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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

18 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读经
罗十二

19 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

因为经上记着：

「主说 『伸冤在我 我必报应 』」

17-21

「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20 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

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21 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1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 神的。读经
凡掌权的都是 神所命的。

2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 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

罗十三
1-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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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得他的称赞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

4因为他是 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

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地佩剑；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地佩剑；

他是 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

5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

6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 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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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掌权
罗十二17-十三7

诸长乐牧师 2018.04.08
分享于东京国际基督教会

我很喜乐今天广东诗班献诗，虽然我被挡住了我不知道他们唱什么，
但是我很感动一面听一面流泪；
我可以想象，以后我们在神的面前，

族万国万族万民一起敬拜神是个什么样的光景。

神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国际教会，也就是多元化的教会，
神不仅是犹太人的主 不仅是中国人的主 也是万国万民的主神不仅是犹太人的主，不仅是中国人的主，也是万国万民的主；

宣教就是可以到各处看见神在万民当中的作为，
可能有的时候你的人不能去 但是你的祷告要去 你的奉献要去可能有的时候你的人不能去，但是你的祷告要去，你的奉献要去。



今天我们一起思想一个主题，就是：神掌权。
在登山宝训里面说 我们是世上的盐 世上的光在登山宝训里面说，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

哪里需要盐？哪里需要光呢？
腐坏的地方需要盐 黑暗的地方需要光腐坏的地方需要盐，黑暗的地方需要光。

老实说，当我们活在这世上的时候，就会遇见很多的黑暗跟败坏，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恶人跟仇敌。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 些恶人跟仇敌。

遗憾的不仅在社会上，有时候在教会也会面对这样的情况，
有人乱用弟兄姊妹们的爱心—借钱不还，有时候我们自己的贪婪被利用—

投资不当，然后造成弟兄姊妹们的不和，甚至有的时候也有一些
不合乎神心意的有关于道德方面的事情发生。

第一世纪的基督徒经常面临社会国家许多不公平的对待，
被冤枉是他们经常遇见的事情，今天让我们一起从这段经文中来学习

看他们如何来面对不公平、或者是恶人以及逼迫他们的人。

一、「以善胜恶」。
罗马书12章最后的几节讲到要以善胜恶，首先他提到有4个反面的命令：罗马书12章最后的几节讲到要以善胜恶，首先他提到有 个反面的命令：

14 说不可以咒诅；17说不要以恶报恶；
19 说不要自己伸冤；21说不可为恶所胜；
特别是以恶报恶和伸冤这件事情是神所不喜欢的特别是以恶报恶和伸冤这件事情是神所不喜欢的。

我承认有的时候当我遇到这样的对待的时候，我很想以恶报恶，
尽管我说做牧师34年，我一点都没有怎么高明的地方，尽管我说做牧师34年，我 点都没有怎么高明的地方，

我也很想以恶报恶，我遇到委屈的时候很想要找人说一说。
但是在这段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神所不喜悦、不成熟的人，才会做的事。

另外 个方面 在每 个反面的命令的后面也跟着正面的教导另外一个方面，在每一个反面的命令的后面也跟着正面的教导：
讲到不可咒诅的时候，也讲到说反要祝福；
讲到不要以恶报恶的时候，也讲到要做美事和众人和睦；讲到不要以恶报恶的时候，也讲到要做美事和众人和睦；
讲到你不要自己伸冤的时候，也说要交托给主，甚至要服事我们的仇敌；
讲到不要为恶所胜的时候，也教导我们要以善胜恶。

在这样的教导当中 叫我们不仅不要做恶事 也要做积极 正面 对的事情在这样的教导当中，叫我们不仅不要做恶事，也要做积极、正面、对的事情，
这是一个神对普世的价值，好行为可以荣耀神。

