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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六年感恩節特會 

總題：主今日行動的方向 
第五篇 

帶進神的國（一） 

神的國作神聖生命的擴展，爲著神永遠的行政 
  詩歌： 746，補919 

讀經：路十七21，可四3、8、26，約三5，羅十四17，啓二一1～4，二二1～5、14 

路17:21 人也不得說，看哪，在這裏，或說，在那裏；因爲看哪，神的國就在你們中間。 
可4:3 你們要聽！看哪，那撒種的出去撒種。 
可4:8 但有的落在好土裏，就發苗長大，並且結實，有的結三十倍，有的六十倍，有的一百倍。 
可4:26 耶穌又說，神的國是這樣，如同人把種子撒在地上， 
約3:5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是從水和靈生的，就不能進神的國。 
羅14:17 因爲神的國不在於喫喝，乃在於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 
啓21:1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爲第一個天和第一個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啓21: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豫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 
啓21:3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與人同在，祂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祂的

百姓，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 
啓21:4 神要從他們眼中擦去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爲先前的事

都過去了。 
啓22:1 天使又指給我看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從神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 
啓22:2 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生產十二樣果子，每月都結出果子，樹上的葉子乃爲醫治萬民。 
啓22:3 一切咒詛必不再有。在城裏有神和羔羊的寶座；祂的奴僕都要事奉祂， 
啓22:4 也要見祂的面；祂的名字必在他們的額上。 
啓22:5 不再有黑夜，他們也不需要燈光日光，因爲主神要光照他們；他們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啓22:14 那些洗淨自己袍子的有福了，可得權柄到生命樹那裏，也能從門進城。 

壹 主今日行動的方向是要帶進神的國，作神聖生命的擴展，爲著神永遠的行

政—路十七21，可四3、8、26，約三3、5，西一13： 
路17:21 人也不得說，看哪，在這裏，或說，在那裏；因爲看哪，神的國就在你們中間。 
可4:3 你們要聽！看哪，那撒種的出去撒種。 
可4:8 但有的落在好土裏，就發苗長大，並且結實，有的結三十倍，有的六十倍，有的一百

倍。 
可4:26 耶穌又說，神的國是這樣，如同人把種子撒在地上， 
約3:3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 
約3:5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是從水和靈生的，就不能進神的國。 
西1:13 祂拯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入祂愛子的國裏； 

一 神的國實際上就是基督自己在召會時代如同種子撒在信徒裏面—路十七21，可四3、
8、26。 
路17:21 人也不得說，看哪，在這裏，或說，在那裏；因爲看哪，神的國就在你們中間。 
可4:3 你們要聽！看哪，那撒種的出去撒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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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4:8 但有的落在好土裏，就發苗長大，並且結實，有的結三十倍，有的六十倍，有的

一百倍。 
可4:26 耶穌又說，神的國是這樣，如同人把種子撒在地上， 

二 神的國在基督的擴增中擴展，成爲那擴大、要來的國，就是主回來時所要帶來的—約

三30，路十九12、15上，啓十一15： 
約3:30 祂必擴增，我必衰減。 
路19:12 說，有一個貴冑往遠方去，要得國回來， 
路19:15上 他旣得國回來，… 
啓11:15 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祂基督的國，祂要

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1 這由石頭（基督）成爲一座大山（千年國時的國度）所表徵，如但以理二章三十四

至三十五節所啓示的。 

但2:34 你觀看，見有一塊非人手鑿出來的石頭，打在這像半鐵半泥的腳上，把腳砸

碎。 
但2:35 於是鐵、泥、銅、銀、金，都一同砸得粉碎，成如夏天禾場上的糠粃，被風吹

散，無處可尋。打碎這像的石頭，變成一座大山，充滿全地。 

2 神這擴大、要來的國將是神在新天新地裏宇宙的管治，爲著神永遠的行政，完成神

在基督裏永遠的經綸，作神在永遠裏終極完成的家庭行政—啓二一2～3、9～23，二

二1～3。 

啓21: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豫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

