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祢是榮耀的君王
祢是和平之主

祢是天地萬有主宰
惟有祢聖潔公義

祢是榮耀的君王



天使都向祢下跪
敬拜尊崇祢

因為在祢有永生之道
祢是主耶穌基督

祢是榮耀的君王



和撒那歸於大衛的子孫
和撒那歸於萬王之王
願榮耀歸於至高神
耶穌是彌賽亞

祢是榮耀的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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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撒那歸於大衛的子孫
和撒那歸於萬王之王
願榮耀歸於至高神
耶穌是彌賽亞

祢是榮耀的君王



和撒那歸於大衛的子孫
和撒那歸於萬王之王
願榮耀歸於至高神
耶穌是彌賽亞

祢是榮耀的君王



FCNABC 

基督精兵前進 齊向戰場走
耶穌是我元帥 引導在前頭
基督為我君王 帶領攻仇敵
看祂旗幟前進 已到戰陣地

基督精兵



FCNABC 

基督精兵前進 齊向戰場走
耶穌是我元帥 引導在前頭

基督精兵



FCNABC 

見此得勝旗號 撒旦軍逃遁
凡屬基督精兵 合發凱歌音
榮耀讚美尊貴 歸於基督王
無窮無盡年代 頌贊主永遠

基督精兵



FCNABC 

基督精兵前進 齊向戰場走
耶穌是我元帥 引導在前頭

基督精兵



讀經

你們也要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總不要驚慌，
因為這些事是必須有的，只是末期還沒有到。民
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饑荒、地震，
這都是災難的起頭。

馬太福音 24:6-8

祂必在列國中施行審判，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
他們要將刀打成犁頭，把槍打成鐮刀。這國不舉
刀攻擊那國，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

以賽亞書 2:4



FCNABC 

『基督教信仰與文化』講座

從基督信仰看

--俄烏戰爭的本相



貳、聖經關於戰爭與和平的教導

參、俄烏戰爭概況簡介

肆、從基督信仰看俄烏戰爭的本相

壹、前言

伍、值得當前教會警惕的幾種偏向



你們也要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總不要驚慌，
因為這些事是必須有的，只是末期還沒有到。民
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饑荒、地震，
這都是災難的起頭。

馬太福音 24:6-8

世人眼中的

要禁，禁不住。

壹、前言



現代文明的發展，科學知識的進步，不但沒有幫助制
止戰爭，反而使戰爭的摧毀力及恐怖性大大增加。

壹、前言



世人眼中的

想要，得不到。

祂必在列國中施行審判，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
他們要將刀打成犁頭，把槍打成鐮刀。這國不舉
刀攻擊那國，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

以賽亞書 2:4

壹、前言



和平主義者指望
各方自制以得光榮和平

暴君希望藉著征服
達到專制的和平

壹、前言



貳、聖經關於戰爭與和平的教導

參、俄烏戰爭概況簡介

肆、從基督信仰看俄烏戰爭的本相

壹、前言

伍、值得當前教會警惕的幾種偏向



貳、聖經關於戰爭與和平的教導

一、人犯罪背離神不可避免的結果

1.人與神關係破裂，導致人與人不能相和

該隱與他兄弟亞伯說話；二人正在田間。該隱起
來打他兄弟亞伯，把他殺了。

創世記 4:8

世界上第一件兇殺案，該隱殺亞伯



貳、聖經關於戰爭與和平的教導

一、人犯罪背離神不可避免的結果

2.人與神爭戰，導致語言變亂

那時，天下人的口音、言語都是一樣…他們說：來
吧！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要
傳揚我們的名…神變亂他們的口音，使他們的言語
彼此不通…於是他們就停工…眾人分散在全地上。

創世記 11:1-9

民族、國家、不同文化由此產生



貳、聖經關於戰爭與和平的教導

一、人犯罪背離神不可避免的結果

3. 戰爭因世人的偶像崇拜之罪而禍害於世

百姓竟不肯聽撒母耳的話，說：「不
然，我們定要一個王治理我們，使我
們像列國一樣，有王治理我們，統領
我們，為我們爭戰。」

撒母耳記上 8:19-20

君王崇拜：

俄羅斯沙皇——彼得一世大帝



貳、聖經關於戰爭與和平的教導

一、人犯罪背離神不可避免的結果

3. 戰爭因世人的偶像崇拜之罪而禍害於世

獨裁領袖崇拜：

如列寧、斯大
林、希特勒、
毛澤東……



貳、聖經關於戰爭與和平的教導

二、戰爭是神對罪惡施行審判的一種方式

神對迦南罪惡的審判

約書亞靠近耶利哥時…見一人拔出刀…約書亞問
他：你是幫助我們，是幫助我們敵人呢？
他回答說：不是的，我來是要作耶和華軍隊的元
帥。約書亞就俯伏在地下拜，說：我主有甚麼話

