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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有權柄？
• 你是否是權柄人物？



創世記1:28
上帝就賜福給他們，
又對他們說：「要生
養眾多，遍滿地面，
治理這地，也要管理
海裏的魚、空中的鳥
，和地上各樣行動的
活物。」



一、權柄的定義
「權柄」: （exousia），Power to act, 

Authority。
「權柄」: 擁有權力，和合法的行使權力。權柄行使
的範圍，或行使權柄者。

「權柄」：賦予一個人，擁有能力，或行事能力的
正當性。



以弗所書3:10
「為要藉著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現
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以弗所書6:12
「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
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
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



• 神在教會中有一個目的，就是要藉著教會在
宇宙中彰顯神的權柄。

• 教會在牧養上和推行任何事工上，都必須有
人運用權柄來執行。

• 我們可以從教會中服事的配搭中看見神的權
柄。



二、權柄的來源
羅馬書13: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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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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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神的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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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他們是神的差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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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權柄是屬於神，出於神，是神所賜的。權柄不是自取
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



詩篇103:19

「耶和華在天上立定寶座；祂的權柄（原文
是國）統管萬有。」



三、神權柄的原則
希伯來書1:3
「祂是上帝榮耀所發的光輝，是上帝本體的真像，
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祂洗淨了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

• 神的權柄就代表神自己，神的能力是代表神的作
為。

• 得罪神的權柄就不容易得赦免，因為得罪權柄就
是得罪神自己。

• 世界上所有權柄都是神所安排的，神的權柄是宇
宙中最大的東西，一切都不能勝過神的權柄。



四、撒旦背叛的原則
以賽亞書14:12-14「12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從天
墜落？你這攻敗列國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13你心裏曾說
：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舉我的寶座在上帝眾星以上；我
要坐在聚會的山上，在北方的極處。14我要升到高雲之上
；我要與至上者同等。」

• 背叛神乃是撒旦墮落的原因。
• 撒旦想設立他的座位在神的寶座以上，而干犯了
的神的權柄，所以撒旦的原則就是自高。

• 罪惡的產生，不是撒旦墮落的原因，乃是因撒旦
背叛權柄被神定罪，才產生了罪惡。



• 我們要事奉神，絕不能干犯神的權柄，
因為這是撒旦的原則。

• 我們不能按著撒旦的原則來傳講福音。
• 我們必須除去撒旦的原則，順服神的權
柄，才能事奉神。



馬太福音6:13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凶惡（
或譯：脫離惡者）。因為國度、權柄、
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
「試探」：撒旦的工作
「惡者」：撒旦



• 宇宙有兩個原則，一個是神權柄的原
則，一個是撒旦背叛的原則。

• 事奉神的人，絕對不能憑著撒旦的原
則來事奉神。

• 撒旦不怕我們傳講基督的道，而是怕
我們順服耶穌基督的權柄。



五、權柄的順服
撒母耳記上15:22-23「22撒母耳說：耶和華喜悅燔
祭和平安祭，豈如喜悅人聽從他的話呢？聽命勝於
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23悖逆的罪與行邪術
的罪相等；頑梗的罪與拜虛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
既厭棄耶和華的命令，耶和華也厭棄你作王。」

神對人最大的要求不是獻祭，不是奉獻，不
是背十字架，也不是犧牲捨己，而是「順服
」。悖逆的罪與行邪術的罪相等，頑梗的罪
與拜虛神和偶像的罪相同。



馬太福音26:62-64
62大祭司就站起來，對耶穌說：「你甚麼都不回
答嗎？這些人作見證告你的是甚麼呢？」63耶穌
卻不言語。大祭司對他說：「我指著永生神叫你
起誓告訴我們，你是神的兒子基督不是？」64耶
穌對他說：「你說的是。然而，我告訴你們，後
來你們要看見人子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駕著天
上的雲降臨。」



保羅在大馬色的路
上遇見了耶穌

保羅遇見亞拿尼亞



羅馬書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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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
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
取刑罰。」



基督徒要順服屬靈的領袖：

哥林多前書16:16
「我勸你們順服這樣的人，並一切同工同勞的人。」
希伯來書13:17
「你們要依從那些引導你們的，且要順服；因他們為
你們的靈魂時刻警醒，好像那將來交帳的人。你們
要使他們交的時候有快樂，不致憂愁；若憂愁就與
你們無益了。」



順服在上管理權柄的原因：「因為沒有權
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
抗拒掌權者的結果：「就是抗拒神的命；
抗拒的必自取刑罰。」



