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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服在上掌权者以爱成全律法 (罗 13:1-14)
 

經文﹕ 

吕振中译本 ESV MSG 

1居上位有政权的、人人都当顺

服。因为没有政权不是出于上帝

的∶一切政权都由上帝所定。2故

此敌挡政权、就是反对上帝所规

定；反对的必自招处刑。3作官的

原不是叫有善行的惧怕，乃是叫有

恶行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政权

么？须要行善，就可以从它得赞

许；4因为它是为你的好处而做上

帝仆役的。但你若行恶，就该惧

怕；因为他并不是徒然佩带刀剑权

力；它是上帝的仆役，是刑罚者，

使上帝之义怒临到作恶之人的。5

所以必须顺服，不但因上帝义怒之

缘故，也因良知的缘故。6你们纳

贡银、也是为了这个缘故，因为他

们是上帝的差役，时常事务的正是

这事。7你们向一切人、总要把债

还清；该向谁纳贡银，就向谁纳贡

银；该向谁上税，就向谁上税；该

敬畏谁；就敬畏谁；该尊敬谁，就

尊敬谁。8除了彼此相爱，对任何

人都不可欠什么债；因为爱人、便

是行尽了律法。9因为那说∶『你

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窃，

不可贪欲』的诫命─以及任何别的

诫命─都总归『在爱你的邻舍如同

你自己』这一句话之内。10爱、不

作恶事害邻舍；所以爱即是行尽了

律法。11还有一点，你们知道这时

机已是多么危急了。已时该从睡眠

中醒起的钟点了；因为救恩、现今

比我们初信时、更接近于我们了。
12黑夜已深，白昼已近；所以我们

要脱去黑暗之行为，穿上亮光之军

装。13要端端正正而行，像在白昼

之中，而不是在荒宴醉酒中，不是

在好房事邪荡中，也不是在纷争妒

忌中。14总要穿上主耶稣基督为军

装；别为肉体筹谋、去放纵私欲

了。 

1Let every person be subject to the 

governing authorities. For there is no 

authority except from God, and those that 

exist have been instituted by God. 
2Therefore whoever resists the authorities 

resists what God has appointed, and those 

who resist will incur judgment. 3For 

rulers are not a terror to good conduct, 

but to bad. Would you have no fear of the 

one who is in authority? Then do what is 

good, and you will receive his approval, 
4for he is God’s servant for your good. 

But if you do wrong, be afraid, for he 

does not bear the sword in vain. For he is 

the servant of God, an avenger who 

carries out God’s wrath on the 

wrongdoer. 5Therefore one must be in 

subjection, not only to avoid God’s wrath 

but also for the sake of conscience. 6For 

because of this you also pay taxes, for the 

authorities are ministers of God, attending 

to this very thing. 7Pay to all what is 

owed to them: taxes to whom taxes are 

owed, revenue to whom revenue is owed, 

respect to whom respect is owed, honor to 

whom honor is owed. 

Fulfilling the Law Through Love 
8Owe no one anything, except to love 

each other, for the one who loves another 

has fulfilled the law. 9For the 

commandments, “You shall not commit 

adultery, You shall not murder, You shall 

not steal, You shall not covet,” and any 

other commandment, are summed up in 

this word: “You shall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10Love does no wrong to a 

neighbor; therefore love is the fulfilling 

of the law. 
11Besides this you know the time, that the 

hour has come for you to wake from 

sleep. For salvation is nearer to us now 

than when we first believed. 12The night 

is far gone; the day is at hand. So then let 

us cast off the works of darkness and put 

on the armor of light. 13Let us walk 

properly as in the daytime, not in orgies 

and drunkenness, not in sexual 

immorality and sensuality, not in 
quarreling and jealousy. 14But put on the 

Lord Jesus Christ, and make no provision 

for the flesh, to gratify its desires. 

1Be a good citizen. All governments are 

under God. Insofar as there is peace and 

order, it's God's order. So live responsibly 

as a citizen. 2If you're irresponsible to the 

state, then you're irresponsible with God, 

and God will hold you responsible. 3Duly 

constituted authorities are only a threat if 

you're trying to get by with something. 

Decent citizens should have nothing to 

fear. 4the government working to your 

advantage. But if you're breaking the rules 

right and left, watch out. The police aren't 

there just to be admired in their uniforms. 

God also has an interest in keeping order, 

and he uses them to do it. 5That's why you 

must live responsibly - not just to avoid 

punishment but also because it's the right 

way to live. 6That's also why you pay taxes 

- so that an orderly way of life can be 

maintained. 7Fulfill your obligations as a 

citizen. Pay your taxes, pay your bills, 

respect your leaders. 8Don't run up debts, 

except for the huge debt of love you owe 

each other. When you love others, you 

complete what the law has been after all 

along. 9The law code - don't sleep with 

another person's spouse, don't take 

someone's life, don't take what isn't yours, 

don't always be wanting what you don't 

have, and any other "don't" you can think 

of - finally adds up to this: Love other 

people as well as you do yourself. 10You 

can't go wrong when you love others. 