吩咐僕人。 約書亞記 5:13-14



貳、聖經關於戰爭與和平的教導

三、戰爭是神對於祂子民的一種管教

神興起亞述擊打以色列

亞述是我怒氣的棍，手中拿我惱恨的杖。我要打
發他攻擊褻瀆的國民，吩咐他攻擊我所惱怒的百
姓，搶財為擄物，奪貨為掠物，將他們踐踏，像

街上的泥土一樣。 以賽亞書 10:5-6



貳、聖經關於戰爭與和平的教導

三、戰爭是神對於祂子民的一種管教

神將耶路撒冷交予巴比倫王

耶和華說：我向這城變臉，降禍不降福；這城必
交在巴比倫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焚燒。

耶利米書 21:10



貳、聖經關於戰爭與和平的教導

四、神藉著戰爭引導祂的子民

在古代以色列：不單單依靠武力

摩西手裏拿著神的杖，何時舉手，以色列人就得
勝，何時垂手，亞瑪力人就得勝。
但摩西的手發沉，他們就搬石頭來，放在他以下，
他就坐在上面…亞倫與戶珥扶著他的手，他的手

就穩住，直到日落。 出埃及記 17:9-11



貳、聖經關於戰爭與和平的教導

四、神藉著戰爭引導祂的子民

在末世教會時代：神在普遍恩典中設
立政府，用劍保護國人安居樂業。

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懼怕，乃是叫作惡的懼怕。
你願意不懼怕掌權的嗎？你只要行善，就可得祂
的稱讚； 羅馬書 13:3



貳、聖經關於戰爭與和平的教導

四、神藉著戰爭引導祂的子民

在末世教會時代：神在特殊恩典中
建立教會，用道作屬靈爭戰。

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
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

氣的惡魔爭戰。 以弗所書 6:11-12



貳、聖經關於戰爭與和平的教導

五、神國的真理絕不依靠武力來傳揚

耶穌說：我的國不屬這世界；我的國若屬這世界，
我的臣僕必要爭戰，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

只是我的國不屬這世界。 約翰福音 18:36

崇尚、迷信武力的必死在武力之下

耶穌說：收刀入鞘吧！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

馬太福音 26:52



貳、聖經關於戰爭與和平的教導

六、永久和平只能在基督再來的新天新地裏實現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
不再有了。
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
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啟示錄 21:1,4

我觀看，見天開了。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稱為「誠信真
實」，祂審判、爭戰都按著公義。 啟示錄 19:11

有利劍從祂口中出來，可以擊殺列國。祂必用鐵杖轄管他們，
並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 在祂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寫著說：
「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啟示錄 19:15-16



貳、聖經關於戰爭與和平的教導

參、俄烏戰爭概況簡介

肆、從基督信仰看俄烏戰爭的本相

壹、前言

伍、值得當前教會警惕的幾種偏向



參、俄烏戰爭概況簡介

一、俄羅斯總統普京於2022年2月24日清晨，發動對烏克
蘭大規模的閃電襲擊。

首都基輔，哈爾科夫，敖
德薩和頓巴斯所有的機場
和軍事設施都遭攻擊。
（至2月27日俄軍攻擊圖）



參、俄烏戰爭概況簡介

二、烏克蘭猝不及防，軍事損失慘重，家園遭毀。

聯合國估計目前有二百萬
人流離失所，成為難民。

大量平民喪生，烏克蘭總
統澤連斯基仍然統領軍民
頑強抵抗，並逐步取得戰
場的主動權。



參、俄烏戰爭概況簡介

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烏克蘭得到了國際廣泛支持和援助，
3月2日聯合國召開大會，141國通
過譴責俄羅斯侵烏決議。其中只有
五國反對，中國投了棄權票。



參、俄烏戰爭概況簡介

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俄羅斯經濟上遭國際制裁，三百
多家大企業撤離俄國。俄國內百
多城市爆發反戰遊行，其中被抓
達4萬多人。



