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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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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 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
13:3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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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稱讚；
13:4 因為他是 神的用人，是與你有益的。
你若作惡 卻當懼怕；因為他不是空空地佩劍；
你若作惡，卻當懼怕；因為他不是空空地佩劍；
他是 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罰那作惡的。
13:5 所以，你們必須順服，不但是因為刑罰，也是因為良心。
13:6 你們納糧，也為這個緣故；因他們是 神的差役，常常特管這事。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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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
羅十三
1-7

12:17 不要以惡報惡；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
12:18 若是能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
12:19 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
親愛 弟
自 伸
寧 讓步
怒
因為經上記著：
「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
「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
12:20 所以，「你的仇敵若餓了，就給他吃，若渴了，就給他喝；
因為你這樣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 」
因為你這樣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
12:21 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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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掌權
羅十二17-十三7
諸長樂牧師 2018.04.08
分享于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我很喜樂今天廣東詩班獻詩，雖然我被擋住了我不知道他們唱什麼，
但是我很感動一面聽一面流淚；
我可以想像，以後我們在神的面前，
萬國萬族萬民一起敬拜神是個什麼樣的光景。
神讓我們的教會是一個國際教會，也就是多元化的教會，
神不僅是猶太人的主，不僅是中國人的主，也是萬國萬民的主；
萬 萬
主
宣教就是可以到各處看見神在萬民當中的作為，
可能有的時候你的人不能去 但是你的禱告要去 你的奉獻要去。
可能有的時候你的人不能去，但是你的禱告要去，你的奉獻要去。

今天我們一起思想一個主題，就是：神掌權。
在登山寶訓裡面說 我們是世上的鹽 世上的光
在登山寶訓裡面說，我們是世上的鹽，世上的光。
哪裡需要鹽？哪裡需要光呢？
腐壞的地方需要鹽，黑暗的地方需要光。
老實說，當我們活在這世上的時候，就會遇見很多的黑暗跟敗壞，
甚至有的時候我們會遇到 些惡人跟仇敵。
甚至有的時候我們會遇到一些惡人跟仇敵。
遺憾的不僅在社會上，有時候在教會也會面對這樣的情況，
有人亂用弟兄姊妹們的愛心—借錢不還，有時候我們自己的貪婪被利用—
貪
投資不當，然後造成弟兄姊妹們的不和，甚至有的時候也有一些
不合乎神心意的有關於道德方面的事情發生。
第一世紀的基督徒經常面臨社會國家許多不公平的對待，
被冤枉是他們經常遇見的事情，今天讓我們一起從這段經文中來學習
看他們如何來面對不公平、或者是惡人以及逼迫他們的人。

在這段聖經當中一再講到說「眾人」、「眾人」，
特別在和睦的事情上 要做到盡我們所有的力量
特別在和睦的事情上，要做到盡我們所有的力量。
我們不僅要盡力地和弟兄姊妹和睦，
要盡 和我們周圍 所有還沒有信主的親戚朋友和
也要盡力和我們周圍，所有還沒有信主的親戚朋友和睦，
甚至要創造一個和睦的環境。
我在台灣的教會是在一棟辦公大樓裡面，
有時候我們的大聲敬拜或許多人的進進出出，
我
聲
或 多
給這裡面幾十個公司造成很多的不方便，
但是我們盡力與眾人和睦
但是我們盡力與眾人和睦：
 在週間的時候把多的停車位讓給其他的公司來使用；
 挨家挨戶到每一個公司去說：
如果你們的員 中午想要休息沒有地方休息
如果你們的員工中午想要休息沒有地方休息，
可以來我們教會休息；
 剛剛生產的工作人員，我們教會有哺乳室，
剛剛 產的 作 員 我們教會有哺乳室
可以帶著你的孩子或者是你來這邊擠奶…

