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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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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CNABC  

這是天父世界，我們側耳靜聽； 

宇宙歌唱，四圍響應，星辰作樂同聲。 

這是天父世界，我心滿有安寧； 

花草樹木，穹蒼碧海，述說天父全能。 

這是天父世界 



        FCNABC  

這是天父世界，群鳥歡唱齊鳴； 

清晨明亮，百花美麗，證明創造精深。 

這是天父世界，祂愛普及萬千； 

春風拂來，小草低語，傳講天父恩典。 

這是天父世界 



        FCNABC  

這是天父世界，求主叫我不忘； 

罪惡雖然好像得勝，天父卻仍掌管。 

這是天父世界，我心不必憂傷； 

天父是王，宇宙同唱，歌聲充滿萬方。 

這是天父世界 



『基督教信仰與文化』講座 

禱 告 



 公義使邦國高舉，罪惡是人民的羞辱。 

                    箴言 14:34 

讀 經 

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我們在天上
的父，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願祢的國降
臨，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太 6: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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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從基督信仰看美國強大的奧秘所在 

參、美國對中國的善意和幫助舉世無雙 

肆、中共與美為敵的既定方針及兩面手法 

壹、從合作、競爭到脫鉤對抗——美國對中共政策的大轉變 

伍、美國痛定思痛：自食對中共的綏靖與姑息的惡果 

陸、從基督信仰認識中美之爭的實質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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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壹、從合作、競爭到脫鉤對抗——美國對中共政策的大轉變 

2020年國際間發生的最大事件莫過於中美關係發生的本質性
變化，這個變化一舉改變了中美兩國自1979年建交以來的兩
國關係格局。 

1979-2016 
（扶持合作）
第一階段 

經濟上引導中國進
入世界自由市場體
系，並促進其改革
政治，改善人權。 

2017.1-2020.2 
（競爭摩擦）
第二階段 

川普總統明言，美
中關係是戰略競爭
的對手，而非戰略
合作的夥伴。 



壹、從合作、競爭到脫鉤對抗——美國對中共政策的大轉變 

為平衡美國對華貿易的巨額逆差，向中國的鋼鐵和鋁分別開征
25%和10%的關稅，並爭取與中國達成新的貿易協議。 

用對等的競爭遏制不
公平的競爭。終於在
2020年1月15日美中
兩國達成了第一階段
貿易協議。 



壹、從合作、競爭到脫鉤對抗——美國對中共政策的大轉變 

但自2020年2月中國武漢爆發的新冠病毒傳到美國以後，並企圖
甩鍋美國；更由於中共公然撕毀中英香港條約，用港區國安法摧
毀香港的“一國兩制”，激起了美國朝野對中共的極大憤慨，由
此堅定了川普總統走出對中共關係的最大一步：脫鉤對抗。 