參、俄烏戰爭概況簡介

四、戰爭的最後走向

三種可能性：

1、俄羅斯得勝。佔領烏克蘭主要城市和幹線，但
卻陷在戰爭的泥沼中不能自拔。

2、俄烏戰爭陷入膠著，雙方談判，烏方接受部分
俄方條件，俄軍得以“體面”撤軍。

3、烏克蘭得勝，俄軍敗退。俄國不得不接受戰敗
賠償條款。



貳、聖經關於戰爭與和平的教導

參、俄烏戰爭概況簡介

肆、從基督信仰看俄烏戰爭的本相

壹、前言

伍、值得當前教會警惕的幾種偏向



肆、從基督信仰看俄烏戰爭的本相

一、俄羅斯發動的對烏戰爭有其正當目的嗎？

惹人注意的是，這個說法得
到了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
John Mearsheimer的背書。

1、中俄大外宣說，因北約東擴，造成對俄安全的威脅，故普京
不得不採取特別軍事行動以自保。

如果我們知道這位教授是屬於
國際政治學中的務實主義派的
(Realist School of Thought)
本不應感到奇怪，但是這卻讓
俄中大外宣如獲至寶。這不是
因為他的觀點有什麼說服力，
而是他頂著美國名校教授和國
際事務專家頭銜的光環，可以
幫助中俄政府達到他們所要的
宣傳效果。



肆、從基督信仰看俄烏戰爭的本相

一、俄羅斯發動的對烏戰爭有其正當目的嗎？

a) 北約發表五點聲明：俄羅斯欺騙了全世界。

誤區一：北約向俄羅斯承諾冷戰後不會擴張；

誤區二：北約咄咄逼人，對俄羅斯構成威脅；

誤區三：烏克蘭不能加入北約；

誤區四：北約正在包圍並試圖遏制俄羅斯：

誤區五：北約對南斯拉夫，科索沃和利比亞的干預，證明北

約不是防禦性的。

1、中俄大外宣說，因北約東擴，造成對俄安全的威脅，故普京
不得不採取特別軍事行動以自保。



肆、從基督信仰看俄烏戰爭的本相

一、俄羅斯發動的對烏戰爭有其正當目的嗎？

b) 事實如何？

北約恰好是怕俄羅斯
有此藉口在歐洲挑起
戰禍，一直拒絕烏克
蘭和格魯吉亞這兩個
國家的入會請求，甚
至直到戰爭已經爆發
的今天。

1、中俄大外宣說，因北約東擴，造成對俄安全的威脅，故普京
不得不採取特別軍事行動以自保。



肆、從基督信仰看俄烏戰爭的本相

一、俄羅斯發動的對烏戰爭有其正當目的嗎？

c) 歷史何其相像，當年日本拿下東三省和發動侵華戰爭的理
由是為了防止蘇聯共產國家的東進，以威脅日本的安全。

1、中俄大外宣說，因北約東擴，造成對俄安全的威脅，故普京
不得不採取特別軍事行動以自保。

d) 歷史上值得效法的國際
危機處理個案——古巴導彈
危機。



肆、從基督信仰看俄烏戰爭的本相

一、俄羅斯發動的對烏戰爭有其正當目的嗎？

2、烏克蘭自找的。因為烏方對其東部頓巴斯地區的俄裔居民，
實施納粹式的“種族逼迫”，故俄羅斯要討伐教訓烏克蘭。

事實是，2014年2月27日俄羅斯
派兵佔領克里米亞，3月18日歸
入俄羅斯。該年4月頓巴斯地區
親俄武裝割據，在俄羅斯的支
持下，分別成立“頓涅茲克人
民共和國”和“盧甘斯克人民
共和國”。烏克蘭政府軍介入
平叛，反分裂。聯合國統計雙
方軍人及平民死亡人數逾萬。



肆、從基督信仰看俄烏戰爭的本相

一、俄羅斯發動的對烏戰爭有其正當目的嗎？

歷史何等相像：當年希
特勒發動對捷克的戰爭，
也說是要保護捷克蘇德
臺地區的德裔居民。他
的要求就僅此為止，這
就是臭名昭著的“慕尼
黑條約”的由來。設想
普京如玩這一手，歷史
還會重複嗎？