• 教會需要權柄，才能使
神所托負的聖工得以推
動。

• 教會也要藉著權柄，才
能使組織架構及制度得
以落實。

• 權柄不是用來管束人，
乃是要服事人。



哥林多後書10:8，13:10

「主賜給我們權柄，是要造就你們，並不是
要敗壞你們；我就是為這權柄稍微誇口，也
不至於慚愧。」「所以，我不在你們那裏的
時候，把這話寫給你們，好叫我見你們的時
候，不用照主所給我的權柄嚴厲地待你們。
這權柄原是為造就人，並不是為敗壞人。」



討論題目:

1. 在本堂課裡，我學習到了什麽？對我最有
影響的是什麽？

2. 基於以上對我的影響，求神幫助我，我將
採取什麽步驟，可以應用在服事或生活中？



權柄與順服（二）
——舊約中背叛的例子

林光信區牧
2016年1月30日

2016年GCCI牧養同工訓練會



課程目的：

①了解不順服權柄的表現

②了解不順服權柄的原因

③學習如何正確對待權柄



【創2:16-17】16耶和華神吩咐他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

隨意吃，17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
定死。”

一.亞當、夏娃的例子：

【創3:1-6】1耶和華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

對女人說：“神豈是真說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嗎？”2女
人對蛇說：“園中樹上的果子，我們可以吃；3惟有園當中那棵樹上
的果子，神曾說：‘你們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們死。’”4蛇
對女人說：“你們不一定死，5因為神知道，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
亮了，你們便如神能知道善惡。”6于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
食物，也悅人的眼目，且是可喜愛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
來吃了；又給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①亞當、夏娃背叛權柄的表現:

◆神規定不能吃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就是要人知道順服神的權

柄。

◆亞當夏娃沒有遵行神的話，背叛神的直接權柄。

②亞當、夏娃背叛權柄的原因：

◆撒旦的誘惑——懷疑權柄的美善；淡化背叛權柄的后果

“撒旦的本質就是背叛權柄！”

【羅13:3b-4】你愿意不懼怕掌權的嗎？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

的稱贊，4因為他是神的用人，是與你有益的。
◆肉體、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驕傲

◆沒有權柄意識——“自己決定，不需要問神”



【民12:1-15】1摩西娶了古實女子為妻。米利暗和亞倫因他所娶的古

實女子，就毀謗他，2說：“難道耶和華單與摩西說話，不也與我們
說話嗎？”這話耶和華聽見了。3摩西為人極其謙和，勝過世上的眾
人。
4耶和華忽然對摩西、亞倫、米利暗說：“你們三個人都出來到會幕
這里。”他們三個人就出來了。5耶和華在云柱中降臨，站在會幕門
口，召亞倫和米利暗，二人就出來了。6耶和華說：“你們且聽我的
話：你們中間若有先知，我耶和華必在異象中向他顯現，在夢中與他
說話。7我的仆人摩西不是這樣，他是在我全家盡忠的。8我要與他面
對面說話，乃是明說，不用謎語，并且他必見我的形像。你們毀謗我
的仆人摩西，為何不懼怕呢？”9耶和華就向他們二人發怒而去。 10云
彩從會幕上挪開了。不料，米利暗長了大麻瘋，有雪那樣白。

二.亞倫、米利暗的例子：



亞倫一看米利暗長了大麻瘋，11就對摩西說：“我主啊，求你不要因
我們愚昧犯罪，便將這罪加在我們身上。12求你不要使她像那出母腹、
肉已半爛的死胎。”13于是摩西哀求耶和華說：“神啊，求你醫治
她！”14耶和華對摩西說：“她父親若吐唾沫在她臉上，她豈不蒙羞
七天嗎？現在要把她在營外關鎖七天，然后才可以領她進來。”15于
是米利暗關鎖在營外七天。百姓沒有行路，直等到把米利暗領進來。



①亞倫、米利暗背叛權柄的表現：
◆神在社會、家庭、教會等各個領域，設立人作為祂的委派權柄。

◆亞倫、米利暗在言語上毀謗摩西，背叛神所設立的委派權柄。

②亞倫、米利暗背叛權柄的原因：
◆以自己的標準辨別善惡：“我覺得他不夠好，我覺得他錯了。”

◆驕傲：“他會的我也會、他做的我也能做，我比他做的更好。”

◆委派權柄會犯錯誤，但判斷/管教/替代他的權柄在于神！



【創9:20-27】20挪亞作起農夫來，栽了一個葡萄園。21他喝了園中的

酒便醉了，在帳棚里赤著身子。22迦南的父親含，看見他父親赤身，
就到外邊告訴他兩個弟兄。23于是閃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
退著進去，給他父親蓋上，他們背著臉就看不見父親的赤身。24挪
亞醒了酒，知道小兒子向他所作的事，25就說：“迦南當受咒詛，
必給他弟兄作奴仆的奴仆。”26又說：“耶和華閃的神是應當稱頌
的，愿迦南作閃的奴仆。27愿神使雅弗擴張，使他住在閃的帳棚里，
又愿迦南作他的奴仆。”