等候丈夫。 
啓21:3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與人同在，祂要與人同住，

他們要作祂的百姓，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 
啓21:9 拿着七個金碗，盛滿末後七災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來對我說，你來，我要將

新婦，就是羔羊的妻，指給你看。 
啓21:10 我在靈裏，天使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神那裏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

指給我看。 
啓21:11 城中有神的榮耀；城的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 
啓21:12 有高大的牆；有十二個門，門上有十二位天使；門上又寫着以色列十二個支派

的名字； 
啓21:13 東邊有三門，北邊有三門，南邊有三門，西邊有三門。 
啓21:14 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十二個名字。 
啓21:15 同我說話的拿着金葦子當尺，要量那城、和城門城牆。 
啓21:16 城是四方的，長寬一樣；天使用葦子量那城，共有一萬二千斯泰底亞，長寬高

都相等。 
啓21:17 又量了城牆，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一百四十四肘。 
啓21:18 牆是用碧玉造的，城是純金的，如同明淨的玻璃。 
啓21:19 城牆的根基是用各樣寶石裝飾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藍寶石，第三是瑪

瑙，第四是綠寶石， 
啓21:20 第五是紅瑪瑙，第六是紅寶石，第七是黃璧璽，第八是水蒼玉，第九是黃玉，

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瑪瑙，第十二是紫晶。 
啓21:21 十二個門是十二顆珍珠，每一個門各自是一顆珍珠造的，城內的街道是純金，

好像透明的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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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21:22 我未見城內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爲城的殿。 
啓21:23 那城內不需要日月光照，因有神的榮耀光照，又有羔羊爲城的燈。 
啓22:1 天使又指給我看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從神和羔羊的

寶座流出來。 
啓22:2 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生產十二樣果子，每月都結出果子，樹上的葉子乃

爲醫治萬民。 
啓22:3 一切咒詛必不再有。在城裏有神和羔羊的寶座；祂的奴僕都要事奉祂， 

貳 神的國就是救主基督自己—路十七21： 
路17:21 人也不得說，看哪，在這裏，或說，在那裏；因爲看哪，神的國就在你們中間。 

一 救主在那裏，那裏就有神的國。 

二 神的國與救主同在，祂將神的國帶給祂的門徒—22節。 
路17:22 祂又對門徒說，日子將到，你們巴不得看見人子的一個日子，卻不得看見。 

三 神的國乃是救主作生命的種子，撒到神的選民裏面，並且發展爲一個範圍，就是神的

國，使神在祂神聖的生命裏，能在其中掌權—可四3、8、26： 
可4:3 你們要聽！看哪，那撒種的出去撒種。 
可4:8 但有的落在好土裏，就發苗長大，並且結實，有的結三十倍，有的六十倍，有的

一百倍。 
可4:26 耶穌又說，神的國是這樣，如同人把種子撒在地上， 

1 神國的入門是重生，其發展是信徒在神聖生命裏的長大—約三5，彼後一3～11。 

約3:5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是從水和靈生的，就不能進神的

國。 
彼後1:3 神的神能，藉着我們充分認識那用祂自己的榮耀和美德呼召我們的，已將一切

關於生命和敬虔的事賜給我們。 
彼後1:4 藉這榮耀和美德，祂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你們旣逃離世上從

情慾來的敗壞，就藉着這些應許，得有分於神的性情。 
彼後1:5 正因這緣故，你們要分外殷勤，在你們的信上，充足的供應美德，在美德上供

應知識， 
彼後1:6 在知識上供應節制，在節制上供應忍耐，在忍耐上供應敬虔， 
彼後1:7 在敬虔上供應弟兄相愛，在弟兄相愛上供應愛。 
彼後1:8 因爲這幾樣存在你們裏面，且不斷增多，就必將你們構成非閒懶不結果子的，

以致充分的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彼後1:9 那沒有這幾樣的，就是眼瞎、近視，忘了他舊日的罪已經得了潔淨。 
彼後1:10 所以弟兄們，應當更加殷勤，使你們所蒙的呼召和揀選堅定不移；你們行這幾