在这段圣经当中一再讲到说「众人」、「众人」，
特别在和睦的事情上 要做到尽我们所有的力量特别在和睦的事情上，要做到尽我们所有的力量。

我们不仅要尽力地和弟兄姊妹和睦，
也要尽力和我们周围，所有还没有信主的亲戚朋友和睦，， 还没有信 的亲 ，

甚至要创造一个和睦的环境。
我在台湾的教会是在一栋办公大楼里面，

有时候我们的大声敬拜或许多人的进进出出有时候我们的大声敬拜或许多人的进进出出，
给这里面几十个公司造成很多的不方便，

但是我们尽力与众人和睦：但是我们尽力与众人和睦：
在周间的时候把多的停车位让给其他的公司来使用；
挨家挨户到每一个公司去说：

如果你们的员工中午想要休息没有地方休息如果你们的员工中午想要休息没有地方休息，
可以来我们教会休息；

刚刚生产的工作人员，我们教会有哺乳室，作 ， ，
可以带着你的孩子或者是你来这边挤奶…

我们知道我们给他们造成很多的不便，
因此我们愿意尽力的他们和睦：因此我们愿意尽力的他们和睦：
我们为他们办圣诞午会，

不是跳「舞」的舞是「午」餐的午，，
只要他们愿意来，我们在圣诞节前会预备丰盛的午餐，

预备最好的咖啡和茶来接待他们。
世界上有没有白吃的午餐 来了就要听福音要听诗歌世界上有没有白吃的午餐，来了就要听福音要听诗歌。

我们为他们预备了很多福音性的圣诞礼物。

我们尽量与他们和睦我们尽量与他们和睦，
所以在周末的时候我们需要很多停车位的时候，

他们说我们公司的停车位你们通通可以用，
在台北市的市中心可以有七八十个免费的停车位，

那是何等奢侈的一件事，但是我们没有花一毛钱。
我们做到尽力与众人和睦我们做到尽力与众人和睦。



再来讲我们不要自己伸冤。
世界上 定有冤屈的事情 先告诉弟兄姊妹读上帝的话世界上一定有冤屈的事情，先告诉弟兄姊妹读上帝的话，

你遇到委屈的时候就去读两篇诗篇：诗篇37篇、诗篇73篇。
在这段圣经说不要伸冤 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在这段圣经说不要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

也就是说让我们在受委屈的时候，那个怒气要让它过去。

为什么要让它过去？为什么要让它过去？
因为雅各书，说人的怒气不能成就上帝的义，

把我们的怒气放过去，是把这样的怒气留给神。，
「伸冤」跟「惩罚」在希腊文里面是同一个字，

我们之所以不自己伸冤，是因为知道报应是属于上帝的。
罗马书第二章就讲得非常的清楚：

我们不伸冤或者是不报复并不表示说这样做是错误的；
伸冤、报复—这不是神在我们身上要祝福的管道。

你要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吗？
你要等候神，把你受委屈的这件事情，交给上帝的愤怒。你要等候神，把你受委屈的这件事情，交给上帝的愤怒。
不仅仅如此，我们还要积极地去服事那个冤枉我们的人。

如果我们这样子（服事那个冤枉我们的人）—
盆 放在他 头好像把一盆炭火放在他的头上。我曾经试把很热的东西放在我的头上，

我初步的领会是说热死你让你难过。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的—
埃及人有一个习惯 一个人真正的悔改愿意去向另一个人道歉的时候埃及人有 个习惯， 个人真正的悔改愿意去向另 个人道歉的时候，

他就把一盆炭火放在他的头上，然后到那个人的家门口跟那个人道歉；
其实这岂不是我们希望那个人回转最重要的心意吗？

面对那些恶人，造成我们委屈的人，我们不是只要他们好看而已，
我们不是只要他们难过而已；我们最深的渴望是他们能够悔改；

我们最深的渴望是他也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 所以在这段圣经当中 个小小的我们最深的渴望是他也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在这段圣经当中一个小小的
结论就是说：我们不可以为恶所胜，而且要以善胜恶。

当我们不断的这样操练的时候，你会减少了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恶事，当我们不断的这样操练的时候，你会减少了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恶事，
而且增加人善良的一面。

我们常常说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压力，压力是必须的，
如果你要养出胖胖的豆芽 你在孵的时候上面要压一块大石头如果你要养出胖胖的豆芽，你在孵的时候上面要压一块大石头，

在那个大石头压制下那个豆芽才会变成胖胖的，非常漂亮。

基督徒属灵的生命要成长 一定要有压力 不要逃避任何上帝所允许的压力基督徒属灵的生命要成长， 定要有压力，不要逃避任何上帝所允许的压力
临到你身上。各位你们觉得我讲道有压力？但是这样的压力

却让我在神的面前得到最多的恩典；你逃避压力就是逃避恩典。； 逃避压力 逃避恩典
你渴望与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吗？当我们说我们要以善胜恶的时候，

就是容许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工作，就是我们从心里面来相信：
就是在最不好的环境当中神仍然掌权。

我们常常在顺境的时候说神掌权，
如果在各样的逆境和困难当中你还能够说神掌权，那表示你成长了。

弟兄姊妹，不要再抱怨你的环境不好，你的环境是上帝量身打造的。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这里讲到说尽力与众人和睦，你会发现有些人你死给他看他也不跟你和睦，
他还是不愿意悔改 他还是继续做恶 那要怎么办呢？十三章就告诉我们…他还是不愿意悔改，他还是继续做恶，那要怎么办呢？十三章就告诉我们…