1、一系列標誌性事件 

壹、從合作、競爭到脫鉤對抗——美國對中共政策的大轉變 

① 信息脫鉤（杜絕中共大外宣、滲透、情報收集
） •2020年2月宣佈中國以新華社為首的五家官方媒體為外國使團。 

•2020年8月禁止中國七家電訊公司在美國營業，並限期TikTok轉
售（清網）。同月要求孔子學院美國中心登記為外國使團。 



壹、從合作、競爭到脫鉤對抗——美國對中共政策的大轉變 

② 高科技脫鉤 

•2020年5月規定使用美國技術的公司，不可對華為供貨半導體芯
片。“千人計劃”成高危名單。 



壹、從合作、競爭到脫鉤對抗——美國對中共政策的大轉變 

③ 金融脫鉤 

•2020年5月20日，參議院通過《外國公司問責法》，禁止不受美
國監管的中國公司在美國交易所上市。 



壹、從合作、競爭到脫鉤對抗——美國對中共政策的大轉變 

④ 產業脫鉤 

•重組產業鏈，美國鼓勵本國企業撤出中國市場，不惜代價遷回
美國，或遷到其他國家。 



壹、從合作、競爭到脫鉤對抗——美國對中共政策的大轉變 

④ 外交脫鉤 

•2020年7月，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遭關閉。 



壹、從合作、競爭到脫鉤對抗——美國對中共政策的大轉變 

⑤ 將中共與中國人民脫鉤 

•美議員提案：美官方不得稱習近平為President，只能稱他為
Head of CCP。 



壹、從合作、競爭到脫鉤對抗——美國對中共政策的大轉變 

⑥ 制裁中共製造惡行的官員 

•為抗議港區國安法，2020年8月宣佈制裁11名來自中國大陸及香
港的官員。 

「共產黨總是在撒謊，但最大的謊言就
是中共代表14億被其監控、壓迫、不敢
說話的人說話。」蓬佩奧說，「恰恰相
反，中共對於中國人民真誠意見的恐懼
勝過對外國敵手的恐懼。」 

https://www.epochtimes.com/b5/tag/%e8%ac%8a%e8%a8%80.html
https://www.epochtimes.com/b5/tag/%e8%93%ac%e4%bd%a9%e5%a5%a7.html


2、導致美國對中共政策改變的直接因素 

壹、從合作、競爭到脫鉤對抗——美國對中共政策的大轉變 

美國川普政府對中共政策做180度的轉向，發生在中共高舉習近平為一尊的
時代，絕非偶然。這是因為： 

A. 中共出了個要走馬列文革回頭路的習近平，
對外不再韜光養晦。 

中共十九大廢除國家主席任
期制，口口聲聲不忘初心，
到中共一大會址朝聖，並悍
然撕毀中英香港一國兩制的
條約。 

美國國安顧問奧
布萊恩指出，中
共政權是馬克思
列寧主義政權，
中共總書記習近
平將自己視為斯
大林的繼承者，
是破產的極權主
義意識形態的真
正信仰者。 



2、導致美國對中共政策改變的直接因素 

壹、從合作、競爭到脫鉤對抗——美國對中共政策的大轉變 

2017年，一個從未從政的商人川普，當
選美國第45任總統。因他從沒有美國政
壇40年來對華政策的包袱，特立獨行，
不受西方左派思想轄制。 

B.美國出了個體制外的特朗普，並被中共在新冠病毒上的
謊言所激怒。 

美 



3、中共的應對：出乎意料，方寸大亂 

壹、從合作、競爭到脫鉤對抗——美國對中共政策的大轉變 

先前的立場：厲害了，我的國！ 
貿易爭端前期：願意奉陪到底！ 
現在的立場：中國外事辦主任楊潔篪、中國外交部長王毅、駐
美大使崔天凱向美喊話：開啟對話，保持合作，拒絕脫鉤。 

金燦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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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從基督信仰看美國強大的奧秘所在 

 公義使邦國高舉，罪惡是人民的羞辱。 

                    箴言 14:34 

因為他們雖然知道神，卻不當做神榮耀祂，
也不感謝祂，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妄，無知
的心就昏暗了。 

                    羅 1:21 



1、中共對美關係的信仰盲點，不知美國為何強大。 

貳、從基督信仰看美國強大的奧秘所在 

如果你問中共官員：美國為何強大？ 

回答：因為美國的科技、工農業、軍事的發展程度
很高，所以就強大（典型的唯物主義觀）。和美國
打交道，衹要讓華爾街的資本集團有錢賺就行。 



2、基督信仰對美國立國以及崛起的影響 

貳、從基督信仰看美國強大的奧秘所在 



2、基督信仰對美國立國以及崛起的影響 

貳、從基督信仰看美國強大的奧秘所在 

美國人目前的政治體制得
以維繫不墬，是依靠幾個
因素的，而其中最主要的
是宗教…他們認為必須依
靠宗教，才能把道德注入
民主團體…美國人所遵循
的這一種真理，應該是每
一個民主國家要徹底奉行
的。 
--托克維爾 (1835) 