When you add up everything in the law 

code, the sum total is love. 11But make 

sure that you don't get so absorbed and 

exhausted in taking care of all your day-

by-day obligations that you lose track of 

the time and doze off, oblivious to God. 
12The night is about over, dawn is about to 

break. Be up and awake to what God is 

doing! God is putting the finishing touches 

on the salvation work he began when we 

first believed. 13We can't afford to waste a 

minute, must not squander these precious 

daylight hours in frivolity and indulgence, 

in sleeping around and dissipation, in 

bickering and grabbing everything in sight. 
14Get out of bed and get dressed! Don't 

loiter and linger, waiting until the very last 

minute. Dress yourselves in Christ, and be 

up and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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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冰 ﹕ 

• 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会不会经常稍微地超速？经常如此时，你觉得些微的超速是不是很正
常？有些什么其他类似的经验？如报税？ 

• 你做事有开小差的经验吗？事后有没有些许的愧疚感？还是认为很正当？ 

• 你与邻舍相处的关系如何？是邻舍经常照顾你，还是你经常照顾邻舍呢？有没有经常参加
社区举办的各种活动？ 

分段 ﹕ 

• 顺服在神所立的掌权者之下 (罗 13:1-7) 

• 那爱邻如己的就成全了律法 (罗 13:8-10) 

• 白昼将近行事为人披戴基督 (罗 13:11-14) 

观察、解释、应用 ﹕ 

顺服在神所立的掌权者之下 (罗13:1-7) 
1在上有权柄的，人人要顺服，因为没有权柄不是来自神的。掌权的都是神所立的。2所以，抗

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所立的；抗拒的人必自招审判。3作官的原不是要使行善的惧怕，而是要使

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只要行善，你就可得他的称赞；4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

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就该惧怕，因为他不是徒然佩剑；他是神的用人，为神的愤怒，报应

作恶的。5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神的愤怒，也是因着良心。6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

因他们是神的仆役，专管这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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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要顺服”表示没有例外，每个人都要顺服上面的权柄！基督徒当然更应

该顺服，因为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在、掌管一切的主宰。这边也告诉所有人顺服权柄的原因是

“因为没有权柄不是来自神的。掌权的都是神所立的。”当时的罗马政府是以色列人所敌视的，

所以保罗特别提醒要顺服权柄。我们现在生活在美国，对美国不同阶层政府的要求是不是重视？

还是马马虎虎？我们也要被提醒真正愿意为主作美好见证的基督徒要好好顺服在上的权柄。这

是不是就是盲目完全的顺服呢？不是的，要完全合乎圣经所教导的基本原则。所以圣经上有不

少因命令是违背神所以不顺服的一些例子。(参出1:15-17；但3:12；6:10；徒4:19；来11:23) 

接着保罗很仔细地说明为什么要顺服 (2-5节)。第一，抗拒掌权的就等于抗拒神，那么就必定会

受神的处罚。第二，掌权的为政府进行管理的工作。赏罚分明，让我们有清楚的导向而维持居

住地社区的治安。第三，掌权的是神的仆人，能够严厉地对待恶人而令他们作坏事时会惧怕而

不敢去作，使其他人得到舒适安稳的好处。第四，是为了自己良心，让神儿女的良心没有任何

愧疚的感觉。 

思考: 自己在顺服的功课上，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如果自己是掌权的，又有哪些当警醒特别

注意的地方？你是不是确认掌权的是神所立定的？你心中有没有不该有不顺服的思念而当再度

向主认罪悔改？ 



3 

 

应用:  如果有任何不顺服的经验，包括工作方面，请想出一件你实际可行的项目可以弥补过去，

并防止将来再度发生。 

基督徒不可以不付税！税不仅仅是联邦税，也包括州税、销售税、关税等各种各样的税。不可

以因为觉得税会用在自己觉得不对的地方而拒绝付税。在这里最基本的原则是不可有任何的亏

欠！纳税仅仅是一方面，其他包括欠别人的钱财不可拖欠、对管理我们的要惧怕而遵守规则如

守交通规则而不习惯性的超速、对别人要恭敬有礼貌、把对人应当称赞的话马上直接说出来等

都不可亏欠。 

思考: 自己在那么多亏欠的功课上有什么需要特别学习的？你是不是在各种各样的税务上有遗漏

或逃避的项目？ 

应用:  如果有应当鼓励称赞的机会而没去进行的经验，要特别警醒！下次遇到类似事件一定要

好好把握，说当说的鼓励称赞的话。 

那爱邻如己的就成全了律法 (罗 13:8-10) 
8你们除了彼此相爱，对任何人都不可亏欠什么，因为那爱人的就成全了律法。9那不可奸淫，

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别的诫命，都包括在“爱邻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10爱

