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狐狸希律—
教會與基督徙的政治神學？

路加福音 13: 31-35



• [路13:31]正當那時，有幾個法利賽人來對耶穌說：
“離開這裡去吧，因為希律想要殺你。”

• [路13:32]耶穌說：“你們去告訴那個狐狸說：
‘今天、明天我趕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
了。’

• [路13:33]雖然這樣，今天、明天、後天，我必須
前行，因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喪命是不能的。

• [路13:34]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殺害先
知，又用石頭打死那奉差遣到你這裡來的人。我
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好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
翅膀底下；只是你們不願意。

• [路13:35]看哪！你們的家成為荒場留給你們。我
告訴你們：從今以後你們不得再見我，直等到你
們說：‘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



為什麼要講狐狸希律？



• [徒20:25]我素常在你們中間來往，傳
講神國的道。如今我曉得，你們以後
都不得再見我的面了。

• [徒20:26]所以我今日向你們證明，你
們中間無論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
（註：原文作“我於眾人的血是潔淨
的”）。

• [徒20:27]因為神的旨意，我並沒有一
樣避諱不傳給你們的。 "For I did not 
shrink from declaring to you the whole 
purpose/counsel of God. (Act 20:27 NAS)



認識希律

•A.大希律 (Herod the Great)

•馬太第二章的希律王：歷史稱為「大
希律」（Herod the Great）

•希律王原來是以土買人（Idumean），
不是真猶太人，他母親是撒馬利亞人

•重建聖殿(20/19 BC 開始：滿足其建築
慾望、討好猶太人



•晚年尤其捍衛自己的王位

•Hasmoneans王室家族是他的直接威脅
(The Hasmoneans dynasty had survived 
for 103 years before yielding to 
the Herodian dynasty in 37 BC.)

•在位早期，銷滅了在他之前的王
Antigonus及Hyrcanus，最終殺了整個
Hasmoneans王朝家族剩下的人，甚至
是希律家結親的人---妹夫、岳母和他
所喜愛的妻子都難逃他的毒手。

•他的晚年，他懷疑自己三個兒子要奪
取王位，最終都把他們殺了。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erodian_dynasty


Hasmoneans王室家族之外，他鎮壓政敵。

在位早期他把十個企圖暗殺他的人和他們的
全家都殺死
晚年（7 - 4 B.C.）有更多暗殺他的陰謀

有傳言說他下令人在他死後把所有猶太人的
貴族殺死，為要得到真的哭泣聲。

他也把許多有名望的居民處決，有時連他們
的家人和支持者也難逃劫數。



認識希律

•B. 希律王死前：把土地權力分給三個
兒子：亞基老（太2:22）管南部猶大，
安提帕(Antipas)管加利利和比利亞



希律(大希律Herod the 
Great, 73/74 BC – 4 BC)
死後分給三個兒子的
土地：

1. 亞基老(Achelus, 23 
BC – 18 AD)：管猶太
(太2:22), 殺3000猶太
人

2. 安提帕(Antipas, 20 
BC -39 AD)：管加利利、
比利亞(太14:1)

3. 腓力(Philip, 4BC – AD 
34)：管加利利海東北
及底加波利以東(太
14:3)

注意：徒12:1殺害使徒雅各
的“希律”其實是大希律的孫
子希律亞基帕一世 (Herod 
Agrippa I, ca. 9 BC. – AD 44)

安提帕

安提帕

亞基老

腓力

加利利

比利亞
猶太

地中海

耶路撒冷

撒馬利亞



認識希律

•C.分封王的王希律（狐狸希律）：

•此處「希律」是他的家族名字

•這個希律是希律安提帕 (Herod Antipas) ，在
他父親希律王（大希律=Herod the Great）
死後，他成為加利利和比利亞的分封王（4 
B.C. - A.D. 39年）

•分封王：在羅馬帝國，一個小國或省若分為
四份，分封王是其中一個地方（一份）的總
督/統治者



• [路13:31]正當那時，有幾個法利
賽人來對耶穌說：“離開這裡去
吧，因為希律想要殺你。”

• [路13:32]耶穌說：“你們去告訴
那個狐狸說：‘今天、明天我趕
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
了。’