三.閃、含、雅弗的例子：



◆當委派權柄軟弱的時候，要用合神心意的方式提醒/遮蓋/幫助他，

而不是宣揚他的軟弱，批評、論斷、頂撞他。

◆藐視神所設立的委派權柄，就是藐視設立權柄的神；

敬重神所設立的委派權柄，就是敬重設立權柄的神！

【羅13:1-7】1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于

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2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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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愿意不懼怕掌權的嗎？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稱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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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神的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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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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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問題：

1.什麼是順服神的直接權柄？你在順服神的直接權柄上最常遇到的

困難是什麼？2016年有怎樣的改進計劃？

2.你的生命中有哪些神設立的委派權柄？（教會、國家、家庭、職

場/學校……）哪些你順服的比較好的，哪些你順服起來比較困

難？為什麼？2016年有怎樣的改進計劃？

3.這一堂課中，你還學習到哪些對你有幫助的內容？



權柄與順服（三）
——大衛與耶穌對權柄的認識

講員：蘇揀選實習區牧
2016年1月30日

2016年GCCI牧養同工訓練會



是非判斷：

是/非 1、掃羅王是懂得運用權柄的好榜樣。
是/非 2、大衛寧可遲延作王，也不願意背叛。
是/非 3、奉獻能遮蓋背叛的罪。
是/非 4、順服權柄不是順服那個人，乃是順服他身

上的膏油。
是/非 5、唯有順服權柄的人才能作權柄。
是/非 6、順服的心是作權柄的主要關鍵。



撒上24:1-6, 26:9-11; 撒下1:14;

撒上24:1 掃羅追趕非利士人回來，有人告訴他說：「大衛在隱
基底的曠野。」

撒上24:2掃羅就從以色列人中挑選三千精兵，率領他們往野羊的
盤石去，尋索大衛和跟隨他的人。

撒上24:3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裡有洞，掃羅進去大解。大衛和
跟隨他的人正藏在洞裡的深處。

撒上24:4跟隨的人對大衛說：「耶和華曾應許你說：『我要將你
的仇敵交在你手裡，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時候到了！」
大衛就起來，悄悄的割下掃羅外袍的衣襟。

撒上24:5隨後大衛心中自責，因為割下掃羅的衣襟；



撒上24:6對跟隨他的人說：「我的主乃是耶和華的受膏者，我
在耶和華面前萬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華的受膏者。」

撒上26:9 大衛對亞比篩說：「不可害死他。有誰伸手害耶和華
的受膏者而無罪呢？」

撒上26:10大衛又說：「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他或被耶
和華擊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戰陣亡；

撒上26:11我在耶和華面前，萬不敢伸手害耶和華的受膏者。現
在你可以將他頭旁的槍和水瓶拿來，我們就走。」

撒下1:14 大衛說：「你伸手殺害耶和華的受膏者，怎麼不畏懼
呢？」



•大衛與掃羅的故事



屬靈原則：

• 從大衛身上，使我們知道順服權柄不是順服某
一個人，而是順服神的受膏者。

• 我們要正確地運用權柄，必先學習順服權柄。
• 神的旨意，高過王位（權利）的誘惑。



是非判斷：
是/非 7、神高舉謙卑的人，這是神的原則。
是/非 8、耶穌藉苦難學習順服（參來5：8）
是/非 9、神拯救你，所以你能順服祂的旨意。
是/非 10、我們若順服神的旨意，就必得冠冕為

賞賜。



腓2:5-11; 來5:7-9
腓2:5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腓2:6 祂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
腓2:7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
腓2:8 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腓2:9 所以，神將祂升為至高，又賜給祂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腓2:10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

無不屈膝，
腓2:11 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神。



來5:7基督在肉體的時候，既
大聲哀哭，流淚禱告，懇
求那能救祂免死的主，就
因祂的虔誠蒙了應允。

來5:8祂雖然為兒子，還是因
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

來5:9祂既得以完全，就為凡
順從祂的人成了永遠得救
的根源。



• 耶穌基督的榜樣
約旦河邊
馬太福音3:15耶穌回答說：你暫且許我。因為我
們理當這樣盡諸般的義。〔或作禮〕於是約翰
許了他。



客西馬尼園
馬太福音26:39，祂就稍往前走
，俯伏在地，禱告說：我父
阿，倘若可行，求袮叫這杯
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
思，只要照袮的意思。