樣，就永不失腳。 
彼後1:11 這樣，你們就必得着豐富充足的供應，以進入我們主和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

國。 

2 基督復活以後，就在祂的信徒裏面；因此，神的國今天就在召會裏—約十四20，羅

八10，十四17。 

約14:20 到那日，你們就知道我在我父裏面，你們在我裏面，我也在你們裏面。 
羅8:10 但基督若在你們裏面，身體固然因罪是死的，靈卻因義是生命。 
羅14:17 因爲神的國不在於喫喝，乃在於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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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神的國乃是召會生活，是忠信的信徒在其中生活的，並要發展爲要來的國度，作得

勝聖徒在千年國裏所承受的賞賜—加五21，弗五5，啓二十4、6。 

加5:21 嫉妒、醉酒、荒宴以及類似的事；關於這些事，我現在事先告訴你們，正如我

先前說過的：行這樣事的人，必不得承受神的國。 
弗5:5 因爲你們曉得這事，知道凡是淫亂的，或是污穢的，或是貪婪的，（就是拜偶

像的，）在基督和神的國裏，都得不到基業。 
啓20:4 我又看見幾個寶座和坐在上面的，有審判的權柄賜給他們。我又看見那些爲耶

穌的見證、並爲神的話被斬者，以及那些沒有拜過獸與獸像，額上和手上也沒

有受過牠印記之人的魂，他們都活了，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啓20:6 在頭一次復活有分的有福了，聖別了，第二次的死在他們身上沒有權柄；他們

還要作神和基督的祭司，並要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4 至終，神的國要完成於新耶路撒冷，作神永遠的國，就是神永遠生命之永遠福分的

永遠範圍，在新天新地裏給神所有的贖民享受，直到永遠—二一1～4，二二1～5、
14。 

啓21:1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爲第一個天和第一個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

了。 
啓21: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豫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

等候丈夫。 
啓21:3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與人同在，祂要與人同住，

他們要作祂的百姓，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 
啓21:4 神要從他們眼中擦去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

因爲先前的事都過去了。 
啓22:1 天使又指給我看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從神和羔羊的

寶座流出來。 
啓22:2 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生產十二樣果子，每月都結出果子，樹上的葉子乃

爲醫治萬民。 
啓22:3 一切咒詛必不再有。在城裏有神和羔羊的寶座；祂的奴僕都要事奉祂， 
啓22:4 也要見祂的面；祂的名字必在他們的額上。 
啓22:5 不再有黑夜，他們也不需要燈光日光，因爲主神要光照他們；他們要作王，直

到永永遠遠。 
啓22:14 那些洗淨自己袍子的有福了，可得權柄到生命樹那裏，也能從門進城。 

5 這樣的國，神的國，乃是主耶穌當作福音，好信息，所傳揚給與神生命隔絕之人

的—路四43，弗四18。 

路4:43 但耶穌對他們說，我也必須向別城傳神的國爲福音，因我奉差遣正是爲此。 
弗4:18 他們在悟性上旣然昏暗，就因着那在他們裏面的無知，因着他們心裏的剛硬，

與神的生命隔絕了； 

叁 我們需要看見國度與召會之間的關係—太十六18～19，羅十四17： 
太16:18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門不能勝過她。 
太16:19 我要把諸天之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捆綁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捆綁的；凡你

在地上釋放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釋放的。 
羅14:17 因爲神的國不在於喫喝，乃在於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 

一 聖經首先陳明國度，然後陳明召會；國度的出現產生召會—太四23，十六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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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4:23 耶穌走遍加利利，在他們的會堂裏施教，傳揚國度的福音，醫治百姓各樣的疾

病，和各種的症候。 
太16:18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門不能勝過

她。 
太16:19 我要把諸天之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捆綁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捆綁的；

凡你在地上釋放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釋放的。 

1 神的生命就是神的國度；神聖的生命就是國度，這生命產生召會—約三3、5，太七

14、21，十九17、29，二五46： 

約3:3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 
約3:5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是從水和靈生的，就不能進神的