C.分封王的王希律（狐狸希律）：

•希律安提帕娶了他同父異母的兄弟腓
力的妻子希羅底：

•這牽涉兩次離婚

•希律安提帕首先休棄了自己的妻子，
這原配妻子是Petra王的女兒

•希羅底也離棄了她的丈夫腓力。



I.教會的政治神學：教會要堅守
自己的存在目的與使命

• [路13:31]正當那時，有幾個法利賽人
來對耶穌說：“離開這裡去吧，因為
希律想要殺你。”

• [路13:32]耶穌說：“你們去告訴那個
狐狸說：‘今天、明天我趕鬼治病，
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

• “and the third day I reach My goal.” (καὶ τῇ τρίτῃ 
τελειοῦμαι.→ passive = reach one’s goal) (Luk
13:32 BGT)



I.教會的政治神學：教會要堅守
自己的存在目的與使命

•主耶穌的傳道是獨立自主的，祂的一
生只為了完成父神交托祂的使命

• [路13:32]耶穌說：“你們去告訴那個
狐狸說：‘今天、明天我趕鬼治病，
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

• [約17:4]我在地上已經榮耀你，你所
託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



I.教會的政治神學：教會要堅守
自己的存在目的與使命

•教會本身不參與政黨，因為教會要堅
守自己的存在目的與使命--傳揚救世
之道



I.教會的政治神學：教會要堅守
自己的存在目的與使命

•教會本身不參與政黨，因為教會要堅
守自己的存在目的與使命--傳揚救世
之道
•→不要用教會的渠道，宣傳自己
對政客政黨的理念



II.教會的政治神學：教會本身不
參與政黨，也不求取政府/政黨
的支持



要記得: 耶穌不求取分封的王希律的幫助

• [路23:6]彼拉多一聽見，就問：“這人是加利利人
嗎？”
• [路23:7]既曉得耶穌屬希律所管，就把他送到希
律那裡去。那時希律正在耶路撒冷。
• [路23:8]希律看見耶穌，就很歡喜，因為聽見過
他的事，久已想要見他，並且指望看他行一件
神蹟，
• [路23:9]於是問他許多的話，耶穌卻一言不答。
• [路23:10]祭司長和文士都站著，極力地告他。
• [路23:11]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視耶穌，戲弄他
，給他穿上華麗衣服，把他送回彼拉多那裡去
。



II.教會的政治神學：教會本身不
參與政黨，也不求取/依賴政府、
政黨的支持

•要區分政府主動支持教會與教會求/
依賴取政府支持教會的分別



政府主動支持上帝的百姓
• [拉1:1]波斯王塞魯士元年，耶和華為要應驗藉耶利米
口所說的話，就激動波斯王塞魯士的心，使他下詔通
告全國說：

• [拉1:2]“波斯王塞魯士如此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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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拉1:3]在你們中間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猶大的耶路
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華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
是神），願神與這人同在。

• [拉1:4]凡剩下的人，無論寄居何處，那地的人要用金
銀、財物、牲畜幫助他；另外也要為耶路撒冷神的殿，
甘心獻上禮物。’”



政府主動支持上帝的百姓
• [尼2:1]亞達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擺酒，我拿
起酒來奉給王。我素來在王面前沒有愁容。

• [尼2:2]王對我說：“你既沒有病，為甚麼面帶愁容呢？
這不是別的，必是你心中愁煩。”於是我甚懼怕。

• [尼2:3]我對王說：“願王萬歲！我列祖墳墓所在的那城
荒涼，城門被火焚燒，我豈能面無愁容嗎？”

• [尼2:4]王問我說：“你要求甚麼？”於是我默禱天上的神
。

• [尼2:5]我對王說：“僕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歡，
求王差遣我往猶大，到我列祖墳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
重新建造。”

• [尼2:6]那時，王后坐在王的旁邊。王問我說：“你去要
多少日子？幾時回來？”我就定了日期。於是王喜歡差
遣我去。



假如教會求取/依賴政府、政黨
的支持

•教會靠外力支持自己的信仰與價值標
準，甚至自己的存在，就使自己掉落
試探之中、妥協、世俗化，靠人而
不靠神



歷史鑒誡

•四世紀康士坦丁歸向基督，有正面影嚮：逼迫
停止，法律上加入了基督教的精神價值，如不
可打人的臉，因為人是按上帝的形像被造

•負面影嚮：基督教成為國教，教會開始富裕(修
道主義也是一种反彈)，教士追求權力，開始了
中世紀政教合一帶來的种种惡果



歷史鑒誡

• 11世紀十字軍東征：“God wills it.”



