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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吧 

美國 



        FCN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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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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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是榮耀君王 



        FCNABC  

散那歸於大衛的子孫！ 

和散那歸於萬王之王！ 

願榮耀歸於至高神， 

耶穌是彌賽亞！ 

祢是榮耀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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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CNABC  

十架永遠堅定，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得勝魔鬼權柄，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陰府權勢雖勁，世界攻擊不停， 

十架仍然堅定，哈利路亞歸十架！ 

十架永遠堅定 



        FCNABC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歸十架！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十字寳架永得勝。 

十架永遠堅定 



        FCNABC  

十架歷久常存，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頌讚十架得勝，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天父賜下救恩，差遣愛子降生， 

十字架上捨身，哈利路亞歸十架！ 

十架永遠堅定 



        FCNABC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歸十架！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十字寳架永得勝。 

十架永遠堅定 



『基督教信仰與文化』講座 

禱 告 



讀 經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
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
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 

                  歷代志下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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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吧 

美國 



貳、美國往昔的榮耀和今日的墮落何在？ 

參、唯獨美國——基督信仰竟能影響總統大選的結果 

肆、美國政壇的兩黨現象及其走向 

壹、美國將何去何從？——一場非比尋常的總統大選 

伍、作合乎真理的取捨：總統的品格與其施政的立場 

陸、美國兩黨在政策層面的價值觀之爭 

柒、美國回歸的關鍵：主啊，興起祢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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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美國總統大選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現象舉例 

壹、美國將何去何從？——一場非比尋常的總統大選 

① 阿米什人(Amish)首次打破他們與世界分離的傳統，趕著馬
車參與支持川普總統連任的遊行。 

② 廣大福音派基督徒首次為總統大選在首都華盛頓召集大規模
的行走禱告會，為川普勝選禱告。 



1、在美國總統大選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現象舉例 

壹、美國將何去何從？——一場非比尋常的總統大選 

③ 有著175年歷史的《科學美國人》雜誌社，首次就總統大選
表態，支持拜登當選。 

④ 大富翁彭博社老闆，佈隆伯格(Bloomberg)，為支持拜登籌
資1千六百萬，為佛州3.2萬重刑犯償還債務，以取得投票權。 



2、許多政治評論家指出：202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
其重要性堪比歷史上1864年的美國總統大選。那一
年共和黨人亞伯拉罕‧林肯爭取連任，他的對手是
民主黨人喬治‧麥克萊倫。 

壹、美國將何去何從？——一場非比尋常的總統大選 



3、向來美國的民主黨代表著政治光譜中的左翼進步
派，高舉政治正確的旗子；而共和黨代表著政治光譜
中的右翼保守派，堅持回歸美國的傳統價值和信仰。 

以往總統大選中顯出分歧，但是雙方仍有交集，有共
同的底線，故選戰並不激烈。可是本次大選卻不如此，
法廣報導，今年大選投票率將達68%以上，為1908年
以來最高。 

壹、美國將何去何從？——一場非比尋常的總統大選 



4、川普總統的兒子Jr. Trump在共和黨代表大會上指
出了本次大選與以往的不同在於：“過去兩黨都相信
美國的善良，我們去什麼地方的方向一致，所不同的
是如何到達？而這一次對方政黨開始攻擊我國的立國
原則——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以及
法律規則。”一句話，本次大選將決定美國是否加劇
墮落抑或回歸傳統。 

壹、美國將何去何從？——一場非比尋常的總統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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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美國往昔的榮耀和今日的墮落何在？ 

公義使邦國高舉，罪惡是人民的羞辱。                                               

                 箴言 14:34 



1、為信仰自由，投奔新大陸 

貳、美國往昔的榮耀和今日的墮落何在？ 

1620年9月16日，一批追求信仰自由的天路客(102名)乘五月花號船，從英國
的普利茅斯港出發，在航程中立下“五月花號”公約。於同年11月21日到
達今天美國麻州普利茅斯州。 



2、為保護信仰的純正，宣佈獨立 

貳、美國往昔的榮耀和今日的墮落何在？ 

獨立戰爭的重要起因： 
1774年英國為了安撫在魁北克
的法商居民，通過《魁北克》
承認天主教合法。1776年第二
次大陸會議，十三州56位代表
7月4日發表了著名的《獨立宣
言》。英勇頑強抗擊英軍八年
直至1783年9月3日完勝。 

