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的社会生活
耶稣受难前为门徒祷告说:"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
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 因为他们不属世界,
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
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约17:13
-17)
这段祷告有三个特点: (一) 耶稣要门徒心里充满他的喜乐, 说明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喜乐的；但 (二)他们不属世界,
像他不属世界一样, 表明他们的喜乐不是从世界上来的；而(三)他们的喜乐同他们的成圣有密切关系,
因为上帝用真理使他们成圣。在这里耶稣让人看出真实的、最高超的喜乐的根源来自真理,
就是上帝的道。很可惜，现代基督教徒, 有多少赏识到耶稣所说:“我的喜乐”呢? 再者, 耶稣说:“他们不属世界,
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但又不要他们离开世界,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让更多人“心里充满我的喜乐。”
1) 请问: 耶稣的喜乐与世人的寻欢作乐, 有什么不同? 现代的基督教徒能说自己是不属世界, 像耶稣一样吗?
答: 这里又必须回到耶稣所说的一句话:“你们必须重生。”约3:31说:“从地上来的, 是属乎地, 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
从天上来的, 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
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上帝所差来的，就说上帝的话；因为上帝赐圣灵给他, 是没有限量的。”可见,
耶稣的喜乐属天, 世人的喜乐属地, 有天壤之别。
2) 耶稣不要门徒离开世界, 但又说他们不属世界, 正如他不属世界一样。这里是否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答: 有矛盾, 但耶稣的榜样教导我们调和矛盾的方法。还是那句话:“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太6:33)总把上帝的事列为第一。如主所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路2:49)他
说这话时, 才十二岁, 首次跟家长去耶路撒冷赴逾越节；随后“他就同他们下去,
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这正符合弗6:1-3的教训:“你们作儿女的, 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下文对家长说:“你们作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 养育他们。”(弗6:4)“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
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 起来, 都要谈论。”(申6:6,7)
3) 圣经对作生产单位的工人，行政机关的公务员, 或是商店作服务员的基督徒有什么勉言?
答: 弗6:5说:“你们作仆人的, 要惧怕战兢, 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体的主人, 好像听从基督一样。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像是讨人喜欢的, 要像基督的仆人, 从心里遵行上帝的旨意；甘心侍奉, 好像服侍主, 不像服侍人。”
4) 圣经对从事商业的基督徒有什么教训？对雇主与雇员间，债主与债户之间的关系有什么规定？
答: 利29:35,36说:“你们施行审判, 不可行不义；在尺, 秤, 升, 斗上, 也是如此。要用公道天平, 公道砝码, 公道升斗,
公道秤。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利19:13说:“不可欺压你的邻舍,
也不可抢夺他的物；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申25:14,15说:“困苦穷乏的雇工,
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 你不可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 不可等到日落, 因为他穷苦, 把心放在工价上,
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 罪便归你了。”雅5:1说:“你们这些富足人哪, 应当哭泣, 号啕,
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 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
又要吃你们的肉, 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 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 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
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 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享美福, 好宴乐,
当宰杀的日子竟娇养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义人的罪, 把他杀害, 他也不抵挡你们。"

5) 圣经论基督徒对政府长官应持什么态度?
答: 罗13:1-7说:“在上有权柄的,
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 就是抗拒上帝的命；
抗拒的必自取刑罚。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 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
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上帝的用人, 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 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地佩剑；他是上帝的用人,
是伸冤的, 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 不但是因为刑罚, 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
也是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上帝的差役, 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 就给他；当得粮的, 给他纳粮；当得税的,
给他上税；当惧怕的, 惧怕他；当恭敬的,
恭敬他。”某次有人问耶稣:“纳税给该撒(罗马皇帝)可以不可以?”他说:“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钱拿来了,
他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人说:“是该撒的。”他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太22:15-22)
6） 暴虐无道, 和不照上帝的旨意治理国家的统治者, 也是上帝的用人吗?
答: 王上11:911说:“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
所吩咐的；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 赐给你的臣子。`”
但4:29-37记述古代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骄傲自大, 被上帝教训一番的故事:“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
他说:‘这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 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还在口中尚未说完, 有声音从天降下,
说:‘尼布甲尼撒王啊, 有话对你说: 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 与野地的兽同居, 吃草如牛,
且要经过七期, 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长权, 要将国赐给谁, 就赐给谁。’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
他被赶出离开世人, 吃草如牛, 身被天露滴湿, 头发长长, 好像鹰毛, 指甲长长, 好像鸟爪。”
这件事说明个真理: 人脑的活动, 不由自己掌握。何时上帝要人发疯, 人不能说:“我不要发疯。”人脑一失灵,
人就沦为畜牲。 尼布甲尼撒痊愈后, 说:“日子满足, 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 我的聪明复归于我, 我便称颂至高者,
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上帝, 他的权柄是永有的,
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 他都凭自己的意旨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
或问他说:‘你作什么呢?’”
7） 先知但以理把这段故事记下来, 说明全世界的政治局势都由上帝掌管, 对吗?
