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6/2017

1

路德與加爾文的政教關係

1. 保羅的政教觀

•羅馬書13:1-7

• 1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
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
命的。 2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
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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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得他的稱讚；

•4因為他是神的用人，是於你有益的。你
若作惡，卻當懼怕；因為他不是空空地佩
劍，他是神的用人，是申冤的，刑罰那作
惡的。

•5所以你們必須順服，不但是因為刑罰，
也是因為良心。

•6你們納糧也為這個緣故，因他們是神的
差役，常常特管這事。

• 7凡人所當得的，就給他：當得糧的，給
他納糧；當得稅的，給他上稅；當懼怕的，
懼怕他；當恭敬的，恭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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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斯(Bruce)指出，本章
（3-4節）只有在神設立政
府的目的之範圍內，政府
才有權要求服從—特別是當
政府要求只應給予神的效
忠時，當政府的要求與神
的要求發生衝突時，基督
徒就不但可以，並且必須
抗拒政府的要求。

•葛嵐裴(Cranfield)的討論再跨前一步，他
說，關於第二節，基督徒若要正視自己的
政治責任，就得提出這個問題：一個政府
變得不公正和充滿混亂，到了不再有權被
視為『權柄』（在這兩節所言的意義上），
是否不可能的呢？

•在這種極端的情況下，我們若真正及嚴肅
地尊重神的法令，這種尊重是否可以反對
失控的政府?

•合法政府的權柄被『賞善罰惡』的原則限
制！按神心意而行的政府，要按公義慈愛
的原則，節制自己。基督徒應積極建造和
支持『秉公行義』的政府！羅13:4b因為他
不是空空的佩劍，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
的，刑罰那作惡的。

二.路德的政教關係︰兩個「兩個國度論」

•1. 兩個國度︰屬靈與屬世

•2. 兩個國度︰上帝與魔鬼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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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改革後在智者腓德力創立的威登堡大
學任教，而非教庭大學。他要確立自己的
地位，必須肯定世俗的權力。

•路德雖曾習慣性地把教會等同上帝的
國，，但由於他看到中世紀後期教會的
腐化，使他對世俗政府的政治管理較對教
會有更大的信心。這是他的兩個國度之所
以不同於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他對
世俗政權有更正面的看法。

•路德的兩個國度論最關心的不是世俗的政
治問題，而是宗教改革和秩序問題。創
造的秩序是所有人都應該遵守，但只有消
極的意義，路德根據聖經而提出了兩個
「兩個國度論」。

1. 兩個國度︰屬靈與屬世

屬靈國度︰屬靈的政權沒有刀

劍，卻有上帝的話，信徒可藉此為善和稱義。

屬世國度︰屬世的政權是藉刀劍來運作，所以
逼使那些非信徒要在世俗政權之下行善。

•他說︰「基督徒不需要俗世刀劍和法律。如果
全世界的人都是真基督徒，即真信徒，那麼所
有君王、貴族、刀劍和法律都用不著了。」

屬靈的國度以愛為主，並
且路德深信，一個真正重
生的人，他的行為必然超
過法律的要求，基督是屬
靈國度的「王及主」。祂帶來恩典和福音，
使罪中的人，悔改稱義，得享真自由。聖靈
在各人心中動工，使他們甘心情願忍受任何
人所加的不公道，所以，在屬靈的國度刀劍
是無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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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不信基督的人，律法的消極意義就必
須維持。世俗政權是上帝所委派。目的
是維持秩序，禁止惡人作惡。

•他說︰「沒有政府或者政府不受尊重的地
方，就沒有和平；沒有和平就沒有人能保
障生命或任何東西…當然更談不上教導上
帝的話，兒女敬畏上帝。」

世俗政府防止暴亂，
間接也保障了基督
徒的權力，使上帝
的話可以自由宣講。
這個稱為屬世的國
度，其實也是上帝
的旨意和命令，上
帝創造世界，把祂
的理性秩序注入了
整個宇宙。

•從這觀點看，可以把屬靈與屬世的國度劃
分：屬靈的國度屬基督的作為，施行拯救
和成聖；屬世的國度屬於上帝的作為，維
持創造的秩序。

•屬靈的國度也在創造秩序之內。屬靈的國
度不能藐視屬世的國度，要順服屬世國度
的統治，因為屬世的國度是上帝創造的秩
序。

•屬靈國度雖然有上帝的話治理，理論上基
督徒應比非基督徒有更好的行為，何以不
用福音統治所有的人？

•路德解釋，由於基督徒人數少，很難要求
所有人對福音有共識，推行起來便相當困
難，所以兩個國度彼此劃分，但又要共
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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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屬靈的國度發生爭執，屬