國。 
太7:14 引到生命的，那門窄，那路狹，找着的人也少。 
太7:21 不是每一個對我說，主阿，主阿的人，都能進諸天的國，惟獨實行我諸天之上

父旨意的人，纔能進去。 
太19:17 耶穌對他說，你爲甚麼以善問我？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進入生命，就要遵

守誡命。 
太19:29 凡爲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親、母親、兒女、田地的，必要得

着百倍，且要承受永遠的生命。 
太25:46 這些人要往永遠的刑罰裏去，那些義人卻要往永遠的生命裏去。 

a 國度乃是生命的範圍，讓生命行動、作工、掌權、管制，使生命能達成其目的，

而這範圍就是國度。 

b 福音帶進神聖的生命，這生命有其範圍，這範圍就是國度；神聖生命同其範圍產

生召會—提後一10。 

提後1:10 但如今藉着我們救主基督耶穌的顯現，纔顯明出來。祂已經把死廢掉，藉

着福音將生命和不朽壞照耀出來； 

2 國度是召會的實際；因此，我們離了國度的生命，就不能過召會生活—太五3，十

六18～19，啓一9： 

太5:3 靈裏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爲諸天的國是他們的。 
太16:18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門不能勝過

她。 
太16:19 我要把諸天之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捆綁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捆綁

的；凡你在地上釋放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釋放的。 
啓1:9 我約翰，就是你們的弟兄，和你們在耶穌的患難、國度、忍耐裏一同有分的，

爲神的話和耶穌的見證，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島上。 

a 諸天之國的實際（太五～七）乃是召會生活的內容；沒有國度的實際，召會就是

空洞的。 

太5:1 但祂看見這些羣眾，就上了山；旣已坐下，門徒到祂跟前來。 
太5:2 祂就開口教訓他們說， 
太5:3 靈裏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爲諸天的國是他們的。 
太5:4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爲他們必得安慰。 
太5:5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爲他們必承受地土。 
太5:6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爲他們必得飽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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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5:7 憐憫人的人有福了，因爲他們必蒙憐憫。 
太5:8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爲他們必看見神。 
太5:9 製造和平的人有福了，因爲他們必稱爲神的兒子。 
太5:10 爲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爲諸天的國是他們的。 
太5:11 人若因我的緣故，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

有福了。 
太5:12 應當喜樂歡騰，因爲你們在諸天之上的賞賜是大的；原來在你們以前的申

言者，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 
太5:13 你們是地上的鹽；鹽若失了味，可用甚麼叫它再鹹？旣無任何用處，只好

丟在外面，任人踐踏了。 
太5:14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立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 
太5:15 人點燈，也不放在斗底下，乃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所有在家裏的人。 
太5:16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爲，就榮耀你們在諸

天之上的父。 
太5:17 不要以爲我來是要廢除律法或申言者；我來不是要廢除，乃是要成全。 
太5:18 我實在告訴你們，卽使到天地都過去了，律法的一撇或一畫，也絕不能過

去，直到一切都得成全。 
太5:19 所以無論誰廢掉這些誡命中最小的一條，又這樣教訓人，他在諸天的國裏

必稱爲最小的；但無論誰遵行這些誡命，又這樣教訓人，這人在諸天的國

裏必稱爲大的。 
太5:20 我告訴你們，你們的義，若不超過經學家和法利賽人的義，絕不能進諸天

的國。 
太5:21 你們聽見有對古人說的話：『不可殺人；凡殺人的，難逃審判。』 
太5:22 但是我告訴你們，凡向弟兄動怒的，難逃審判。凡罵弟兄拉加的，難逃議

會的審判；凡罵弟兄魔利的，難逃火坑的火。 
太5:23 所以你在祭壇前獻禮物，若想起你的弟兄向你懷怨， 
太5:24 就要把禮物留在壇前，先去與你的弟兄和好，然後來獻禮物。 
太5:25 你同告你的對頭還在路上，要趕緊與他和息，免得他把你交給審判官，審