總結，美國是世界上唯一以信
仰理念來建立的非血緣民族形
態的國家。 



3、美國的崛起改變了世界傳統的列強爭霸格局 

貳、從基督信仰看美國強大的奧秘所在 

傳統形態：巴比倫帝國，羅馬帝國，蒙古帝國， 

          第三帝國，日本帝國 

特點：武力征服，領土擴張，建立帝國版圖 

美國：不走武力征服，領土擴張之路，而是致力於建立和平公正
的世界秩序。（美國粉碎了德國希特勒、日本軍國主義、蘇聯共
產集團的稱霸擴張及伊斯蘭恐怖組織的恐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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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美國對中國的善意和幫助舉世無雙 

 ① 1909年1月1日十一國聯軍中，祇有
美國將所得的庚子賠款的半數退還中國
已建立清華學堂，即如今的清華大學並
用這退款資助上千名中國留學生赴美留
學，大量民國學術大師的教育經歷與此
有關美國教會所差遣的宣教士，幫助中
國建立了包括燕京大學在內的12所大學
及更多的中小學，洛克菲勒基金會建立
著名的8年制的協和醫學院。除此以外，
美國宣教士在中國建立了800多所醫院。
（如上海同濟，廣慈，成都，成都華西，
濟南，齊魯，廣州博記等） 

1、美國在中共建政前的對華幫助 

1921年9月，北京协和医学院落
成典礼结束后全体人员合影 



參、美國對中國的善意和幫助舉世無雙 

② 美國支援中國抗戰。從1938
年起，美國開始提供財政援助，
穩定中國貨幣共6.75億美元。
另外，還提供15.48億美元的軍
事裝備物資。但這些物資由美
國負責開闢飛越西藏高原的駝
峰線航線負責送交。為此，前
後共3000名美國飛行員犧牲在
這條航線上。另外，美國在太
平洋戰爭爆發前就以空軍志願
人員組成飛虎隊，由唐納德將
軍指揮。擊落日機299架，其中
26人陣亡被俘。太平洋戰爭後，
飛虎隊併入美第14航空隊，擊
落日機1281架，擊傷655架；炸
毀地面日機1057架，炸傷618架。 

1、美國在中共建政前的對華幫助 



參、美國對中國的善意和幫助舉世無雙 

1、美國在中共建政前的對華幫助 

③ 美國總統羅斯福，不顧英國，
蘇联反對堅持讓中華民國成為聯
合國五大創始國，安理會成員國
之一。 

1945年8月24日，中華民國國民政
府主席蔣中正於陪都重慶簽署《聯
合國憲章》批準書。 



參、美國對中國的善意和幫助舉世無雙 

① 阻止蘇联對中國的核打擊，1969年3月中蘇在珍寶
島上發生武裝衝突後，蘇联準備動用核彈來摧毁中國
的核設施，並將此通知美國，希望得到默許。但美國
警告蘇联不得輕舉妄動，並通過媒體將蘇联這一企圖
告訴中國，迫使蘇联放棄這一計劃。 

2、美國在中共建政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中的對華幫助 



參、美國對中國的善意和幫助舉世無雙 

② 1979年中美建交後，美國
開始接受中國留學生和訪問學
者。頭10年接納了10萬留學生。 

2009年超過印度成為留美最大
生源，保持不變直到2019年。 

2015年在美留學生27萬，2019
年37萬。 

2、美國在中共建政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中的對華幫助 



參、美國對中國的善意和幫助舉世無雙 

③ 建交後給予中國最惠國貿
易地位，直到2001年幫助中國
進入WTO(世界貿易組織)。此
後，中國GDP翻了9倍。 

1981年幫助中國從世界銀行得
到620億美元貸款； 

1986年將北京引入亞洲開發銀
行，提供了400億美元貸款。 

2、美國在中共建政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中的對華幫助 



參、美國對中國的善意和幫助舉世無雙 

④ 幫助中國軍事現代化： 

1981年里根總統發佈國家安全
指令，從而開闢了向中國出售
空中、地面、海軍和導彈技術
的道路。1986年里根政府幫助
中國基因工程自動化、生物技
術、激光、太空、載人航天、
智能機器人及超級計算機等多
個研究計劃。 