一、「以善勝惡」。
羅馬書12章最後的幾節講到要以善勝惡
最後的幾節講到要以善勝惡，首先他提到有4個反面的命令：
首先他提到有4個反面的命令

14 說不可以咒詛； 17 說不要以惡報惡；
19 說不要自己伸冤；21 說不可為惡所勝；
特別是以惡報惡和伸冤這件事情是神所不喜歡的。
特別是以惡報惡和伸冤這件事情是神所不喜歡的
我承認有的時候當我遇到這樣的對待的時候，我很想以惡報惡，
儘管我說做牧師34年 我 點都沒有怎麼高明的地方
儘管我說做牧師34年，我一點都沒有怎麼高明的地方，
我也很想以惡報惡，我遇到委屈的時候很想要找人說一說。
但是在這段聖經當中告訴我們這是一個神所不喜悅、不成熟的人，才會做的事。
另外一個方面，在每一個反面的命令的後面也跟著正面的教導：
外 個方
在每 個
命令 後
著
教導
講到不可咒詛的時候，也講到說反要祝福；
講到不要以惡報惡的時候 也講到要做美事和眾人和睦；
講到不要以惡報惡的時候，也講到要做美事和眾人和睦；
講到你不要自己伸冤的時候，也說要交託給主，甚至要服事我們的仇敵；
講到不要為惡所勝的時候，也教導我們要以善勝惡。
在這樣的教導當中 叫我們不僅不要做惡事 也要做積極 正面 對的事情
在這樣的教導當中，叫我們不僅不要做惡事，也要做積極、正面、對的事情，
這是一個神對普世的價值，好行為可以榮耀神。

我們知道我們給他們造成很多的不便，
因此我們願意盡力的他們和睦：
 我們為他們辦聖誕午會，
是
舞」 舞是 午」餐 午
不是跳「舞」的舞是「午」餐的午，
 只要他們願意來，我們在聖誕節前會預備豐盛的午餐，
預備最好的咖啡和茶來接待他們。
 世界上有沒有白吃的午餐，來了就要聽福音要聽詩歌。
世界上有沒有白吃的午餐 來 就要聽福音要聽詩歌
 我們為他們預備了很多福音性的聖誕禮物。
我們盡量與他們和睦，
所以在週末的時候我們需要很多停車位的時候，
他們說我們公司的停車位你們通通可以用，
在台北市的市中心可以有七八十個免費的停車位，
那是何等奢侈的一件事，但是我們沒有花一毛錢。
我們做到盡力與眾人和睦。
我們做到盡力與眾人和睦

再來講我們不要自己伸冤。
世界上 定有冤屈的事情 先告訴弟 姊妹讀上帝的話
世界上一定有冤屈的事情，先告訴弟兄姊妹讀上帝的話，
你遇到委屈的時候就去讀兩篇詩篇：詩篇37篇、詩篇是73篇。
在這段聖經說不要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
也就是說讓我們在受委屈的時候，那個怒氣要讓它過去。
為什麼要讓它過去？
因為雅各書，說人的怒氣不能成就上帝的義，
把我們的怒氣放過去，是把這樣的怒氣留給神。
我
氣
是
氣
神
「伸冤」跟「懲罰」在希臘文裡面是同一個字，
我們之所以不自己伸冤，是因為知道報應是屬於上帝的。
 羅馬書第二章 就講得非常的清楚：
我們不伸冤或者是不報復並不表示說這樣做是錯誤的；
伸冤、報復—這不是神在我們身上要祝福的管道。

