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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课  

第五条诫命 

 

 

 

 

 

 

   第十二课 逐字稿 

 

朋友们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探讨第五条诫命。我把关于这个主题的这

一课命名为《尊重上帝的权柄》。第五条诫命是“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

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出 20:12），这是一条非常关键、

重要的诫命。 

但在我们探讨第五条诫命之前，我先跟你们分享与上帝律法相关的第

五个总原则。这个原则阐述的是：我们不仅自己必须遵守律法，而且必须因

着爱的律法的缘故，尽自己所能帮助别人遵守律法。 

有许多经文支持这一原则。我们首先来看十诫本身。第四条诫命说，如

果我是一个家庭的头，就有责任确保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尊重第四条诫命。无

论是来访者、家庭成员、工人还是牲畜，都应当守安息日。另一个例子是《利

未记》第 19 章 17 节。上帝说：“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

当上帝计划藉着祂的代表来治理全地时，祂赐给了我们权力。上帝建立这些

权力架构是为了使我们得益处。这些架构是为了使我们的生存空间井然有序，我

们因此可以喜乐地生活。自从我们堕落之后，权力就变得危险了。拥有权力常常

会导致滥用权力。在面对权力时，我们常常受到试探要抵挡权力。虽然没有人喜

欢权力被滥用，但我们每个人一旦拥有权力，都会受到试探想要滥用权力。所以

第五条诫命吩咐我们要尊重那些有权柄的人，并以值得尊敬的方式使用权柄，这

是能够长久过和谐、满足的生活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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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得因他担罪。”我应当竭尽全力使他或她离开正在犯的罪。在《马太福音》

第 7 章 12 节中，主耶稣以非常积极的方式阐明了人的责任。请听祂的总结：

“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

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如果你正跑进危险的区域，而你自己却没有发现危险，那么你最希望

别人做的事情就是帮助你看到危险，制止你，让你掉头回来。那也正是你的

职责。当我遵行爱的律法时，那也是我的职责。爱的律法不仅仅包括我自己

的责任。我们的努力是否会得到赏赐或祝福，那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

任是藉着努力防止别人犯罪来做到爱人如己。朋友们，当我们考查上帝律法

的全部背景时，就会发现上帝尽力促使我们过合乎祂圣洁律法的生活，藉此

显明了祂自己深深的大爱。那么我们也应当效法上帝的作为，反映出同样的

态度、努力和意愿，这是完全合理的。现在我们来探讨第五条诫命：当孝敬

父母。这是第二块法版上的第一条诫命。那么我们问一问自己：上帝为什么

把第五条诫命“当孝敬父母”作为第二块法版上的第一条诫命？其次，上帝

出于什么动机在这条诫命后面加上“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看起来上帝似

乎是这个意思。第三，这条诫命的细节包括什么？我应当怎样孝敬父母？那

具体是指什么？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上帝为什么以这第五条诫命作为第二块法版上

的第一条诫命？至少这是传统的观点，我也赞同这种观点，即这是第二块法

版上的第一条诫命，这解释了保罗在《以弗所书》第 6 章中的话“这是第一

条带应许的诫命”。只有当保罗指的是这是第二块法版上第一条带应许的诫

命时，他的话才是正确的，因为第二条诫命中已经带有应许了。然而，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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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些犹太同工却并不认为第五条诫命是第二块法版上的第一条诫命。他们

认为第五条诫命是第一块法版上的最后一条诫命。那是一种有趣的观点，似

乎有一些道理，因为他们的推理是，在尊重一切合法的权柄时，我们是在尊

重上帝，是祂把权柄赋予了具体的掌权者。在家庭范围里，具体的掌权者就

是父母。在教会范围内，具体的掌权者就是治理者和教师。在民事领域，具

体的掌权者就是君王和各级管理者，等等。然而，我支持传统的观点，我们

可以认为第五条诫命是第二块法版上的第一条诫命。那么，上帝为什么以第

五条诫命为第二块法版的开头？ 

第一个原因是，当我们作为一个群体生活在地球上时，上帝努力想要

增进和保护我们的福乐。对于我们今生在世上的喜乐和福祉而言，最根本性

的保护是我们服从这个世界上治理我们生活的权力架构。那就是上帝的伟大

设计。祂设计了一个权力架构。在创世之初，上帝就赐给了亚当治理全地的

权柄。祂让亚当在婚姻中作他妻子的头。我们以家庭生活为例，上帝知道，

权力架构在哪里的家庭生活中建立起来并得到了重视，哪里把喜爱和尊重赋

予了家庭权力架构，哪里设定和维护了权柄的清楚界限，哪里就有最大的福

乐。在家庭中，不仅被治理者要尊重掌权者，而且掌权者也应当反映出赋予

他们权柄的那位的形像。所以，你们看到第五条诫命是一条至关重要的诫命，

它关系到我们人类在社会中共同生活时的福乐。在上帝的书中，清楚地表明

家庭单位是我们在世上存在时最高级别或最重要的团体。我们知道，家庭生

活是我们社会生活的其他各方面的根基。家庭是教会的神学院。家庭是儿女

将来的婚姻的培训基地。家庭确实是预备和培养我们的地方，使我们将来在

社会中能够胜任自己的位置。我们把学校延伸到了家庭中，建立学校不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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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代替家庭，而是为了拓展家庭的能力。上帝知道我们在年幼时领受的教导