歷史鑒誡

• 16 世紀重洗派被逼迫

• Anna Jansz of Rotterdam joined the Dutch 
Anabaptists in 1535. She was arrested for her 
religious convictions in 1538 after the death of her 
husband. Since Anna held firm to her beliefs, she 
was drowned in January 1539, aged 28, leaving a 
15-month-old child behind. On her way to the 
execution, she turned to the crowd seeking a 
caretaker for her son. A baker stepped forward and 
took the child together with the offered purse. 
Parts of the testament she left behind for her son 
read:



• “Listen, my son, to the instruction of your mother. 
Today I go the path of the prophets, apostles and 
martyrs; I drink the cup that all of them drank 
before me; I go the path of Jesus Christ who had to 
drink this cup as well. I urge you, my son, submit to 
the yoke of Christ; endure it willingly, for it is a 
great honour and joy. Do not follow the majority of 
people; but when you hear about a poor, simple, 
repudiated handful of men and women cast out of 
the world, join them. Do not be ashamed to 
confess your faith. Do not fear the majority of 
people. It is better to let go of your life than to 
deviate from the truth.”



歷史鑒誡

• 17世紀初加里略被軟禁



Hitler’s Pope
希特拉的教宗



Hitler’s Pope 希特拉的教宗

The material I had gathered... 
amounted not to an 
exoneration but to a wider 
indictment... my research told 
the story of a bid for 
unprecedented papal power 
that by 1933 had drawn the 
Catholic Church into 
complicity with the darkest 
forces of the era. 



Hitler’s Pope 希特拉的教宗

• … I found evidence, moreover, that from an early stage 
in his career Pacelli betrayed an undeniable antipathy 
toward the Jews, and that his diplomacy in Germany in 
the 1930s had resulted in the betrayal of Catholic 
political associations that might have challenged 
Hitler's regime and thwarted the Final Solution. 
Eugenio Pacelli was no monster; his case is far more 
complex, more tragic, than that. The interest of his 
story depends on a fatal combination of high spiritual 
aspirations in conflict with soaring ambition for power 
and control. His is not a portrait of evil but of fatal 
moral dislocation---a separation of authority from 
Christian love. The consequences of that rupture were 
collusion with tyranny and, ultimately, violence." (Pg. 
viii)



為什麼許多美國福音派支持共和
黨，甚至依賴共和黨的支持？
• 1. 反同性戀、反墮胎→基督教價值觀

• 2. 選出保守的最高法院法官



教會沒有政黨政府的支持又怎樣？

•基督教價值觀不能靠法律來提倡、保障



教會沒有政黨政府的支持又怎樣？

•基督教價值觀不能靠法律來提倡、保障

•上帝的方法是透過教會傳揚基督聖道，改變人
心：生命改變，才能有行為的改變。人生命被
改變，社會才能向著上帝改變。



政黨、政府不支持教會甚至逼迫教
會又怎樣？

•逼迫反而使教會興旺。中國有一
億信徒



中國教會基督徒人數



中國教會基督徒人數：2014年
• 2004中國官方：三自教會受洗人數18m

• 2014 – 2004 = 10年，假定每年增長率5%

• 2014: 29m (未包括信主兒童--18歲以下不許受洗)

• 假如每5個信徒有1個兒童信主，三自教會信徒便有：

• 35m (29m + 20%)

• 估計家庭教會信徒與三自教會信徒比例界乎3:1到5:1之
間。取中間數4:1

• 家庭教會信徒約140m (35m x 4)