我們常常說生命當中有很多的壓力，壓力是必須的，
如果你要養出胖胖的豆芽，你在孵的時候上面要壓一塊大石頭，
在那個大石頭壓制下那個豆芽才會變成胖胖的，非常漂亮。
基督徒屬靈的生命要成長，一定要有壓力，不要逃避任何上帝所允許的壓力
臨到你身上。各位你們覺得我講道有壓力？但是這樣的壓力
卻讓我在神
卻讓我在神的面前得到最多的恩典；你逃避壓力就是逃避恩典。
前得到最多 恩
逃避壓力 是逃避恩典
你渴望與屬靈的生命能夠成長嗎？當我們說我們要以善勝惡的時候，
就是容許上帝在我們生命當中來工作，就是我們從心裡面來相信：
就是在最不好的環境當中神仍然掌權。
我們常常在順境的時候說神掌權，
如果在各樣的逆境和困難當中你還能夠說神掌權，那表示你成長了。
弟兄姊妹，不要再抱怨你的環境不好，你的環境是上帝量身打造的。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你要成為一個有福的人嗎？
你要等候神 把你受委屈的這件事情 交給上帝的憤怒
你要等候神，把你受委屈的這件事情，交給上帝的憤怒。
不僅僅如此，我們還要積極地去服事那個冤枉我們的人。
如果我們這樣子（服事那個冤枉我們的人）—
好像把一盆炭火放在他的頭上。我曾經試把很熱的東西放在我的頭上，
我初步的領會是說熱死你讓你難過。但事實上並不是如此的—
埃及人有一個習慣，一個人真正的悔改願意去向另一個人道歉的時候，
他就把一盆炭火放在他的頭上，然後到那個人的家門口跟那個人道歉；
其實這豈不是我們希望那個人回轉最重要的心意嗎？
面對那些惡人，造成我們委屈的人，我們不是只要他們好看而已，
我們不是只要他們難過而已；我們最深的渴望是他們能夠悔改；
我 最
我們最深的渴望是他也能夠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在這段聖經當中一個小小的
望是他 能夠 到 帝 祝福
在這
當中 個
結論就是說：我們不可以為惡所勝，而且要以善勝惡。
當我們不斷的這樣操練的時候 你會減少了世界上許許多多的惡事
當我們不斷的這樣操練的時候，你會減少了世界上許許多多的惡事，
而且增加人善良的一面。

這裡講到說盡力與眾人和睦，你會發現有些人你死給他看他也不跟你和睦，
他還是不願意悔改，他還是繼續做惡，那要怎麼辦呢？十三章 就告訴我們…
就告訴我們
二、要以法治惡。
當有 些人他持續的作惡不願意改變 甚至影響到別人生命財產安全的時候
當有一些人他持續的作惡不願意改變，甚至影響到別人生命財產安全的時候，
就要靠世上的法律來制裁。聖經上也容許用法律來約束罪惡的擴散，
這與基督的愛絕對不衝突。維持世界上的道德和生命的法律，
和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的大愛，這兩方面都是神的工作。
所有的權柄都是出於神的，但以理書第四章 就講得很清楚：
尼布甲尼撒王說這偉大的王國是我建立的，他驕傲，神就把他的王權拿去，
他一夜之間就從一個至高的君王變成一個瘋人病院的病人，等他真正的謙卑悔改，
說：「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的時候，他的智慧才恢復。
「 高者
掌權
慧
在這裡說不管政權或者政府是如何產生的，他就是上帝所命定的，
並且也告訴我們說 個正常的情況下 所有的政府都是要
並且也告訴我們說一個正常的情況下，所有的政府都是要
叫行惡的懼怕，我們行善就不必懼怕，反而可以得到他的稱讚。

我們前兩個禮拜去到柬埔寨，有一個見證我非常感動，
有 位馬來西亞的姐妹叫E
有一位馬來西亞的姐妹叫Esten，她的事業非常成功，
她的事業非常成功
但是神呼召她到柬埔寨最黑暗甚至法律不張顯的地方來宣教，
她有一顆慈惠憐憫的心，她用神給她的智慧來改善
當地人的生活，讓那個坐在黑暗死蔭幽谷中的人看見光，
當 政府不僅沒有禁
當地政府不僅沒有禁止她，反而表揚她給她一個柬埔寨的榮譽公民—
反 表揚
個柬埔寨的榮譽公民
這就是標準的不為惡所勝反而以善勝惡。
神讓政府配劍是用來刑罰作惡的，是為那些受冤屈的來伸冤的。
神讓
來
那
來伸
各位不要忘記當時徒保羅寫這段經文的時候，當時的政府是逼迫基督徒的，
但是他仍然鼓勵基督徒，要順服政府的權柄；
不但保羅鼓勵，連彼得也鼓勵，
彼得前書第二章 就鼓勵說要順服權柄。
這邊告訴我們 基督徒順服不是 為刑罰
這邊告訴我們，基督徒順服不是因為刑罰，
乃是因為良心的緣故。