2、烏克蘭自找的。因為烏方對其東部頓巴斯地區的俄裔居民，
實施納粹式的“種族逼迫”，故俄羅斯要討伐教訓烏克蘭。



肆、從基督信仰看俄烏戰爭的本相

二、戰爭爆發的真正原因何在？

戰爭前俄方一再斥責美國污衊，否認有侵烏的意圖，
但俄烏戰爭還是爆發了，跌破了許多國際事務評論家
的眼鏡。有人指出，這不是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
乃是普京一個人的戰爭，是他個人的瘋狂舉動。

答案是：
&



肆、從基督信仰看俄烏戰爭的本相

二、戰爭爆發的真正原因何在？

1、獨裁者普京個人從2000年以來四任總統，二任總
理，並於2021年4月5日修憲，使他可能將總統任期延
長至2036年。

至少有十位俄羅斯的政治反對人
士，被普京用各種方式解決掉。
他的名言：“給我20年，我還你
一個強大的俄羅斯。”蘇聯的解
體被他稱為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
在任期間，發動多次成功的戰爭
行動，尤其是閃電佔領克里米亞，
為他帶來國內的民意高漲。



肆、從基督信仰看俄烏戰爭的本相

二、戰爭爆發的真正原因何在？

2、大俄羅斯的民族主義偶像崇拜

俄羅斯與絕大多數歐洲國家不同，
歷史上從來不在西方基督教文明的
主流中。其信奉的東正教被充分的
俄羅斯化。許多年長的俄羅斯人仍
舊懷念蘇共強人的統治。

普京推出的外交承認烏東分裂兩
國的提議和俄烏戰爭中發表不實
消息者獲刑15年的提議，被其國
會壓倒性多數通過。



肆、從基督信仰看俄烏戰爭的本相

二、戰爭爆發的真正原因何在？

3、西方左派的綏靖與怯懦

面對俄烏戰爭，前美國總統川普聲明“如果我還
在任，現在可怕的烏克蘭局勢就絕不會發生。”
我認為他的話是有幾分道理的。

為什麼？



肆、從基督信仰看俄烏戰爭的本相

二、戰爭爆發的真正原因何在？

3、西方左派的綏靖與怯懦

川普反復強調，為著戰略安全，美國能源獨立是至關重
要的。但是

第一，拜登為了政治正確，將全球暖化的議題置於一切
之上。為此他們禁止國內頁岩油開採，關閉加拿大輸油
管道，重新向中東和俄羅斯購油。隨著油價暴漲，俄羅
斯賺足了戰爭可用的資金。德國左派前總理默克爾當政
時，廢了德國的核發電，關閉了許多燃煤供暖，卻將大
部分能源的供應交在俄羅斯手中，甚至在2014年後，還
頂住對俄制裁的壓力，堅持建設北溪二號工程。



肆、從基督信仰看俄烏戰爭的本相

二、戰爭爆發的真正原因何在？

3、西方左派的綏靖與怯懦

川普反復強調，為著戰略安全，美國能源獨立是至關重
要的。但是

第二，普京吃定拜登和北約不敢以參戰的方式來阻止這
場戰爭。普京揚言“如果哪國要來加入戰爭，一定會遭
受到從未經歷、無法設想的報復”（核訛詐？）拜登和
北約也一再澄清，他們不會參戰，因為烏克蘭不是北約
成員。戰禍啟開，他們不敢發出禁飛令，甚至連波蘭的
28架米格戰鬥機也不敢交付烏克蘭。



肆、從基督信仰看俄烏戰爭的本相

二、戰爭爆發的真正原因何在？

4、普京得到習近平“兩國友誼無上限，不是同盟勝
似同盟”的支持。

據紐約時報，普京
在參加冬奧會開幕
式之際，向習透露
攻烏計劃，習的回
答：動手要待奧運
閉幕。



肆、從基督信仰看俄烏戰爭的本相

二、戰爭爆發的真正原因何在？

5、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普京低估了烏克蘭從總統到
民眾眾志成城的抵抗決心。

普京認為靠著俄羅斯強大武力，
以及卑鄙的突襲方式，可以在
三天之內打下基輔，建立傀儡
政府，並且可以順便再下一國，
摩爾多瓦，然後格魯吉亞，最
後波羅的海三國，從此使所有
前蘇聯國家，重回俄羅斯大家
庭。普京的大俄羅斯夢得以完
成，其獨裁者的權勢和地位永
不動搖。