“美國的力量是從教會的講壇中發出。……美國人在心中把基
督教觀念和自由結合得那樣密切，要他們想象這一個而不想那
一個，簡直是不可能。” 
                                   ——托克維爾 



3、制定了舉世第一步限制監督政府權力和保障公民權利的
憲法(憲法第一修正案)。美國紐約的自由女神吸引著各國各
族投奔自由的民眾。 

貳、美國往昔的榮耀和今日的墮落何在？ 



貳、美國往昔的榮耀和今日的墮落何在？ 

4、將歐洲從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兩大禍害解放出來(二戰
及冷戰的勝利)，並抵擋了共產主義在亞洲的擴張(韓戰與越戰
的付出)，當今更卓有成效地打擊了極端穆世林恐怖活動。 



美國今日的墮落： 

貳、美國往昔的榮耀和今日的墮落何在？ 

聖靈明說，在後來的時候，必有人離
棄真道，聽從那引誘人的邪靈和鬼魔
的道理。 

                  提摩太前書 4:1 



美國社會中最可怕的墮落，還不是各種可以分辨對錯的刑事
案件的上升，乃是在於其知識精英的自義和驕傲。 

貳、美國往昔的榮耀和今日的墮落何在？ 

他們打著“政治正確”的旗號，把持媒體，用為各種受壓迫
的弱勢族群仗義執言，以消除傳統“西方文明”的中心意識，
來攻擊基督教的信仰，否定美國的傳統價值，以期建立一個
民主社會主義式的烏托邦。 



貳、美國往昔的榮耀和今日的墮落何在？ 

a) 歪曲抹黑清教徒形象 



貳、美國往昔的榮耀和今日的墮落何在？ 

b) 否認先賢信仰，推倒先賢雕像 



貳、美國往昔的榮耀和今日的墮落何在？ 

c) 在教育、出版、新聞、文娛等領域中，排擠不同聲音，
扼殺言論自由 

d) 破壞三權分立制衡，以司法代替立法，使墮胎、同性
婚姻、變性手術合法 



貳、美國往昔的榮耀和今日的墮落何在？ 

e) 袒護黑命貴運動中的暴力行徑，抹黑警察群體，削弱
政府執法能力(以惡為善，以善為惡)。 

例如：“Defund Police”在加
州立法，不起訴$950以下的偷
竊行為。 



貳、美國往昔的榮耀和今日的墮落何在？ 

f) 推行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 

違背憲法修正案第十四條，逆向歧視。 

你們施行審判，不可行不義，不可偏護
窮人，也不可重看有勢力的人，只要按
著公義審判你的鄰舍。(利 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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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唯獨美國——基督信仰竟能影響總統大選的結果 

 ① 上世紀60年代在美國興起的“性解放”和女權主義運動，
導致美國各州自70年代起訂立“無過錯離婚法案”(No-fault 

divorce law)離婚率成倍上升，家庭走向解體。1973年聯邦最高
法院就羅伊訴韋德案(Roe vs Wade)作出裁決，使墮胎合法化。
因此，大大地激起了廣大福音派信徒的危機意識。“墮胎”直
接違反了摩西十誡中不可殺人的誡命，為此美國基督徒的抗爭
從未停止過，並已經收復一些失地。（反觀加拿大教會，在反
墮胎問題上輕易失手，結果 Canadian Abortion Right Action 

League無事可做，宣佈解散，其聲明稱:“The abortion debate 

is over in Canada. We have won, they have lost. It is time to move 

on.”） 

雖然美國基督信仰的影響力在知識精英們控制的文化領域中消
退，但還是可以藉著投票在美國總統大選中發揮作用。 



參、唯獨美國——基督信仰竟能影響總統大選的結果 

 ② 如今美國最高法院改變婚姻定義，宣佈“同性婚
姻合法”，奧巴馬當政時，甚至混淆兩性差別發佈荒
唐的廁所法案，更激起了保守的基督徒的反對，由此
促使共和黨的施政綱領更多地向基督信仰的價值傾斜。
當年小布什和如今的川普總統的當選，離不開福音派
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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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唯獨美國——基督信仰竟能影響總統大選的結果 