对于我们的生命有最深远的影响。想一想这节经文，《箴言》第 22 章 6 节：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上帝知道，如果孩子

们在人生的初级阶段学会了如何尊重权柄，当他们长大成人之后自己也会成

为可敬的带领人。如果孩子们在人生的初级阶段学会尊敬别人，如果他们在

自己父母身上看到了可敬的带领人的榜样，那么他们也会成为可敬的公民。

当他们长大成人之后，当他们走向社会之后，当他们成家立业、为人父母之

后，他们就会像利箭一样为国度争战。我用一句显而易见的话来作为结论，

这句话对我们大有益处，值得我们在有生之年每天重复。上帝所设计的一切，

不可能也不需要被改进。我这样说是什么意思？上帝在第五条诫命中确定了

家庭是由父母和儿女组成的。但很显然，如今许多文化面临着一个令人不安

的趋势，似乎想要修改上帝的计划。孩子应当由一位男性父亲和一位女性母

亲来养育，而不是由两个同样性别的双亲来养育。 

第五条诫命建立了家庭基本的根基，确定了家庭里要有一位父亲和一

位母亲。当然，那也意味着孩子应当由婚姻关系而出。所以，单亲家庭不是

上帝设计的，我们不应当故意选择那样的生活方式，虽然可悲的是，那样的

现象在当今时代似乎屡见不鲜。现在，我们一起来探讨上帝赐给我们第五条

诫命的动机是什么。“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

上得以长久。”乍看之下，这个应许似乎表明孝敬父母的人都能得享长寿。

我确信我们都能想到现实中存在的与第五条诫命的表面意思相反的例子。作

为牧师，我埋葬过幼年夭折的非常顺从的孩子，也见过很悖逆的孩子得享长

寿。那么这条诫命是什么意思呢？这些事实意味着下面三点中有一点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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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上帝没能实现祂的应许。我们可以排除这一条。上帝是信实的，

祂所说的，必定会应验。 

第二，上帝是概括而论，通常情况下是这样的，虽然因着祂主权的旨

意，有例外的情况。这句话有些道理，但第三，上帝在第五条诫命中论及的

不是个人，而是家庭、教会和社会。 

他们若是尊重上帝所赐的权柄架构，就会长久兴盛，长期存在。我相

信那是第五条诫命的意图和动机，当你对比《申命记》中关于这条诫命的经

文时，就会明白这一点。上帝应许说，在掌权者和服在权柄之下的人都遵守

这条诫命的地方，我们作为家庭或更大的团体——社会，就会共同经历到最

优质和最长寿的生命。请听摩西在《申命记》第 5 章中怎样用不同的措词重

述了第五条诫命。他说：“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

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如果你考查一下《申命记》这卷书中的“长久”这个

词，就会发现它常常被用来与别的各种诫命联系在一起。要点是，上帝说顺

服会使人的生命长久，使人有长久的安全、合一、稳定、和谐。上帝应许说，

当我们尊重祂所设计的权力架构时，我们的家庭和国家就会享受到优质的生

活，那也可以包括长寿。《箴言》第 14 章 34 节说：“公义使邦国高举。”不

仅对国家而言如此。对家庭而言也是如此。对教会而言也是如此。孩子们在

年幼时若是受到教导要藉着尊重父母、爱兄弟姐妹、顺服上帝的命令来荣耀

上帝，那么当这些孩子靠着上帝的恩典长大时，将会成为有责任感的公民，

为公义的事业奋斗，抬举所有与他们有关系的人，使他们变得尊贵。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第五条诫命的细节。 同样，第五条诫命的含义比

我在这短暂的时间所能阐述的要广泛得多。我们概括性地阐述第五条诫命中



 