世的國度可以處理紛爭，路

德說得很明白：

•「例如在一個教區，一個

城市或封國裏，天主徒和路德宗徒，基於某些
信仰問題，互相指摘，或在講壇上互說對方的
不是，而雙方都說自己有根據，那應當怎麼辦
呢？…執政者要居中調解。」

•研究路德政治思想的湯遜
(Cargill Thompson)正是從這方
面批判路德，他指出路德的兩
個國度論其實有混淆的地方，
當路德保障教會不受世俗權柄
干擾時，他強調屬靈國度的自
主性。兩個國度互相分離，不
相干涉。但當他面對教皇的勢
力而求助世俗政府時，他又容
讓世俗政府干預宗教。

•同樣，當路德限制教牧干預世俗政府的施
政，他卻容許他們有對抗一切罪惡的責任，
包括干預統治者的過份權力，指導執法者
善待人民。路德不單消極的對抗世俗政府
的濫權，更積極的引導政府行仁政。

•最後，如果世俗政府對抗上帝，路德便根
據聖經︰「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該的，」
發起流血革命。

路德︰政教互補

•路德清楚劃分兩個國度或兩個政府，他反
對兩者對立或分離，乃主張兩者彼此互補，
缺一不可。

•正如盧斯(Bernhard Lohse)評說︰沒有屬靈
國度(教會)，世俗政府便欠缺施行公義的
聖靈；沒有世俗政府，壞人便無處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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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兩個國度︰上帝與魔鬼國度

•這兩個國度貫穿路德整個神學思想。上帝
與魔鬼相爭︰公義抗衡邪惡，光明與黑暗
不兩立等。這種相爭是終末論的，也是信
徒心中的鬥爭。

•這個魔鬼國度可以是抽象的，好像屬靈的
惡魔，與上帝及信徒誓不兩立，絕對不會
重疊。它可以是世界，敵擋上帝的政治勢
力，但不要對號入座。

3.世俗政府的「神聖」權力

•農民運動帶來的負面效果。

路德肯定世俗的權柄出自上

帝，所以「任何人輕慢他們，

不服從他們，反抗他們，就等於輕慢，不服從和反抗
至高真神。」俗世權柄的功能受到絕對肯定是最自然
的事。猶有甚者，路德看俗世權力有神聖性，這是他
必須要維持俗世權柄尊嚴的深層理由。

•他說︰

除了福音和傳道事工

之外，世上最貴重的

珍寶…就是執政者設

立的法律，他們稱

為「神」確實是恰當

的。上帝指派他們的，

就是實踐這些美德，而上帝也就是基於這個
原因，稱他們為「神」。

•原來路德所指俗世權柄的神聖性，並不在
操縱權柄的人，乃在支配世俗權柄背後的
法，正確的理解，是上帝創造的秩序。

•表面看來，法律由執政者設立，實際上執
政者立法的根源來自上帝，是客觀獨立於
執政者之外的。可見路德是何等重視秩序，
這也使我們明白路德恐怕農民暴動一旦失
控，不單改革事業付諸東流，德意志也會
不保，是以不惜一切恢復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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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所肯定的不是世俗政府的掌權者，而
是世俗政府的機制，機制因為上帝的話而
「聖化了」，所以按上帝的話而立的政
權是屬上帝的政權，縱然他們是惡人，也
不影響制度的合法性。

可是，當掌權的人肆意地破壞法制，上帝要
刑罰他們，使他們失去神性的位份，他們要
死，要沉淪，再沒有「神兒子」的榮耀。路
德並不以凡掌權的都是好的，相反，他對掌
權者並不太樂觀，可是他並沒有為不義的政
權如何轉移權力提供適當

途徑，除了訴諸上帝的審

判外，他似乎對不義的政

權一籌莫展。

路德對暴君往往抱持
消極的態度。勸信徒
堅守信仰，用不抗拒
的精神應付。

然而，假如暴君強逼
信徒背棄信仰，而信
徒不抵抗他，讓他奪
去信仰或書籍(聖經)，
信徒就是違背了上帝。

•路德順服的上限是
上帝，如果世俗權
力要威脅福音的存
在，自衛式的抗爭、
流血、殺戮是無可
奈何地被逼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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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加爾文的政教觀