肆、美國政壇的兩黨現象及其走向 

壹、美國將何去何從？——一場非比尋常的總統大選 

伍、作合乎真理的取捨：總統的品格與其施政的立場 

陸、美國兩黨在政策層面的價值觀之爭 

柒、美國回歸的關鍵：主啊，興起祢的教會 



肆、美國政壇的兩黨現象及其走向 

1.兩黨之初期發展 

據報導，在美國被合法登記的政黨有100家以上。但是大多數政
黨默默無聞，其中具備執政能力的祇有兩家：民主黨與共和黨。 

美國在建國初期，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聯邦黨)，第三
任總統托馬斯‧傑斐遜(民主共和黨)。後來聯邦黨式微，民族
共和黨分成現在的兩黨。1828年安德魯‧傑克遜當選成為美國
的第一位民主黨總統。亞伯拉罕‧林肯於1860年當選成為第一
位共和黨總統，至此美國兩黨輪流執政的局面形成。 

歷史的傳統上，民主黨意識形態偏左：主張大政府，國家介入
市場經濟，並強調社會保障與福利；共和黨意識形態偏右：主
張小政府，自由市場經濟，及嚴格保護私有財產。 



肆、美國政壇的兩黨現象及其走向 

2.兩黨的合作 

兩黨都珍視美國建國以來的基督信仰價
值。這就有美國上世紀40年代兩黨通過
的國家效忠誓言(Pledge of Allegiance)，
更在50年代為了反對共產主義無神論的
威脅，加上了“One Nation Under God”。
甚至，當美國在上世紀90年代面對歐洲
同性戀運動合法化的威脅，1996年5月，
共和黨議員提出“捍衛婚姻法案”時，
不僅得到了全部共和黨議員的贊成，同
時也得到了一半以上的民主黨議員的贊
成，形成多數，最後由時任總統克林頓
簽署成為法律。 



肆、美國政壇的兩黨現象及其走向 

3.民主黨的變質 

自民主黨奧巴馬總統執政的八年，民主黨急劇左轉，以至於在
其黨內出現了第一位打著“社會主義”招牌的議員Bernie Sanders，
大大地造勢，以莫須有的通俄門彈劾總統，手段惡劣，並且在
這次黑命貴運動中大打種族牌，袒護各種暴力破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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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作合乎真理的取捨：總統的品格與其施政的立場 

民主黨方面的競選廣告，著重於讓人不喜歡川普這個人，而
非他的施政綱領。的確，從基督徒的信仰立場來看，川普婚
內出軌，曾離過兩次婚，在上層富豪娛樂圈中過著花花公子
般的奢侈生活，並且說話愛誇口，罵人不留情。 

本次大選之所以空前激烈， 

第一，兩黨的立場分歧之大，何者當選都將影響美國今後
幾十年的走向，即加劇社會主義化或回歸傳統信仰價值。 

第二，競選連任的總統川普本人極具爭議性。美國歷史上
還從來沒有一位總統候選人受到如川普那樣的負面攻擊，
也沒有哪一位受到如川普那樣的熱烈擁戴。 



伍、作合乎真理的取捨：總統的品格與其施政的立場 

第一，作為國家總統，個人的品格和操守是重要的。
但是，儘管他的人品有缺陷，但並沒有到一個不能擔
任總統的程度。 

但是，著名的基督徒領袖，愛家協會(Focus on Family) 
Dr. James Dobson和著名的改革宗神學家Wayne Gruden都
指出： 

第三，我這裡提出一點的領受：神要擊打美國知識精
英的自義和傲慢。回顧2016年全美國最大的100家媒
體，除了兩家外，都反對川普，並預測他敗選，結果
呢？大家都知道了。 

第二，總統選舉中，二中必須取一，重要的不是選個
人，而是選政策。選擇將來國家所遵循的方向，是回
歸基督信仰的價值，或者是更加背離。 



伍、作合乎真理的取捨：總統的品格與其施政的立場 

同樣，神要揀選使用誰，就是誰。當年神使用美國總
統里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不但強化了本國保守
主義的自由市場經營理念，更是聯手催垮了蘇聯東歐
的共產陣營。如今神也可另闢蹊徑，選中一個不按常
理出牌的川普，不但在國內敢於和fake news爭戰，
也能斷然與中共脫鉤，加速中共獨裁的倒台。 