6 
 

关于孩子们的方面。他们应当顺服、尊重父母，但朋友们，第五条诫命中还

有很多真理层面需要我们关注。我只能把它们列举出来，以此强调它们的重

要性。 

首先，第五条诫命包含了上帝的这个旨意：所有掌握权柄之人（比如

父母，我们稍后还会讲到其他人）在使用权柄时，都应当反映出上帝怎样行

使祂的权柄。那是这条诫命的第一个层面。第五条诫命中也包含着对父母、

丈夫（他们有权柄治理他们的配偶，他们的妻子）、教会带领人、教师、雇

主、政府官员、军队指挥官、政界官员的教导。第五条诫命教导了所有这些

人应当如何使用他们的权柄。 

另一方面，第五条诫命也教导了服在权柄之下的人应当如何对待掌权

者，虽然第五条诫命提到的是孩子们，但还有别的许多人也包含在其中。是

的，第五条诫命适用于婚姻中的妻子、在父母权柄之下的孩子们、在教会带

领人权柄之下的会众、学校里的学生、国家领袖治下的公民、雇主权下的雇

员或工人、军队指挥官所管辖的士兵。第五条诫命也是在对所有这些人讲话。

想象一下，如果所有掌权者和服在权柄之下的人都以敬虔的方式尊重第五条

诫命，社会将会变成什么样。我们将会看到那些掌权者怎样怀着深深的爱施

行治理，那些服在权柄之下的人怎样甘愿顺服、尊敬和敬重那些掌权者。你

能看到如果人人都尊重第五条诫命，那将会带来怎样长久美好、和谐、健康、

福乐的生活吗？那就是第五条诫命的意图。现在我打算只概括性地阐述两点。

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怎样对待那些在我们之上有权柄的人？上帝对于有权

治理他人之人的旨意是什么？ 

这是两点概括性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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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关于尊重掌权者，上帝的旨意包括哪三方面？第一方面，我

要认识到，上帝愿意藉着祂所赋予权柄的那些人来治理我或我们。无论是我

的父母、我的丈夫、我的总统还是我的老板，每个在我之上有权柄管理我的

人，都是上帝命定的担任职分者。在我的传统认识中，“担任职分者”这个

词只用来指长老、执事和牧师等圣职人员，但根据圣经的教导，一切掌权者，

无论是哪个层面的，都是上帝命定的担任职分者。他们行使权柄。代表谁？

代表上帝。上帝是天上和地上至高的赐律者，至高的权威。将来有一天，所

有这些掌权者都不得不到他们所代表的那位面前去交账。我给你们举个例子。

当保罗写信给罗马人要他们尊重掌权者时，那些罗马信徒当时正在经历着来

自敌基督的掌权者的严酷压迫，但保罗写道：“当惧怕他，恭敬他”（罗 13）。

同样，彼得也写道：“尊敬君王”（彼前 2:17），尽管那些君王并不侍奉上帝。

那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的第一个方面。上帝愿意藉着他们的手治理我的生活。

他们是上帝命定的担任职分者。 

第二个方面，无论我们在怎样的境况中遇见上帝所命定的代表或担任

职分者，都应当尊敬他们。尊敬他们，意味着向他们表现出敬意，承认他们

的职分所具有的尊严。请注意我所说的话：“承认他们的职分所具有的尊严。”

对于父母，对于父亲或母亲，或者对于教会带领人，我们应当尊敬他们的职

分，因为尊敬这个词不是针对那个人的。我不是应当尊荣某个人。那是偶像

崇拜。我应当尊敬上帝暂时赋予那个人的职分，他是上帝的代表。以大卫为

例。当扫罗追杀大卫时，大卫并不尊敬扫罗这个人，相反，他的心中很苦恼。

当他做了羞辱扫罗的事情时，他的良心很不安。为什么？因为，他羞辱了耶

和华所膏的人。他向耶和华所命定的担任职分者行了可耻之事。所以，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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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你的父母、你的丈夫、你的国家领导人还是你的教会带领人，当我们毫