是不对邻人作恶，所以爱就成全了律法。 

在亏欠的功课方面，使徒保罗又特别提醒我们有一样是永永远远要常以为亏欠的，那就是爱！

也就是说真爱的功课是一生都学不完的！摩西律法的精华就是十诫(出 20:1-17)：1.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2.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3.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 4. 当记念安息日，守为

圣日; 5. 当孝敬父母; 6. 不可杀人; 7. 不可奸淫; 8. 不可偷盗; 9. 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你的邻舍; 10. 不可

贪恋你邻舍的房屋；不可贪恋你邻舍的妻子、奴仆、婢女、牛驴，以及他一切所有的。如果更

精简的说就是律法的总纲：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路 10:27)  是的真爱的功课是永远学不完的！不仅仅是尽心！尽心已经要下极大的功夫才勉勉强

强算及格，还要加上尽性、尽力、尽意！此外圣经上还有许多有关真爱的功课，如林前 13 章爱

的真谛：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

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林前 13:4-8 上) 爱无止境！爱在消极方面需要极大的耐

心，在积极方面则需要广阔怜悯包容的心！爱有八方面不可有的作为、四方面当积极进行的项

目！真爱靠自己实在是不能够作好的，所以圣灵所结的果子(加 5:22)，一果九品，中第一个品味

就是爱！真爱是超越律法，在律法之上！是神多么地爱我们，甚至将祂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

让一切愿意接受这份礼物的，不再惧怕死亡，反而得到永远的生命！(约 3:16) 这是多么长阔高

深的真爱！真爱只有完全靠神才能够在我们生活上表现出来。 

彼此相爱应当经常不断地有亏欠感，也就是说继续不断去发掘有些什么可以改善的：是不是真

正了解对方的爱好？内心的渴慕？物质上的需求？与你间关系的亲密度？实际上马上就可以操

练的就是与邻舍之间的关系。想一想自己与邻舍是点头之交呢？还是互不来往？或者是互补互

助如同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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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自己是不是对任何人都没有亏欠？在真爱方面，有没有觉得亏欠的呢？如果觉得没有，你

对真爱的认识需要重新检讨！如果在爱里常以为亏欠，你有什么改善的办法吗？ 

应用:  请想一想自己的邻舍，怎么能够增加彼此间的互助？怎么能够爱邻舍如同爱自己？选择

一项实际上可以进行的项目而去开始进行。 

白昼将近行事为人披戴基督(罗 13:11-14) 
11还有，你们要知道，现在正是该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了；因为我们得救，现在比初信的时候

更近了。12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所以我们该除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13行事为人要

端正，好像在白昼行走。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淫荡；不可纷争嫉妒。14总要披戴主耶稣基

督，不要只顾满足肉体，去放纵私欲。 

使徒保罗觉得语有未尽，所以这段经文是加添的那部分。他还要加添什么呢？加添我们应当十

分警醒的心志。 

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现在要十分警醒，而不能够糊里糊涂的与在这个黑暗世界上的一般人一

模一样！黑夜与白昼是强烈的对比：黑夜指现今这个黑暗的世界，违背不顾神的真理而朝着相

反的方向去走。白昼则是指主耶稣基督再来时所建立以神为主、光明、公义、圣洁、真爱充满

的天国。所有追求过圣洁成圣生活的基督徒都要好好检讨自己：不仅仅是外在行为的表现、也

包括里面的心思意念。所有不好、不讨神喜悦的心思意念都要完全的去除、没有任何见不得人

的思想意念！而是像主耶稣基督在世上时的榜样：端正、无暇无疵、光明正大、舍己益人、作

神美好的见证！ 

怎么警醒？就要穿上神所赐全副的军装、拿着圣灵的宝剑、披戴着主耶稣基督去为神打仗。神

所赐全副的军装包括：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

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

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

为众圣徒祈求。(弗 6:14-18) 

如果基督徒这样的警醒等候主耶稣的再来，那么当主耶稣再来时我们的得救也就是身体

完全的改变，从朽坏变成不朽坏、从败坏变成完全荣耀与神同在同行的光景是多么向往、

多么渴慕的时刻！当然我们会避免一切消极方面、不讨主喜悦的生活作为：如荒宴醉酒、

好色淫荡、纷争嫉妒、只顾满足肉体、去放纵私欲等行为。 

思考: 自己有些什么消极方面需要避 4 免的生活行为？又有些什么积极方面需要更加表现的生活

行为？你对现在末世这黑暗世界的警觉性有多高？尤其是我们居住在加州这个非常败坏的地方，

对你自己、你的家有多大的影响？怎么能够作更好的防范？你怎么准备主耶稣的再来？ 

应用:  如果你十分注重物质上的享受，请自己检讨怎么能够改换成简朴的生活而把更多的时间

用在与神的关系上如精读神的话语、藉圣灵多方的祷告代求。如果对神所赐全副的军装不熟练，

找一、二项自己最生疏的开始更深切的操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