• 140m (家庭教會信徒) + 35m (三自教會信徒) =175m

• 假定1/3 三自教會信徒都參加家庭教會聚會

• 所以要從 35m 三自教會信徒減去約12m

• 結果：2014年中國教會基督徒人數：163m

•

• 2006年中國宗教局估計中國基督徒總數約110m

• 2018年，美國人口：326,766,748



III.教會的政治神學：教會本身
不參與政黨，不求取政府/政黨
的支持，但可批評政府政黨

• [路13:32]耶穌說：“你們去告訴那個
狐狸說：‘今天、明天我趕鬼治病，
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

•耶穌對希律的批評，是承繼舊約先知
對邪惡政府的批評



教會批評政府政黨

•因為教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 [提前3:15b]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
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 [彌6:8]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
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
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
的神同行。



教會的批評：

•政客政黨的道德

•羅斯福總統：

“The Presidency is not merely an 
administrative office. That’s the least of it. 
It is more than an engineering job, efficient 
or inefficient. It is pre-eminently a place of 
moral leadership. All our great Presidents 
were leaders of thought at times when 
certain historic ideas in the life of the 
nation had to be clarified.”



教會的批評：

•政客政黨的道德

•政客政黨的信仰



教會的批評：

•政客政黨的道德

•政客政黨的信仰

•政客政黨的言論: “crooked xxx”, “low 
energy yyy”, “fake news”



教會的批評：

•政客政黨的道德

•政客政黨的信仰

•政客政黨的言論: “crooked xxx”, “low 
energy yyy”, “fake news”

•政客政黨的政策政綱: 合理？真實？
加稅減稅、健保



教會要有真理、良心、愛心



IV. 教會的政治神學：基督徒以個
別身份參與政治政黨，因為基督
徒是地上國家的公民

按聖經真理參與政治政黨



IV. 教會的政治神學：基督徒以
個別身份參與政治政黨，因為
基督徒是地上國家的公民

• [彌6:8]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
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
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
的神同行。



IV. 教會的政治神學：基督徒以
個別身份參與政治政黨，因為
基督徒是地上國家的公民

• [太23:23]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
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將薄荷、茴
香、芹菜獻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
重的事，就是公義、憐憫、信實，反
倒不行了。這更重的是你們當行的，
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Jimmy Carter's Economy
Policy in an Age of Limits
By W. Carl Biven

https://www.uncpress.org/author/w-carl-biven


• The massive inflation and oil 
crisis of the 1970s damaged 
Jimmy Carter's presidency. 
In Jimmy Carter's Economy, 
Carl Biven traces how 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 
developed and implemented 
economic policy amid multiple 
crises and explores how a 
combination of factors beyond 
the administration's control 
came to dictate a new 
paradigm of Democratic Party 
politics.



• Jimmy Carter inherited a 
deeply troubled economy. 
Inflation had been on the rise 
since the Johnson years, and 
the oil crisis Carter faced was 
the second oil price shock of 
the decade. In addition, a 
decline in worker productivity 
and a rise in competition from 
Germany and Japan 
compounded the nation's 
economic problems. The 
resulting anti-inflation policy 
that was forced on Carter 
included controlling public 
spending, limiting the 
expansion of the welfare state, 
and postponing popular tax 
cuts.



“More than any other 
president in memory, Carter 
had turned his back on 
money lenders and 
influence peddlers. He 
believed that even private 
conversations with senators, 
for example, might cause 
him to compromise--or look 
as though he were 
compromising--his 
principles.” 



• “Carter never fit in the capital 
because his leadership style was 
essentially religious in nature, more 
preacher than politician. Among 
American presidents only Carter 
peppered his speeches with the word 
"love" and earnest Christian 
entreaties for "tenderness" and 
"healing." ….. As president he spoke 
openly of his Christian faith and all it 
entailed: daily prayers, abhorrence of 
violence, the belief that the meek 
shall inherit the earth, the courage to 
champion the underdog. Most of all, 
his faith taught him that a clear 
conscience was always preferable.”



• I.教會的政治神學：教會要堅守自己的存
在目的與使命

• II.教會的政治神學：教會本身不參與政黨，
也不求取政府/政黨的支持

• III.教會的政治神學：教會本身不參與政黨，
不求取政府/政黨的支持，但可批評政府
政黨

• IV. 教會的政治神學：基督徒以個別身份參
與政治政黨，因為基督徒是地上國家的公
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