2、美國在中共建政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中的對華幫助 



參、美國對中國的善意和幫助舉世無雙 

⑤ 派遣各類機構幫助訓練建
立中國的各項設施。例如，卡
特中心幫助農村選舉實驗；美
國律師協會二十年來幫助刑事
司法改革、法律培訓。但2016
年中國政府將7000個外國的
NGO打壓成只殘留下數百個。 

2、美國在中共建政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中的對華幫助 

For more than 15 years, at the invitation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Carter Center worked to help standardize the vast array of 

electoral procedures being used in rural China and to foster better 

governance in local communities. (Photo: The Carter Center) 



參、美國對中國的善意和幫助舉世無雙 

⑥ 美國一直
容忍中國和美
國的不平等貿
易，中國每年
均收穫巨額貿
易逆差。2017
年達到約4千億
美元巨額的貿
易逆差。 

2、美國在中共建政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中的對華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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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中共與美為敵的既定方針及兩面手法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
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装满了各样不义、
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
诡诈、毒恨。 
                           羅 1:28-29 

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就光、恐怕他的行为
受责备。  
                           約 3:20 



肆、中共與美為敵的既定方針及兩面手法 

1.既定方針：中共為其統治的安全與所
信奉的共產主義，必須與美為敵。 

中國因得到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的幫
助，在改革開放中，經濟得到了前所未
有的騰飛，國力大大增強。中共應該對
美國心存感恩才對。但為什麽要與美國
為敵，鼓動民間反美言論，散布“美帝
亡我之心不死”的謊言呢？ 

關鍵在於：因為中共害怕本國的人
民因着看到了美國的好處與幫助，
被美國的民主自由普世價值觀所吸
引，質疑中共專制的荒謬，發生顏
色革命，進而使中共政權不保。 



肆、中共與美為敵的既定方針及兩面手法 

記者埃德加 斯諾先生赴延安寫出《紅星照耀中國》，
其中譯本為《西行漫記》，大肆美化中共的形象 

2、兩面手法（內外有別，外鬆內緊）： 

   a.中共為了奪取政權，花言巧語欺騙美國。 

抗戰時期共產黨利用在野的地位，將自己裝扮成比國民黨
還要親美的模樣，迷惑了相當多的美國文化界，政界人士。 



肆、中共與美為敵的既定方針及兩面手法 

當時的中共機關報《解放日報》《新華日報》連續
發表社論，讚揚美國的民主，抨擊國民黨一黨專制。 

2、兩面手法（內外有別，外鬆內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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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中共與美為敵的既定方針及兩面手法 

資深中國問題專家白邦瑞
出版叢書《百年馬拉松》
寫到：“當時我們認為美
國對中國的支援可以幫助
其成為和平民主的國家，
中國不會有野心攝取地區
甚至全球的主導權，但這
個想法背後的假設是錯誤
的，非常危險的錯誤。” 

2、兩面手法（內外有別，外鬆內緊）： 

   a.中共為了奪取政權，花言巧語欺騙美國。 

   b.中共為了擺脫孤立，韜光養晦忽悠美國。 



肆、中共與美為敵的既定方針及兩面手法 

2、兩面手法（內外有別，外鬆內緊）： 

   a.中共為了奪取政權，花言巧語欺騙美國。 

   b.中共為了擺脫孤立，韜光養晦忽悠美國。 



肆、中共與美為敵的既定方針及兩面手法 

拋出“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 
戰狼外交：“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 
“在國內愈趨專制，在海外愈發好鬥和敵對”（蓬佩奧語） 