判官交給差役，你就下在監裏了。 
太5:26 我實在告訴你，非到你還清最後一分錢，你絕不能從那裏出來。 
太5:27 你們聽見有話說，『不可姦淫。』 
太5:28 但是我告訴你們，凡看婦女，有意貪戀她的，心裏已經與她犯姦淫了。 
太5:29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絆跌，就剜出來丟掉；因爲你肢體中的一個喪失了，強

於你全身扔在火坑裏。 
太5:30 若是你的右手叫你絆跌，就砍下來丟掉；因爲你肢體中的一個喪失了，強

於你全身往火坑裏去。 
太5:31 又有話說，人若休妻，就當給她休書。 
太5:32 但是我告訴你們，凡休妻的，若不是爲淫亂的緣故，就是叫她犯姦淫了；

無論誰娶這被休的婦人，也是犯姦淫了。 
太5:33 你們又聽見有對古人說的話：『不可背誓，所起的誓，總要向主謹守。』 
太5:34 但是我告訴你們，甚麼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爲天是神的座

位； 
太5:35 不可指着地起誓，因爲地是祂的腳凳；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爲耶路

撒冷是大君王的城； 
太5:36 也不可指着你的頭起誓，因爲你不能使一根頭髮變白或變黑。 
太5:37 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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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5:38 你們聽見有話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太5:39 但是我告訴你們，不要抗拒惡人；反而無論誰打你的右臉，連另一面也轉

給他。 
太5:40 那想要告你，要拿你裏衣的，連外衣也讓給他； 
太5:41 無論誰強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 
太5:42 求你的，就給他；向你借貸的，不可轉開不顧他。 
太5:43 你們聽見有話說，『當愛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 
太5:44 但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爲那逼迫你們的禱告， 
太5:45 你們就可以作你們諸天之上父的兒子；因爲祂叫祂的日頭上升，照惡人，

也照好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 
太5:46 你們若愛那愛你們的人，有甚麼賞賜？稅吏不也是這樣行麼？ 
太5:47 你們若單向你們的弟兄問安，有甚麼過人的長處？外邦人不也是這樣行

麼？ 
太5:48 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 
太6:1 你們要小心，不可將你們的義行在人前，故意叫他們注視；不然，在你們

諸天之上的父面前，你們就沒有賞賜了。 
太6:2 所以你施捨的時候，不可在你前面吹號，像那假冒爲善的人在會堂裏和巷

道上所行的，爲要得人的榮耀。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充分的得了他

們的賞賜。 
太6:3 但你施捨的時候，不要讓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 
太6:4 好叫你的施捨可在隱密中，你父在隱密中察看，必要報答你。 
太6:5 你們禱告的時候，不可像那假冒爲善的人，因爲他們愛站在會堂裏，並十

字街口禱告，爲要叫人看見。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充分的得了他們

的賞賜。 
太6:6 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密室，關上門，禱告你在隱密中的父，你父在隱

密中察看，必要報答你。 
太6:7 你們禱告，不可嘮嘮叨叨，像外邦人一樣；他們以爲話說多了，就必蒙垂

聽。 
太6:8 你們不可像他們，因爲你們求祂以前，你們所需用的，你們的父早已知道

了。 
太6:9 所以你們要這樣禱告：我們在諸天之上的父，願你的名被尊爲聖， 
太6:10 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太6:11 我們日用的食物，今日賜給我們； 
太6:12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欠我們債的人； 
太6:13 不叫我們陷入試誘，救我們脫離那惡者。因爲國度、能力、榮耀，都是你

的，直到永遠。阿們。 
太6:14 因爲你們若赦免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赦免你們； 
太6:15 你們若不赦免人的過犯，你們的父也必不赦免你們的過犯。 
太6:16 還有，你們禁食的時候，不可面帶愁容，像那假冒爲善的人一樣；他們把