神說：“我要恩待誰就恩待誰，要憐憫誰就憐憫誰” 

                                     (出3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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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美國兩黨在政策層面的價值觀之爭 

以下是兩黨在政策層面的不同主張： 

（摘自著名神學家韋恩‧格魯德姆《致反川友人的信》） 

共和黨 民主黨 

• 忠於法律的法官 
• 維護生命的政策 
• 強大的軍力 
• 自由市場經濟體制 
• 降低稅收 
• 減少政府法規 
• 強力支持以色列 
• 清晰地認識到來自Z&G的經濟、軍事

和信息威脅 
• 重視人身自由 
• 實施犯罪的個人責任制 

• 允許直至生產時刻的人工墮胎 
• 授權使用我們的稅款支付墮胎和性

別重整手術的費用 
• 不斷增加的政府控制和稅收削弱我

們的經濟 
• 通過昂貴的綠色新政能源法規，進

一步削弱經濟 
• 增加失業人數 
• 面對Z&G不斷增加的侵略性，削弱我

們的軍隊 
• 推行類似吉米·卡特的綏靖外交政策 
• 放棄以色列讓她自生自滅 



陸、美國兩黨在政策層面的價值觀之爭 

共和黨 民主黨 

• 好的工作和學校選擇是幫助窮人的
最佳方法 

• 堅固的邊界牆和安全的邊界，然後
對我們的移民制度進行全面改革 

• 小心地開采和清潔地使用碳基燃料
（煤、石油、天然氣） 

• 良知自由（政府不應強迫基督徒使
用其藝術技能來傳達認可同性婚姻
的信息，或使用其醫學技巧進行墮
胎，或將其藥房用作流產藥品的發
放點） 
 

• 支持不受憲法或法律文字原始含義
約束的法官的影響力不斷提高，甚
至可能在最高法院增加六個席位，
以便能夠讓最高法院新以10比5擁
有大多數此類法官 

• 支持苛刻的法律，强迫艺术专业人
士或专业顾问确认同性婚姻的有效
性，即使这违背了专业人士的良知 

• 恢复奥巴马时代的准则，该准则要
求学校允许自称是变性女性的生理
男性使用女孩的洗手间、更衣室和
淋浴间（该准则已被川普取消）， 

以下是兩黨在政策層面的不同主張： 

（摘自著名神學家韋恩‧格魯德姆《致反川友人的信》） 



陸、美國兩黨在政策層面的價值觀之爭 

共和黨 民主黨 

• 收入和教育質量方面的種族不平等應首
先解決以下三點： 

     – 在低收入社區提供更多以稅  
        收支持的學校選擇 
     – 經濟增長帶來更多和更好的 
        工作，以及 
     – 通過增加在高犯罪率地區的 
        警察佈置來提高安全 
• 應允許使用醫用大麻（具備醫生處方），

但應禁止娛樂性大麻，並且 
• 洗手間、更衣室和單一性別運動團隊，

應僅限於具有一種或另一種性別的人。 

• 允許生理男性參加女子體育比賽，以至
在女子田徑比賽和其他體育活動中創全
州新紀錄 

• 尋求減少警察預算（確切地說，拜登曾
表示，他贊成將一些警察資金“轉用於”
其他計劃，這是對警察的預算“部分減
少”，預計可導致犯罪率大幅上升） 

• 使用暴力和恐嚇(實際上)使和他們政治
意見不同的人的言論自由無效 

• 蔑視法律，支持開放邊界和庇護城市，
並且 

• 促推動聯邦政府全面接管我們的醫療系
統 

以下是兩黨在政策層面的不同主張： 

（摘自著名神學家韋恩‧格魯德姆《致反川友人的信》） 



貳、美國往昔的榮耀和今日的墮落何在？ 

參、唯獨美國——基督信仰竟能影響總統大選的結果 

肆、美國政壇的兩黨現象及其走向 

壹、美國將何去何從？——一場非比尋常的總統大選 

伍、作合乎真理的取捨：總統的品格與其施政的立場 

陸、美國兩黨在政策層面的價值觀之爭 

柒、美國回歸的關鍵：主啊，興起祢的教會 



柒、美國回歸的關鍵：主啊，興起祢的教會 

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乃是在神面
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 將各樣的計
謀、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
攻破了，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它都順服
基督； 