2、兩面手法（內外有別，外鬆內緊）： 

   a.中共為了奪取政權，花言巧語欺騙美國。 

   b.中共為了擺脫孤立，韜光養晦忽悠美國。 

   c.如今圖窮匕首見，中共自認成了“厲害國”挑戰美國。 



貳、從基督信仰看美國強大的奧秘所在 

參、美國對中國的善意和幫助舉世無雙 

肆、中共與美為敵的既定方針及兩面手法 

壹、從合作、競爭到脫鉤對抗——美國對中共政策的大轉變 

伍、美國痛定思痛：自食對中共的綏靖與姑息的惡果 

陸、從基督信仰認識中美之爭的實質要害 



伍、美國痛定思痛：自食對中共的綏靖與姑息的惡果 

古實人豈能改變皮膚呢？豹豈能改變斑點
呢？若能，你們這習慣行惡的便能行善了。 

                    耶 13:23 



伍、美國痛定思痛：自食對中共的綏靖與姑息的惡果 

結果：蘇軍讓中共搶先一步立足東北，將
所繳獲的日軍武器和美援蘇的先進武器人
員都交給中共，並幫助訓練，使得東北美
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在國會作證：“雅爾塔
協定繪出了共產黨征服中國的藍圖。” 

1、二戰中美國敦促蘇聯出兵東北，幫助中共取得政權 

蘇軍一共繳獲了多少
武器包括，步槍約70
萬支、輕重机槍
12000到14000挺、火
炮4000門、坦克裝甲
車輛600輛、飛機600
架、汽車約2000輛。 

1945年2月美英蘇三巨頭雅
爾塔會議作出決定，由蘇
聯對日宣戰出兵東北和朝
鮮半島。 



伍、美國痛定思痛：自食對中共的綏靖與姑息的惡果 

中共之所以一再不顧美國和西方對其惡劣的人權狀況的警告，甚至敢
在新疆對維民搞集中營，對香港悍然下手實行國安法，其中一個原因
是中共吃定美國無論如何不會為中共惡待自己百姓撕破臉的。因為連
六四這樣大的慘案，西方也不過叫喊一陣，短暫制裁一下就過去了。 

2、美國姑息中共六四屠殺，使得中共有恃無恐 



伍、美國痛定思痛：自食對中共的綏靖與姑息的惡果 

2、美國姑息中共六四屠殺，使得中共有恃無恐 

六四屠殺的次日，美國老布什總統
發表演說，告知美國人民不可感情
用事，而要根據美國長遠的利益和
中國國情的複杂性，做出理智而謹
慎的行動。於是一方面公開宣佈暫
停美中的一切來往（脫鉤），另一
方面派官員（國安顧問和副國務卿）
秘密前往中國，向鄧小平保證，雖
然美國的制裁是迫不得已的，但這
衹是暫時的，美中戰略夥伴關係不
會變。果然10月份就允許中方官員
訪美，提昇中方戰鬥機“和平珍珠”
計劃。 



伍、美國痛定思痛：自食對中共的綏靖與姑息的惡果 

在川普總統之前，幾乎每一
次總統選舉中，兩黨候選人
都表示不能再容忍中國對知
識產權的盜竊，對美國的貿
易逆差和惡劣的人權記錄。
但當選後就會軟化立場，以
至不了了之。這使得中共政
權，食髓知味，肆無忌憚。
所以，當川普上臺之初，中
共政權並不認真對待，以為
也是虛聲恫嚇而已。 

3、美國容忍中共一再犯規，造成中共肆無忌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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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從基督信仰認識中美之爭的實質要害 

1、當今的中美之爭，不是“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
而是一場民主自由對抗專制奴役的爭戰。 

修昔底德陷阱是美國學者格雷厄姆‧艾
利森創造的一個術語。這是基於古代雅
典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的一段話，“雅典
的崛起和斯巴達的恐懼，導致戰爭不可
避免。”這個術語被中共學者用來渲染
美國由於恐懼中國的崛起被取而代之，
所以會打壓中國，甚至會兵戎相見。 

被開除黨籍的原中共中央黨校蔡霞教授
正確指出：“中美關係不是兩國人民之
間的衝突，而是兩種制度，兩種意識形
態的較量和對抗。” 