答: 对。圣经很早已有“恶贯满盈”的概念, 记在创15:16,说:“到了第四代, 他们必回到此地, 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
还没有满盈。”这里的“他们”指亚伯拉罕的子孙, 要等到第四代才能占领亚摩利人之地。届时,
亚摩利的罪孽才满盈。徒17:26说: 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 住在地上, 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尼布甲尼撒王适值新巴比伦王朝的极盛时期, 他的后代伯沙撒, 未能学得他的教训, 竟"为他的一千大臣设摆盛筵,
…吩咐人将他祖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 王与大臣皇后妃傧, …饮酒。…当时忽有人的枝头显出,
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 就变了脸色, 心意惊慌,
…大声吩咐将用法术的…并观兆的领进来,…说:“谁能读这文字, 把讲解告诉我, 他必身穿紫袍, 项带金链,
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于是王的一切哲士都进来, 却不能读那文字, 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伯沙撒王就甚惊慌, 脸色改变,
他的大臣也惊慌。”

最后, 经太后介绍, 已退休的但以理被请来, 他对王说:“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
把讲解告诉王。王啊, 至高的上帝曾将国位, 大权, 荣耀, 威严赐与你祖尼布甲尼撒；…但他心高气傲, 灵也刚愎,
甚至行事狂傲, 就被革去王位, 夺去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 他的心变如兽心, 与野驴同居, 吃草如牛,
…等他知道至高的上帝在人的国中长权, 凭自己的意旨立人治国。伯沙撒啊, 你是他的孙子, 你虽知道这一切,
你心仍不自卑, 竟向天上的主自高, 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
你和大臣皇后妃傧用这器皿饮酒；…却没有将荣耀归与那手中有你气息,
管理你一切行动的上帝；因此从上帝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是:‘弥尼, 弥尼, 提客勒，乌法珥新；’讲解是这样:
弥尼, 就是上帝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客勒, 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畀勒斯, 就是你的国分裂,
归于玛代人和波斯人。…当夜…伯沙撒被杀；玛代人大利乌…取了迦勒底[巴比伦]国。”(但5:1-31)
8）圣经说明, 邦国的命运取决与掌权者的道德。如果国家首脑暴虐无道, 基督徒闹革命把他推翻, 行不行?
答: 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 我的臣仆必要争战。…我为此而生,
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人,
就听我的话。”(约18:36,37)主又说:“来跟从我。”基督徒是要跟从耶稣的, 学他为真理作见证,
为真理的王国付出全副精力。干革命推翻罪恶政权固然好, 但那毕竟是为属世的国卖力，虽然也在主掌管之下,
但属世的国有兴衰, 照圣经所预言, 都必归于无有。约一2:17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 都要过去；惟独遵行上帝旨意的,
是永远常存。”基督徒要学耶稣遵行上帝的旨意, 为真理作见证, 建设属天的永恒国度。
9) 耶稣说,“我的国若属这世界, 我的臣仆必要争战。”这表明教会不搞武装斗争；但信徒要服兵役, 怎办?
答:
这要照耶稣的话办理:“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多数国家政府知道安息日信徒守“不可杀人”的诫
命, 容许他们在部队里担任医疗队或其它不持武器的工作。对无此特殊安排的国家征招安息日信徒服兵役时,
他可向兵役局领导干部说明自己应征入伍是公民应尽的本分, 但请求政府照顾信仰特点, 给以适当安排。战争期间,
苏联安息日青年有因不愿杀人而被枪毙的, 斯大林得知后, 下令制止, 因此例不属叛国罪行。
10) 基督徒对国家的政治运动, 如选举人民代表, 搞计划生育, 反贪污浪费, 举报坏人坏事等, 应如何对待？
答:
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
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这是主为我们定的原则。基督徒全心全意爱上帝,
并爱人如己, 这也是用来衡量一切行动的大原则。诗32:9说:“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 必用嚼环辔头勒住他, 不然,
就不能驯服。”上帝要我们动脑筋, 根据以上的大原则, 善于处理各项具体问题。主耶稣在世时, 很重视圣经的话,
遇人问难时, 就答道:“经上记着说,”或“律法上写的是什么? 你念的是什么呢?”(路10:26)上帝应许赐福给亚伯拉罕,
使他“叫别人得福,"(创12:2) 就是要他起防腐作用, 照亮黑暗里的人。亚伯拉罕光的具体方法, 是每到个新地方,
就“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创12:7-9)
耶稣说, 基督徒既不属世界, 又不可离开世界, 要因敬虔的生活使别人得福。使别人得福的最好方法,
是学亚伯拉罕"求告耶和华的名。"使处在黑暗里的世人能因认识独一真神,
和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而得到永生。这是属灵的, 也是最大的福分。亚伯拉罕的曾孙约瑟使埃及全国蒙福,
顺利度过七年的饥荒。当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时, 上帝用但以理叫多人得福, 得以认识真神上帝。照样,
现代基督徒也应作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敬虔度日, 将圣经的真理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表现出来, “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太5: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