不犹豫地遵行他们的指示时，当我们不提出挑战而是接受他们的领导权时，

当我们听从他们的指示、带领或智慧时，我们便尊重了上帝所命定的担任职

分者。如果我们帮助他们，鼓励他们，安慰他们，或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

使他们的使命更容易完成，藉此表现出我们对他们的忠心和爱，我们便尊重

了他们。所有这些都是向他们表达敬意的方式。请注意，第五条诫命没有使

用“爱”这个词。难道我们不应该爱他们吗？我们当然应该爱他们，但我们

应当藉着尊重上帝赐予他们的职分来表达出对他们的爱。 

然而，有一个例外。《使徒行传》第 5 章 29 节说：“顺从上帝，不顺

从人，是应当的。”当一个掌权者吩咐我们去做违背上帝旨意的事情时，我

们中的任何人都绝对不需要顺服他。那个原则适用于孩子、妻子、工人、教

会成员，等等。正在听课的每一位父母，你们在教导孩子时都应当想到这一

点。我们应当教导儿女要总是顺服上帝胜过顺服人。在我的牧会经历中，我

见过很多滥用权柄的事。滥用权柄的事常常发生，是因为我们没有教导我们

的儿女要顺服上帝胜过顺服人。我们应当教导孩子们，掌权者不能滥用权力

来迫使孩子们或他们管辖范围内的任何人做或参与犯罪行为。所以，父母应

当教导自己的孩子，如果有人要求他们做罪恶的事，他们应当怎样合宜地、

不失敬意地上诉或拒绝。关于尊敬掌权者，第三个要求是，我们要记得那些

担任职分者是人，是罪恶的。所以，我们要容忍他们的有限、软弱和不足。

没有人是完美的，那些蒙召代表上帝在地上施行治理或完成使命之人也不是

完美的。有时那些掌权者可能缺乏正确的理解力。他们也许能力不如你。他

们也许具有某些令人不快的特征。他们也许在生活中不像你那样成功。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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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缺少智慧，也许你觉得自己更有智慧。因为他们也是罪人，所以他们会

一次次地失败。他们要求你做事时，可能高估了你的能力；或者他们也许会

突然爆发出不圣洁的忿怒；或者他们也许会做出不正确的评估，做出不公正

的判断。我们应当尊敬他们。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尊敬在上掌权的，《海德

堡教理问答》优美地阐述了这一点：我们“以忍耐的心包容他们的软弱，因

为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受他们的管理。” 

朋友们，我们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看到了多么美好的榜样啊！祂是约

瑟和马利亚无罪的儿子。我们在《路加福音》中读到，耶稣跟他们一起下到

拿撒勒去，顺服他们，直到祂三十岁的时候；虽然祂自己是无罪的，但祂总

是恭恭敬敬地孝顺祂有罪的父母。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看上帝对我们这

些掌权者的旨意是什么，这是第五条诫命的另一面。上帝的旨意是要我在作

为掌权者使用权柄时，在一切行为和反应上都要反映出祂的形像。上帝愿意

藉着我的手在地上治理为数不多的生命个体。那是祂的地土。那是祂的百姓。

那是祂的产业，祂赐给了我管家的职分，比如让我作为一位父亲管理祂的子

民；我有责任学习上帝是怎样担任各种职分的。或者上帝的权柄是怎样的？

我应当怎样反映出上帝的权柄？作为丈夫，我有责任学习主耶稣作为丈夫是

怎样对待祂属灵的妻子的，我们在自己的婚姻中也应当反映出祂是怎样作头

的。作为父母，我们应当学习上帝是怎样养育全人类的，学习父亲应当怎样

养育自己的儿女。作为治理者或君王，我们有责任学习上帝是怎样作为大君

王治理列国的，要在我们施行治理的过程中反映出祂的治理方式。还有，作

为教会带领人，我们有责任学习那位伟大的好牧人是怀着怎样的心、以怎样

的方式喂养群羊的，祂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不是为了祂自己的地位，而是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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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爱心来服侍人，为众人舍己。我再次强调，作为父母，我们像其他担任职

分者一样，在第五条诫命中有很多要学习的内容；要学习认识到自己的本质，

学习如何在自己的位置上做个可敬的带领人。 

让我总结一下，上帝在《以弗所书》第 6 章 4 节和《歌罗西书》第 3

章中清楚地警告了为人父母者；倘若我把这拓展应用到所有掌权者身上，是

我出错了吗？上帝严厉地警告父亲们不要滥用他们的地位赋予他们的权柄。 

为什么？因为我们会在自己所带领的人心中激起叛逆、忿怒或沮丧的情绪。 

另一方面，《箴言》第 29 章 15 节也警告父母及一切掌权者，不要忽视惩戒，

以免惯坏孩子。“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在每个

权柄层面不也都是如此吗？ 

朋友们，在这一课结束时，我希望你们像我一样觉得我几乎还没有触

及冰山的一角。俗话说得好：“推动摇篮的手，也在推动世界。”这句话可能

有点夸大其词，但也有一定的道理。我们作为带领人的使命，对于下一代带

领人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没能教会现在这一代人尊敬和顺服权柄，如果

我们没能做个可敬的掌权者，那么我们诚然是在撒下无政府状态和暴政的种

子。相反的状况是多么美好啊！当孩子们学会了尊重敬虔的父母时，当妻子

学会了尊敬有爱心、舍己的丈夫时；当公民尊重他们的仆人式带领人时，当

教会成员因他们带领人的工作的缘故而非常尊重他们时，一切都多么美好啊！

那时我们将会经历到圣洁的美丽。正如圣父、圣子、圣灵在美好和谐的关系

中共存，我们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共同生活时也将会经历到这样美好的和谐、

合一、美丽。你会再次明白大卫为什么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

住地思想”（诗 1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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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们，愿上帝祝福这些教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