•1. 有形的教會

•2. 教會與世俗
政府

1. 有形的教會

•無形的教會，是由古至今不分地域一切蒙
恩得救的信徒組成。真正蒙恩得救的屬於
這一種教會，但有生之年亦同時在有形的
教會，有形的教會難以辨別真假信徒，因
此麥子與稗子同時存在。

加爾文在日內瓦的時候

，親身體會到地上有形

教會的罪惡，他極力要

維護地上教會的聖潔性

。他對人性抱悲觀的態度，為了教會的聖潔
性，教會紀律成為了教會必然的法規
(ordinances)。

1536年加爾文起草了
《信仰告白》，第十
八條論教會︰「…就
是神聖的福音被忠實
地宣講、聖禮被正確
地施行…」，凡是有
這標記的就是真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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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年他向日內瓦市議會起草教會的崇拜及
組織的文件，使日內瓦的市民有所遵從，
文件開頭這樣寫︰「尊貴的先生們…毫無
疑問，一個教會不按理分派聖餐，是不可
能有良好秩序…一個人若沒有敬畏的心不
能到桌前領受餅和杯。為了維持教會的健
全，開除教藉是必須的，我們認為有必要
建立監督制度。」

•加爾文的教會觀有兩點值得注意︰1. 教會
的主權不在政府，這與路德把教會放在俗
世權力之下不同。教會內部運作不單在政
府干涉範圍之外，還要影響市議會遵從教
會法規。2.教會有權把不良之徒紀律處分，
以維持教會的秩序。

雖然後來日內瓦的議會不服加爾文，於
1538年把他驅逐，可是三年後又邀請他回
來進行改革，加爾文提出的條件就是接納
他的提案，他對教會的地位沒有改變看法。

•加爾文很看重教會紀律，執行教會紀律有
有三個目的︰1. 不讓教會中的異端者、分
離者及道德敗壞者羞辱上帝的名；2. 不容
許這些壞分子有機會從事破壞的勾當；3. 
讓罪人有悔改歸正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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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爾文1541年在日
內瓦時草擬了《教
會法規》(Draft 
Ecclesiastical 
Ordinances)，提出
教會設立四種職
份︰牧師、教師、
長老及執事。

•牧師的職責是宣講福音、施行聖禮、治理
教會、牧養信徒。

•教師領導日內瓦的學校工作、負責宗教教
育、維持純正的信仰。

•長老與牧師共同負責教會紀律，他們與各
堂牧師組成教會法庭，辦理懲治事宜。

•執事照顧貧病人仕、落實教會的慈惠事工。

2. 教會與世俗政府

加爾文與路德一樣，都認為世

俗政權是上帝所設立。加爾文

更強調一切權力源於上帝的律法，由上帝親
自設立。

政治權力是上帝給予人類最高的權柄，所有
政治權力及官吏都是上帝的工具，用來維護
人民的利益。

•他說︰

•「主不但宣布官吏的功能是他所贊許所接
納的，而且用極尊榮的稱號向我們推崇官
吏。我們可以提出官吏的幾種稱號來。詩
篇以很尊貴的名稱，稱官吏為“諸神”
（詩82︰1，6），來表明一切官吏是神所
命的，他們都賦有神的權柄，都是神的代
表，以神的代理者的地位來施行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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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是履行義務，遵守法
律，納稅、参與合法戰爭，
服從長官。政府要保護民
眾。

•路德提出兩個國度。加爾
文提出兩個政府，但理念
與路德不同。他認為人受
兩個政府的管轄，一是精
神上的，一是世俗的。

•前者教導人敬畏上帝，涉及人的靈魂及內
心生活；後者教導及維持人的職責，公民
義務，規範人的外在行為。

•前者是基督，聖經的道，具體體現在教會
的建制裡面；後者世俗政府，包括君王及
官吏，但仍要實行上帝的律法，以行政力
量要求人服從上帝，具體體現在世俗政府
裡。

•加爾文並不主張政
教分離，而是主張
政教分權；不主張
政教合一，主張政
教合作，政府與教
會各有不同範疇，
並行不悖。

加爾文對政府的權力設了上限。雖然他提到，
政府貪贓枉法，個別公民不應顛覆政府，因
為會導致無政府的混亂。因此，在絕大多
數情況下，信徒要守法。可是，萬一政府的
要求違背上帝的真理，那時信徒順從上帝、
不順從人便是底線了。他說︰

