馬書 14:10



捌、教會如何在表達有關時政立場時，仍能維護教
會基督身體的合一？

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
當與蒙召的恩相稱，凡事謙虛、溫柔、忍耐，
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
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以弗所書 4:1-3

這裡保羅提醒我們：每一位基督徒在基督臺前，除了持定
最基要的救恩真理之外，什麼是最重要的呢？那就是在其
它不同意見的交通中，彼此相愛，維護基督身體的合一。



捌、教會如何在表達有關時政立場時，仍能維護教
會基督身體的合一？

最後，教會要認識到，教會在這場爭戰不是被動
應付，而是為著爭戰而來到世上，所以平時要常
作準備。因為，基督寶血買贖來的教會是在與“
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
(弗 6:12b) ”中產生的，更是要在爭戰中長大壯
大。這場爭戰的最終勝利已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奠
定，所以不用怕。主呼召教會“要拿起神所賜的
全幅軍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並且成就
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弗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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