馬太福音26:53-54，你想，我
不能求我父現在為我差遣十
二營多天使來麼？若是這樣
，經上所說，事情必須如此
的話怎麼應驗呢？



十字架上
路加福音23:34，當下耶
穌說：「父啊！赦免
他們；因為他們所作
的，他們不曉得。」

約翰福音19:30，耶穌嘗
（原文作受）了那醋
，就說：「成了！」
便低下頭，將靈魂交
付神了。



屬靈原則：
• 神的原則，因基督順服至死，所以神將祂升
為至高。

• 凡謙卑自己的，神就使他升高。順服是耶穌
基督開始的。

• 凡接受基督的人，也接受了順服的原則，因
為神拯救我們，使我們順服祂的旨意。



問題討論：
• 正如大衛一樣，我知道順服權柄不是順服那個人，而是順
服他身上的膏油，以往我最難順服的權柄是：

______ 我的配偶
_______我的牧師
_______我的上司
_______其他
• 我決定順服遵行主的道，我與上述之人的關係，將採以下
的步驟：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權柄與順服（四）
——如何活出委派權柄的生命

講員：陳腓利主任牧師
2016年1月30日

2016年GCCI牧養同工訓練會



七項有關委派權柄的重要原則：
（一）作神委派權柄的人必須學會不為自己
爭取得權柄

（二）權柄的委派必須是神藉由教會共同的
選擇

（三）人不能傷害一個人的權柄以圖建立自
己的權柄

（四）在神面前我們都沒有權柄，因此委派
的權柄在神和人面前都應該柔和謙卑



（五）神所設立的權柄不需要靠自我來支撐
（六）神所設立的權柄能夠容忍人的激怒
（七）一個最懂得順服的人才是一個最有資
格掌權的人



一、主耶穌對有關權柄的教導



馬可福音10:35-45
35西庇太的兒子雅各、約翰進前來，對耶穌說：「夫子，我們無論求你甚麼，
願你給我們作。」36耶穌說：「要我給你們作甚麼？」37他們說：「賜我們在
你的榮耀裡，一個坐在你右邊，一個坐在你左邊。」38耶穌說：「你們不知
道所求的是甚麼，我所喝的杯，你們能喝麼？我所受的洗，你們能受麼？」
39他們說：「我們能。」耶穌說：「我所喝的杯，你們也要喝；我所受的洗，
你們也要受；40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賜的，乃是為誰預備的，就
賜給誰。」41那十個門徒聽見，就惱怒雅各、約翰。42耶穌叫他們來，對他們
說：「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尊為君王的，治理他們，有大臣操權管束他們。
43只是在你們中間，不是這樣。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傭人；44

在你們中間，誰願為首，就必作眾人的僕人。45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
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1.坐在主的左右邊是什么意思？
(1)
(2)

2.什麼是主所喝的杯？主所受的洗？

3.屬靈的權柄與屬世的權柄完全不同



二、委派的權柄必須使自己分別為聖



約翰福音17:16-19
16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
17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你的道就是
真理。18你怎樣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樣
差他們到世上。 19我為他們的緣故，自
己分別為聖，叫他們也因真理成聖。



“分別為聖”是什麼意思？

“分別為聖”的反面是俗

“聖潔”的反面是“犯罪”



羅馬書6:13
也不要將你們的肢體獻給罪作不義的器具；倒要像
從死裡復活的人，將自己獻給神，並將肢體作義的
器具獻給神。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
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
奉乃是理所當然的。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
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
喜悅的旨意。

羅馬書12:1-2



討論問題：(共2題）
一、請省察你既已受了主所受的水洗和靈洗，你的老我已死，
新生命已被釋放出來，這種新生命是否出現在你和
____________的關係上。
（ ）配偶 （ ）父母
（ ）朋友 （ ）子女
（ ）小組組員 （ ）親戚
（ ）老闆同事 （ ）其他外人

你既已知道產生隔閡與嫌隙的原因，你是否願意完全饒恕那
人？並為他（她）禱告，把他（她）交托給神，讓他（她）
也能經歷神奇妙的新生命？



二、在本信息中，我們學到一個有權柄的人應該擁有一些生
命的特質，請花一點時間來思考一下下列的特質，在你認為
你缺少或軟弱的特質前打勾，懇求聖靈作工，靠著耶穌基督
的大能，在你的生命中結出這些仁義的果子

（ ）慈愛 （ ）自我操練 （ ）
溫柔
（ ）守時節約 （ ）公義 （

）謹言慎行
（ ）不偏待人 （ ）過分別為聖的生活
（ ）真實正直 （ ）憐憫貧窮的人
（ ）自制 （ ）能好好管理自己的家
（ ）謙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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