在這裡我解決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林前六 說信徒之間不可以彼此告狀，
在那 章聖經中甚至說不可以上法庭 那是 個羞辱主名的事情
在那一章聖經中甚至說不可以上法庭，那是一個羞辱主名的事情。
但是我們要知道如何面對這樣的事情，太十八 就告訴我們一個重要的原則：
 若有一個人得罪你，你就要趁著只有他和你在一起的時候指出他的錯來，
 他如果悔改就好了，但如果他不聽，就再帶一兩個人去找他告訴他「你錯了」，
 他還是不聽，就告訴教會，也就是把這樣的事情要告訴牧師長老執事們，
 如果牧師長老執事約談他他還是不聽，聖經上說如果不聽教會的，
這個人就像外邦人跟稅吏是一樣的，這是教會一個懲戒的過程。
 如果當你處理完這一段過程，這個人仍然不願意悔改，
而有非常嚴重虧欠你的事情，當然可以訴諸於法律。
基督徒沒有特別的，就是當我們知道錯我們願意悔改，如果我們剛硬和不悔改，
那就形同稅吏和罪人一樣。這裡提醒弟兄姊妹上帝所給的不僅僅是特殊恩典—
就形 稅吏和罪
樣 這裡提 弟 姊妹上帝 給的 僅僅是特殊恩典
就是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所有的法律、教育、良知、權柄各方面都是
上帝的普遍恩典 都是神在治理這個世界所給予人類的祝福
上帝的普遍恩典，都是神在治理這個世界所給予人類的祝福。
所以在這裏我們看見，遇到在教會裡愛心解決不了的事情的時候，要以法來治惡。

基督徒行事為人應該有個更高的動機，
不僅僅是為了避免刑罰更是為著良心的緣故。
使徒保羅說「我對神對人常存無虧的良心」，良心是一種
對錯誤的知覺
對錯誤的知覺，一個人得救以後，他第一個恢復的就是良心的功能。
個人得救以後 他第 個恢復的就是良心的功能
在聖靈的光照下，他良心的鑒察和判斷變得非常的正確和敏銳，
這樣的標準遠遠的
這樣的標準遠遠的比世上的法律更高。
的法律更高
世上的法律說不可以亂丟東西。我聽說在新加坡管的非常的嚴，
在新加坡都很守法，離開新加坡就不必守法；
如果只是外在的法律那是最低的標準。
良心是面對神的，不管人有沒有看到我都是要對神交帳。
基督
基督徒服事奉獻也是如此，不管人有沒有看見，我就是對神忠心，
事奉
管 有 有
我就 對神忠心
因為我知道神掌權、神看見；人看不看見不重要，
神看見最重要，讓我們都成為 個敬畏上帝的人。
神看見最重要，讓我們都成為一個敬畏上帝的人。



三、政府和教會的關係。
自從有基督教以來，政府和教會有許多種模式，
 有的時候是政府控制教會；
 中世紀的時候是教會控制政府；
現在的社會，大部分的國家是政府和教會採取合作的關係，
我們互相的承認並且共同的支持，
彼此都有那個從神而來的獨特的使命和功能。

基督徒要順服政府，更重要的是要為我們的政府禱告。
提前二 基督徒要常常為萬人、為國家、為君王禱告。
在你罵政府之前，你先要問你自己有沒有為政府禱告祈求？
如果你沒有禱告，政府有一些不好的事情，你就活該。
你沒有禱告 政府有 些
事情 你就
這裡告訴我說，為政府禱告，是可以使我們敬虔端正平安無事的度日，
使福音可以自由的傳播 使我們可以自由的敬拜
使福音可以自由的傳播，使我們可以自由的敬拜。