              哥林多後書  10:4-5 



柒、美國回歸的關鍵：主啊，興起祢的教會 

1、面對此次美國的總統大選 

a) 基督徒要反省悔改的是：為什麼基督教信仰失去了在
文化教育、大眾傳媒上的話語權。 

   例如，川普總統當政近四年，天天被主流媒體電視節 
   目圍攻。 

b) 基督徒仍要感恩讚美神的是：儘管如此，美國的福音 
   派教會仍能聚集力量，在總統大選中發揮作用。 
   但即使是美國福音派基督徒所支持的川普總統贏得連 
   任，甚至共和黨奪得參眾兩院的多數席位，並不代表 
   美國已經回歸了。 



柒、美國回歸的關鍵：主啊，興起祢的教會 

2、美國的真正回歸，在於美國教會的復興，並且能用福
音的奧秘，攻破左派自高自義的政治正確的營壘，引導
他們反省悔改。在這場屬靈爭戰中得勝，否則，美國社
會的撕裂和動亂不會停止。 

因為，“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
無新事。”（傳 1:9） 
所以，在全世界已遭遇破產的馬克思主義會藉著西方知識精英
追求政治正確的信仰借尸還魂。“因為不知道神的義，想要立
自己的義，就不服神的義了。”（羅 10:3） 

3、這是一場“政治正確”與“聖經正確”的真理之戰 



柒、美國回歸的關鍵：主啊，興起祢的教會 

政治正確與馬克思主義比較，有下列五點相同之處： 
(摘自本人2006年信仰文化講座） 

1.兩者都是從一群知識菁英的先知先覺開
始，要高舉人的義，對基督教充滿敵意與
蔑視。 



柒、美國回歸的關鍵：主啊，興起祢的教會 

政治正確與馬克思主義比較，有下列五點相同之處： 
(摘自本人2006年信仰文化講座） 

2.兩者都要打破西方文明的傳統價值觀，
都認為人的罪、苦難是社會的不平等造成
的，都要使用政權的力量達到改造社會的
目的。 



柒、美國回歸的關鍵：主啊，興起祢的教會 

政治正確與馬克思主義比較，有下列五點相同之處： 
(摘自本人2006年信仰文化講座） 

3.兩者都要取消普世的真理價值目標，將真
偽、善惡、美醜的標準相對化，這些標準只
是人類不同集團為維護自身利益所定的。 

人類集團的差別性：階級、文化、性別、族裔  



柒、美國回歸的關鍵：主啊，興起祢的教會 

政治正確與馬克思主義比較，有下列五點相同之處： 
(摘自本人2006年信仰文化講座） 

4.兩者都表明自己是為弱勢群體爭取權利
與解放。 



柒、美國回歸的關鍵：主啊，興起祢的教會 

政治正確與馬克思主義比較，有下列五點相同之處： 
(摘自本人2006年信仰文化講座） 

5.兩者都相信人類歷史的不斷進步性，
熱衷於發掘新事物、引導新潮流；都肩
負著與社會上各種停滯、守舊、愚昧勢
力鬥爭的重任。 



柒、美國回歸的關鍵：主啊，興起祢的教會 

我們的問題出在哪裡？ 

信奉「政治正確」新宗教的知識精英
們，佔據著社會的高位，擁有廣泛的
影響力，他們的委身感、使命感、社
會參與感，使基督徒們自比不如。  



柒、美國回歸的關鍵：主啊，興起祢的教會 

3、我們能靠主得勝嗎？我們這麼弱小，怎是對手？ 

弟兄們哪，可見你們蒙召的，按著肉體有智慧
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貴的也不多。神
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揀
選了世上軟弱的，叫那強壯的羞愧。 

              哥林多前書  1:26-27 



『基督教信仰與文化』講座 

回歸吧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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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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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