蘇瓦烏基缺口，波蘭和立陶宛兩個
北約盟友的邊境線。如果被俄軍拿
下，波羅的海三國將立刻陷入絕境。



肆、從基督信仰看俄烏戰爭的本相

二、戰爭爆發的真正原因何在？

6、結論：俄烏戰爭

對於烏克蘭民眾而言：這是一場捍衛國家主權尊
嚴，為回歸自由民主普世價值，保衛生命家園的
正義之戰。

對於俄羅斯的普京來說：是一場為了實行個人政
治野心，不惜殺人流血，毀人家園，衝破一切文
明規則的不義之戰。



貳、聖經關於戰爭與和平的教導

參、俄烏戰爭概況簡介

肆、從基督信仰看俄烏戰爭的本相

壹、前言

伍、值得當前教會警惕的幾種偏向



伍、值得當前教會警惕的幾種偏向

一、教會放棄在社會重大議題（包括戰爭
與和平）對信徒的引導作用

基督徒應當是完全的和平主義者

基督徒可以為神的名組織聖戰

兩
種



伍、值得當前教會警惕的幾種偏向

a) 和平主義者

只是我告訴你們，不要與惡人作對。
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
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

逼迫你們的禱告。 馬太福音 5:39,44

錯引聖經根據

一、教會放棄在社會重大議題（包括戰爭
與和平）對信徒的引導作用



伍、值得當前教會警惕的幾種偏向

b) 基督徒可以為神的名組織聖戰嗎？

十字軍東征的教訓

十字軍東征
1095-1275

一、教會放棄在社會重大議題（包括戰爭
與和平）對信徒的引導作用



伍、值得當前教會警惕的幾種偏向

二、信徒的戰爭觀與非信徒幾乎沒有區別

1.   信徒缺乏對邪惡本質的深刻認識，總要將
其犯罪理性化。

當年有極左人士為穆斯林恐怖分子辯護，原因
是他們受美國為首的右翼西方的種族壓迫。

如今有極右人士為普京侵烏戰爭辯護，原因是
他們受到美國為首的左翼西方的干涉和挑衅。

兩者從不同立場出發，結果都是反美。

這就好像說強姦犯是個受害者，加害他的是那
被強姦的女子，還有那位挺身保護她的男子。



伍、值得當前教會警惕的幾種偏向

二、信徒的戰爭觀與非信徒幾乎沒有區別

2.   信徒迎合世上潮流，而非從聖經和信仰的真理作
判斷。

例如中國的信徒來到西方，也用一成不變的你死我
活的意識形態來辨是非，分黑白。

不知道信徒要維護與珍惜的是神藉清教徒信仰建立的
美國立國原則，那就是“自由，民主，憲政，法治”
的價值和整套的立法，行政，司法的程序。

而世界上王室以外的獨裁者（不論左右），他們要維
護自己的獨裁統治，一定要在他們的國家欺騙國人，
掀起反美浪潮，我們千萬不能上當。



伍、值得當前教會警惕的幾種偏向

二、信徒的戰爭觀與非信徒幾乎沒有區別

2.   信徒迎合世上潮流，而非從聖經和信仰的真理作
判斷。

我們作為持保守聖經立場的基督徒，首先，
要維護西方民主法治的普世價值。這是維護
我們信仰自由的前提。其次，我們要用傳道
的自由，與西方的“政治正確”爭戰。

這是更艱巨的思想爭戰，不是奪權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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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基督信仰看

--俄烏戰爭的本相



使我作祢和平之子，

在憎恨之處播下祢的愛。

在傷痕之處播下祢寬恕，

在懷疑之處播下信心。

哦主啊!使我少為自己求，

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

少求被瞭解,但求瞭解人。

少求愛,但求全心付出愛。

聖法蘭西斯的禱告

(1/3)



使我作祢和平之子，

在絕望之處播下祢盼望。

在幽暗之處播下祢光明，

在憂愁之處播下歡愉。

哦主啊!使我少為自己求，

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

少求被瞭解,但求瞭解人。

少求愛,但求全心付出愛。

聖法蘭西斯的禱告

(2/3)



使我作祢和平之子，

在赦免時我們便蒙赦免。

在捨去時我們便有所得，

迎接死亡時我們便進入永生。

聖法蘭西斯的禱告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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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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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