柬埔寨1975年到79年之間經歷了可怕的黑暗時期，波布政權沒有任何的原因
在4年之內殺了三百萬人，當我去看那個刑場的時候心裡是非常難過的。
弟兄姐妹要為政府禱告，你在日本就要為日本禱告，
你不要只想到日本的便利，日本的福利舒服，聖經上說我們到哪一個城
經
就要為那一個城求平安；那個城平安，我們才有平安。
在這裡也講到，當納糧的給他納糧，當上稅的給他上稅，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見證，
我們不可能只享受這個國家的福利 但是不願意盡各樣的義務
我們不可能只享受這個國家的福利，但是不願意盡各樣的義務。
我在95年的時候有機會到美國進修一年，那個時候我的小孩讀小學，
因為美國的教育經費非常缺乏，就常常接到捐款的通知，
說實話我那時候很窮，我很不願意捐，
但是我碰到一個好朋友告訴我：你一定要捐，再窮也要捐，
他說你的孩子、你們在這裡享受這個國家的福利，
當這個國家有需要的時候你們當然要有所貢獻，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見證。
你在這裡開車也要守法 你開車不守法你被警察攔下來
你在這裡開車也要守法，你開車不守法你被警察攔下來，
你不要跟他說你是天上的國民，天上的國民的地上照樣開單。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有一位德國神學家叫潘霍華，
當時德國所有的教會都跟希特勒政權妥協，
但是他仍然站在真理這一面，他被捕最後殉道。
一個願意為主付代價的人上帝要大大的賞賜他。
個願意為主付代價的人上帝要大大的賞賜他
弟兄姊妹，要以善勝惡，
要讓神在你的心中掌權，
也求神在我們的教會當中掌權；
求神在我們的教會當中掌權
我們為國家禱告，
不管你從哪個國家來，為你的國家禱告，
也為日本禱告，
我們相信神掌權，神是全地的主！

另外一個方面，基督徒對政府的順服也不是茫然的，只有當政府所做的
是在神所託付的目的之內 不超越上帝所設立的真理 我們才需要順服
是在神所託付的目的之內，不超越上帝所設立的真理，我們才需要順服。
 使徒行傳第四章，彼得、約翰就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典範—
當祭司長禁止他們傳福音的時候，他們很勇敢的在他面前說：「聽從你們
不聽從神合不合理，你們自己去酌量吧！我們所看見所聽見的不能不說。」
 但以理的三個朋友碰到了尼布甲尼撒王「金像」的事件，
他們說就算我們失去了生命，我們也不能夠拜那金像。
 但以理自己在大利烏王的時候也是如此，糊塗的大利烏王受到人的諂媚，
下一道命令說30天之內除了他以外不能向任何人禱告，但是但以理回家之後
他的窗戶還是打開面向耶路撒冷，一天三次禱告感謝跟平常一模一樣。
我真的喜歡但以理，我在想要是我很敬虔的話，我敬虔禱告但是把窗戶關了，
最起碼別人看不見，但是他仍然開向耶路撒冷。你都希望上帝像但以理一樣
起
然
都希望 帝像
樣
把你從獅子坑拯救起來是不是？那你有沒有開窗禱告啊？你一天禱告幾次啊？
他 天禱告三次，很多人三天也不禱告 次，希望上帝把他從獅子坑救出來
他一天禱告三次，很多人三天也不禱告一次，希望上帝把他從獅子坑救出來。
讓我們一起從這些敬虔的人學功課。

天父，我們感謝你！
在今天早上讓我們思想你自己的心意，
願主在我們生命當中來掌權，
當我們遇見惡人或者是委屈的事情的時候，
保守我們不要心懷不平以致於作惡
保守我們不要心懷不平以致於作惡，
讓你在我們生命當中來掌權。
也求你祝福我們每一個人的國家，
大大的祝福日本，能夠福音被廣傳，
你是日本的主！
我們這樣禱告是奉耶穌的名 阿們！
我們這樣禱告是奉耶穌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