二、要以法治恶。
当有一些人他持续的作恶不愿意改变，甚至影响到别人生命财产安全的时候，当有 些人他持续的作恶不愿意改变，甚至影响到别人生命财产安全的时候，

就要靠世上的法律来制裁。圣经上也容许用法律来约束罪恶的扩散，
这与基督的爱绝对不冲突。维持世界上的道德和生命的法律，

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的大爱，这两方面都是神的工作。

所有的权柄都是出于神的，但以理书第四章就讲得很清楚：
尼布甲尼撒王说这伟大的王国是我建立的，他骄傲，神就把他的王权拿去，
他一夜之间就从一个至高的君王变成一个疯人病院的病人，等他真正的谦卑悔改，

说 「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的时候 他的智慧才恢复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的时候，他的智慧才恢复。
在这里说不管政权或者政府是如何产生的，他就是上帝所命定的，

并且也告诉我们说一个正常的情况下 所有的政府都是要并且也告诉我们说一个正常的情况下，所有的政府都是要
叫行恶的惧怕，我们行善就不必惧怕，反而可以得到他的称赞。



我们前两个礼拜去到柬埔寨，有一个见证我非常感动，
有 位马来西亚的姐妹叫 E t 她的事业非常成功有一位马来西亚的姐妹叫 Esten，她的事业非常成功，

但是神呼召她到柬埔寨最黑暗甚至法律不张显的地方来宣教，
她有一颗慈惠怜悯的心 她用神给她的智慧来改善她有 颗慈惠怜悯的心，她用神给她的智慧来改善

当地人的生活，让那个坐在黑暗死荫幽谷中的人看见光，
当地政府不仅没有禁止她，反而表扬她给她一个柬埔寨的荣誉公民—政府 仅没有禁 ，反 表 埔寨 公民

这就是标准的不为恶所胜反而以善胜恶。

神让政府配剑是用来刑罚作恶的，是为那些受冤屈的来伸冤的。
各位不要忘记当时徒保罗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当时的政府是逼迫基督徒的，

但是他仍然鼓励基督徒，要顺服政府的权柄；
不但保罗鼓励，连彼得也鼓励，

彼得前书第二章就鼓励说要顺服权柄。
这边告诉我们 基督徒顺服不是因为刑罚这边告诉我们，基督徒顺服不是因为刑罚，

乃是因为良心的缘故。

基督徒行事为人应该有个更高的动机，
不仅仅是为了避免刑罚更是为着良心的缘故不仅仅是为了避免刑罚更是为着良心的缘故。

使徒保罗说「我对神对人常存无亏的良心」，良心是一种
对错误的知觉，一个人得救以后，他第一个恢复的就是良心的功能。对错误的知觉， 个人得救以后，他第 个恢复的就是良心的功能。

在圣灵的光照下，他良心的鉴察和判断变得非常的正确和敏锐，
这样的标准远远的比世上的法律更高。这样的标准远远的比 的法律更高。

世上的法律说不可以乱丢东西。我听说在新加坡管的非常的严，
在新加坡都很守法，离开新加坡就不必守法；

如果只是外在的法律那是最低的标准。
良心是面对神的，不管人有没有看到我都是要对神交账。

基督徒服事奉献也是如此 不管人有没有看见 我就是对神忠心基督徒服事奉献也是如此，不管人有没有看见，我就是对神忠心，
因为我知道神掌权、神看见；人看不看见不重要，

神看见最重要 让我们都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神看见最重要，让我们都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

在这里我解决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林前六说信徒之间不可以彼此告状，
在那一章圣经中甚至说不可以上法庭，那是一个羞辱主名的事情。在那 章圣经中甚至说不可以上法庭，那是 个羞辱主名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知道如何面对这样的事情，太十八就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原则：
若有一个人得罪你，你就要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

悔改 听 人去找他他如果悔改就好了，但如果他不听，就再带一两个人去找他告诉他「你错了」，
他还是不听，就告诉教会，也就是把这样的事情要告诉牧师长老执事们，
如果牧师长老执事约谈他他还是不听 圣经上说如果不听教会的如果牧师长老执事约谈他他还是不听，圣经上说如果不听教会的，

这个人就像外邦人跟税吏是一样的，这是教会一个惩戒的过程。
如果当你处理完这一段过程，这个人仍然不愿意悔改，

而有非常严重亏欠你的事情，当然可以诉诸于法律。

基督徒没有特别的，就是当我们知道错我们愿意悔改，如果我们刚硬和不悔改，
那就形同税吏和罪人 样 这里提醒弟兄姊妹上帝所给的不仅仅是特殊恩典那就形同税吏和罪人一样。这里提醒弟兄姊妹上帝所给的不仅仅是特殊恩典—

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所有的法律、教育、良知、权柄各方面都是
上帝的普遍恩典，都是神在治理这个世界所给予人类的祝福。上帝的普遍恩典，都是神在治理这个世界所给予人类的祝福。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遇到在教会里爱心解决不了的事情的时候，要以法来治恶。

