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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12:1-2 
1 所以，弟兄們，我以上帝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
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上帝所喜悅的；你
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2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上帝的善良、
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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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頑固，沒有耐性 

vs 











羅馬書 3:19-20 

19 我們知道律法所說的話都是對律法之下的
人說的，好塞住各人的口，使普世的人都伏
在上帝的審判之下。 20 所以，凡血肉之軀沒
有一個能因律法的行為而在上帝面前稱義，
因為律法本是要人認識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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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服權柄 

1.世上權力架構是神所立定的    v.1-2 

2.世上權力架構是要懲惡揚善    v.3-4 

3.世上權力架構應當有的規範    v.5-7 



1 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
是出於上帝的。凡掌權的都是上帝所命的。2 所以，
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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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因為他是上帝的用人，是與你有益的。你
若作惡，卻當懼怕，因為他不是空空地佩劍；他是
上帝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罰那作惡的。5 所以，
你們必須順服，不但是因為刑罰，也是因為良心。
6 你們納糧，也為這個緣故；因他們是上帝的差役，
常常特管這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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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世上權力架構是神所立定的             v.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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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12:19 
19 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
主怒；因為經上記著：「主說：『伸冤在我，我必
報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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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服世上的權力架構 

1.世上權力架構是神所立定的    v.1-2 

2.世上權力架構是要懲惡揚善    v.3-4 

3.世上權力架構應當有的規範    v.5-7 

自大? 頑固? 沒有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