只在主里服從那些治理者。倘若他們的命令
違反上帝，就當置若罔聞，也不要顧及他們
的尊榮，因為我們服從至高無比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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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在這一觀點上又與加爾文相同。順服
的上限是上帝而非君王及政府，加爾文仍
有君權神授的思想，所以重視人民對政府
的順服，但政府不能凌駕於上帝，因此宗
教對政府有了一定制衡的作用。

3. 加爾文的社會政治思想

•加爾文對社會有一種較悲觀的看法，世界
在一種道德危機之中，人心背離上帝，罪
就是一種「失序」(disorder)的情況。上帝
差遣先知和傳道者，就是要恢復世界回歸
上帝創造的秩序。

•加爾文確認人在救恩之外是徹底敗壞，以
致不可以靠自己取悅上帝，行上帝旨意。

•如果君王的設立是根據上帝創造的秩序，
當掌權者違反了這秩序，使社會從有序
(order)到無序(disorder)，君王的存在意義
便受到質疑。這點與路德的一致。

•路德順服的上限是上帝，如果世俗權力要威
脅福音的存在，自衛式的抗爭、流血、殺戮
是無可奈何地被逼出來的。

•無獨有偶，與加爾文反抗政權的言論非常接
近。面對暴君(tyranny)，

甚麼是暴君? 就是失控的

人，破壞創造秩序，傷

害神聖公義的上帝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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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任何掌權者越過上帝給他們的權限，
敵擋上帝，「他們只不過是普通人。」
「他們的名份及官位必須被剝奪。」加
爾文完全同意在非常時期，基督徒可以公
然反對政府及掌權者。這些理論與他的上
帝論是一致的。

•在實踐的層面，加爾文是非常謹慎，對於
是否反抗政權，他從不輕率決定。以致有
學者認為他理論和實踐矛盾。
•例如，在法國的加爾文派，又稱預格諾派
(Huguenot)的事件，
•加爾文並不贊成革
•命。

1572年預格諾派大屠殺

加爾文的《出埃及注釋》在內
戰初期寫，其中一段這樣說︰

當暴君不再關心公義，他的暴
行便無遠弗屆，人民的哀號不
單沒有軟化他，反而令他更兇
殘。阿諛奉承只會令他更殘
暴，…暴君不會因百姓的傷害
及咒罵而罷休，…」

加爾文當時快要離世，未
能參與預格諾派的反抗，
但他的心是與他們一起同
仇敵愾，可惜他的影響已
經不大。加爾文重視上帝
的公義和秩序，對不義的
政權心表痛恨，贊成信徒
可以反抗，但反抗及革命
的過程，切勿讓自己陷入
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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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爾文反對個人專政，又反對民眾(即今
日的民主政體)掌權。他說︰「君主政體
容易變為獨裁政治；貴族政體也不難變為
寡頭政治；而民主政體最易轉為叛亂(無
政府主義)。」因此他認為，貴族政體與
民主政體的結合，亦即共和政體(polity)最
為理想。

•共和政體可以防止個人貪慾，可以保障社
會正常運行。由於他相信各種政體都是合
法的，沒有必要反對，這樣使他不能盡情
支持預格諾派公然革命，只有鼓勵他們透
過訴求爭取合法地位。

•政府與上帝的關係︰政府必須承認上帝是
最高主宰，權力來自上帝，政府根據上帝
旨意治理人民。理想的政體為共和政體，
因此信徒與政府是互動，積極參與政治，
提升政府遵從上帝旨意的素質。由於人都
是敗壞的，民主的監察成為必須。

•正如尼布爾所說︰「人對
公義的要求使民主成為可
能；然而人傾向不公義的
罪性使民主成為必需。」
加爾文沒有規劃一套完整
的政治方案，但他的思想
卻為歐美的政治體系提供
良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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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和加爾文來自不同背
景，但共同領受了聖經最
終極的權威，發展出近似
的神學思想。

兩人所處的環境不同，路
德得到王侯貴族的保護及
支持，雖然路德提出政教
分離，但事實上是政教互
補，關係密切。加爾文是
政教互動。

•加爾文相信一切權柄來自上帝，與路德一
樣主張順服政權。然而，加爾文派在法國
面對逼迫，使加爾文主義者更確定反抗暴
政的權利，捍衛信徒自身的信仰自由，讓
加爾文的政治恩想更肯定共和政體，這對
後來英、美的政治都有很大的啟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