三、政府和教会的关系。
自从有基督教以来 政府和教会有许多种模式自从有基督教以来，政府和教会有许多种模式，

 有的时候是政府控制教会；
 中世纪的时候是教会控制政府；中世纪的时候是教会控制政府；

 现在的社会，大部分的国家是政府和教会采取合作的关系，
我们互相的承认并且共同的支持，

彼此都有那个从神而来的独特的使命和功能。

基督徒要顺服政府，更重要的是要为我们的政府祷告。
提前二基督徒要常常为万人、为国家、为君王祷告。

在你骂政府之前，你先要问你自己有没有为政府祷告祈求？
如果你没有祷告 政府有 些不好的事情 你就活该如果你没有祷告，政府有一些不好的事情，你就活该。

这里告诉我说，为政府祷告，是可以使我们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使福音可以自由的传播 使我们可以自由的敬拜使福音可以自由的传播，使我们可以自由的敬拜。



柬埔寨1975年到79年之间经历了可怕的黑暗时期，波布政权没有任何的原因
在4年之内杀了三百万人，当我去看那个刑场的时候心里是非常难过的。在4年之内杀了三百万人，当我去看那个刑场的时候心里是非常难过的。

弟兄姐妹要为政府祷告，你在日本就要为日本祷告，
你不要只想到日本的便利，日本的福利舒服，圣经上说我们到哪一个城

就要为那一个城求平安；那个城平安，我们才有平安。
在这里也讲到，当纳粮的给他纳粮，当上税的给他上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

我们不可能只享受这个国家的福利 但是不愿意尽各样的义务我们不可能只享受这个国家的福利，但是不愿意尽各样的义务。

我在95年的时候有机会到美国进修一年，那个时候我的小孩读小学，
因为美国的教育经费非常缺乏 就常常接到捐款的通知因为美国的教育经费非常缺乏，就常常接到捐款的通知，

说实话我那时候很穷，我很不愿意捐，
但是我碰到一个好朋友告诉我：你一定要捐，再穷也要捐，

他说你的孩子、你们在这里享受这个国家的福利，
当这个国家有需要的时候你们当然要有所贡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

你在这里开车也要守法 你开车不守法你被警察拦下来你在这里开车也要守法，你开车不守法你被警察拦下来，
你不要跟他说你是天上的国民，天上的国民的地上照样开单。

另外一个方面，基督徒对政府的顺服也不是茫然的，只有当政府所做的
是在神所托付的目的之内，不超越上帝所设立的真理，我们才需要顺服。是在神所托付的目的之内，不超越上帝所设立的真理，我们才需要顺服。
使徒行传第四章，彼得、约翰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典范—

当祭司长禁止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很勇敢的在他面前说：「听从你们
不听从神合不合理，你们自己去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

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碰到了尼布甲尼撒王「金像」的事件，
他们说就算我们失去了生命 我们也不能够拜那金像他们说就算我们失去了生命，我们也不能够拜那金像。

但以理自己在大利乌王的时候也是如此，糊涂的大利乌王受到人的谄媚，
下一道命令说30天之内除了他以外不能向任何人祷告，但是但以理回家之后

他的窗户还是打开面向耶路撒冷，一天三次祷告感谢跟平常一模一样。

我真的喜欢但以理，我在想要是我很敬虔的话，我敬虔祷告但是把窗户关了，
最起码别人看不见 但是他仍然开向耶路撒冷 你都希望上帝像但以理 样最起码别人看不见，但是他仍然开向耶路撒冷。你都希望上帝像但以理一样

把你从狮子坑拯救起来是不是？那你有没有开窗祷告啊？你一天祷告几次啊？
他一天祷告三次，很多人三天也不祷告一次，希望上帝把他从狮子坑救出来。他 天祷告三次，很多人三天也不祷告 次，希望上帝把他从狮子坑救出来。

让我们一起从这些敬虔的人学功课。

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位德国神学家叫潘霍华，
当时德国所有的教会都跟希特勒政权妥协当时德国所有的教会都跟希特勒政权妥协，

但是他仍然站在真理这一面，他被捕最后殉道。
一个愿意为主付代价的人上帝要大大的赏赐他。个愿意为主付代价的人上帝要大大的赏赐他。

弟兄姊妹 要以善胜恶弟兄姊妹，要以善胜恶，
要让神在你的心中掌权，

也求神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掌权；教会 ；
我们为国家祷告，

不管你从哪个国家来，为你的国家祷告，
也为日本祷告，

我们相信神掌权，神是全地的主！

天父，我们感谢你！
在今天早上让我们思想你自己的心意，

愿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愿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
当我们遇见恶人或者是委屈的事情的时候，

保守我们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于作恶保守我们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于作恶，
让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

也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国家，
大大的祝福日本，能够福音被广传，

你是日本的主！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