陸、從基督信仰認識中美之爭的實質要害 

2、中國民眾當學的教訓 

第一，中共不是中國，中國不但不隨中共滅亡，反而在中共的滅
亡中得以擺脱被奴役的命運。 

第二，即便你是共產黨員，但你在這個組織中根本沒有任何民主
的權利。你入黨不是為著理想，而是為了實利。不要與這黨同歸
於盡。 



陸、從基督信仰認識中美之爭的實質要害 

第三，要明白一個人的價值、尊嚴是出自於造人的神而非國家給
予。政府是神設立的，為了保護個人、家庭的生命財產及其自由
權利。人不是為了政府而生存的，所以不要以國家民族的歸屬來
站隊，卻要與神的公義和良知同在。 

尼希米帶領以色列民作認罪的禱告： 

“在一切臨到我們的事上，祢卻是公義的，因祢所行的是誠實，我們所做的是
邪惡。我們的君王、首領、祭司、列祖都不遵守祢的律法，不聽從祢的誡命和
祢警戒他們的話。他們在本國裡沾祢大恩的時候，在祢所賜給他們這廣大肥美
之地上，不侍奉祢，也不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們現今做了奴僕；至於祢所賜給
我們列祖享受其上的土產並美物之地，看哪，我們在這地上做了奴僕！這地許
多出產歸了列王，就是祢因我們的罪所派轄制我們的。他們任意轄制我們的身
體和牲畜，我們遭了大難。”                 

                                             尼希米記 9:33-37  



陸、從基督信仰認識中美之爭的實質要害 

第四，就如當今世界上的德國與日本的民主體制，是因著戰敗，
而被美國扶持重建而成，而非藉助本國民眾的覺醒奮鬥而來。未
來中國的民主政體的建立，遵循這一模式的可能性極大，应當為
此做好準備。 

•神興起外邦君王幫以色列人重建家園： 

“波斯王居魯士元年，耶和華為要應驗藉耶利米口所說的話，就
激動波斯王居魯士的心，使他下詔通告全國說：「波斯王居魯士
如此說：耶和華天上的神已將天下萬國賜給我，又囑咐我在猶大
的耶路撒冷為他建造殿宇。你們中間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
願耶和華他的神與他同在。”                 

                                  歷代志下 36:22-23 



陸、從基督信仰認識中美之爭的實質要害 

3、海內外華人教會的責任 

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旨
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太 6:9-10 

我們今生願神的國降臨，不但是使基督的福音廣傳，還要
建立教會，治理這地。使神的真理不但行在個人生命的救
恩中，也彰顯在神是全地的主的榮耀中。 



陸、從基督信仰認識中美之爭的實質要害 

3、海內外華人教會的責任 

國內的教會：幫助民眾破除民族、國
家、政黨、領袖的偶像，來迎接未來
中國的大變革。 
 
海外的教會：要為居住國禱告。因為
中美兩國價值觀征戰的勝負，首先在
於神對美國原有的基督信仰遺產的保
守。如果哪一天美國的左派知識精英
的政治正確壓倒了基督教信仰，美國
就不能再為神所用，成為神在祂普遍
恩典中對世界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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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基督信仰 

看 



        FCNABC  

這是天父世界，我們側耳靜聽； 

宇宙歌唱，四圍響應，星辰作樂同聲。 

這是天父世界，我心滿有安寧； 

花草樹木，穹蒼碧海，述說天父全能。 

這是天父世界 



        FCNABC  

這是天父世界，群鳥歡唱齊鳴； 

清晨明亮，百花美麗，證明創造精深。 

這是天父世界，祂愛普及萬千； 

春風拂來，小草低語，傳講天父恩典。 

這是天父世界 



        FCNABC  

這是天父世界，求主叫我不忘； 

罪惡雖然好像得勝，天父卻仍掌管。 

這是天父世界，我心不必憂傷； 

天父是王，宇宙同唱，歌聲充滿萬方。 

這是天父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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