臉裝得難看，爲要叫人看出他們在禁食。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充分

的得了他們的賞賜。 
太6:17 但你禁食的時候，要油你的頭，洗你的臉， 
太6:18 爲要不叫人，只叫你在隱密中的父，看出你在禁食；你父在隱密中察看，

必要報答你。 
太6:19 不要爲自己積蓄財寶在地上，地上有蟲蛀、銹蝕，也有賊挖洞偷竊； 
太6:20 只要爲自己積蓄財寶在天上，天上沒有蟲蛀、銹蝕，也沒有賊挖洞偷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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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6:21 因爲你的財寶在那裏，你的心也必在那裏。 
太6:22 眼睛乃是身上的燈。所以你的眼睛若單一，全身就明亮； 
太6:23 但你的眼睛若不專，全身就黑暗。所以你裏面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

等的大！ 
太6:24 沒有人能事奉兩個主；因爲他不是恨這個愛那個，就是忠於這個輕視那

個。你們不能事奉神，又事奉瑪門。 
太6:25 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爲生命憂慮，喫甚麼，喝甚麼；也不要爲身體憂

慮，穿甚麼。生命不勝於食物麼？身體不勝於衣服麼？ 
太6:26 你們看天空的飛鳥，牠們旣不種，也不收，又不收積在倉裏，你們的天父

尚且養活牠們。你們不比牠們貴重麼？ 
太6:27 你們中間誰能因憂慮使自己的身量多加一肘？ 
太6:28 你們何必爲衣服憂慮？你們細想野地裏的百合花，怎樣生長；它們旣不勞

苦，也不紡線。 
太6:29 但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在他極盛的榮耀裏，也沒有披戴得像這些花中

的一朵。 
太6:30 小信的人哪，野地裏的草，今天存在，明天就丟在爐裏，神尚且這樣給它

穿戴，何況你們？ 
太6:31 所以不要憂慮，說，我們要喫甚麼？喝甚麼？披戴甚麼？ 
太6:32 因爲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急切尋求的，你們的天父原知道你們需要這一

切。 
太6:33 但你們要先尋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一切就都要加給你們了。 
太6:34 所以你們不要爲明天憂慮，因爲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

就彀了。 
太7:1 不要審判，免得你們受審判； 
太7:2 因爲你們用甚麼審判審判人，也必受甚麼審判；你們用甚麼量器量給人，

也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們。 
太7:3 再者，爲甚麼看見你弟兄眼中的刺，卻不想到自己眼中的梁木？ 
太7:4 或者，你怎能對你弟兄說，讓我去掉你眼中的刺，而你自己眼中竟有梁

木？ 
太7:5 你這假冒爲善的人，先從你眼中去掉梁木，然後你纔看得清楚，從你弟兄

眼中去掉刺。 
太7:6 不要把聖物給狗，也不要把你們的珍珠丟在豬前，免得牠們用腳踐踏珍

珠，並且轉過來撕裂你們。 
太7:7 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太7:8 因爲凡求的，就得着；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 
太7:9 或者，你們中間有甚麼人，他的兒子向他求餅，反給他石頭？ 
太7:10 或求魚，反給他蛇？ 
太7:11 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東西給兒女，何況你們在諸天之上的父，豈

不更把好東西給求祂的人麼？ 
太7:12 所以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因爲這就是

律法和申言者的總綱。 
太7:13 你們要進窄門；因爲引到毀壞的，那門寬，那路闊，進去的人也多； 
太7:14 引到生命的，那門窄，那路狹，找着的人也少。 
太7:15 你們要提防假申言者，他們到你們這裏來，外面披着綿羊的皮，裏面卻是

貪食的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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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7:16 從他們的果子，你們就可以認出他們來。人豈能從荊棘收取葡萄？或從蒺

藜收取無花果？ 
太7:17 這樣，凡是好樹都結善果，惟獨壞樹纔結惡果。 
太7:18 好樹不能結惡果，壞樹也不能結善果。 
太7:19 凡不結善果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裏。 
太7:20 所以，從他們的果子，你們就可以認出他們來。 
太7:21 不是每一個對我說，主阿，主阿的人，都能進諸天的國，惟獨實行我諸天

之上父旨意的人，纔能進去。 
太7:22 當那日，許多人要對我說，主阿，主阿，我們不是在你的名裏豫言過，在

你的名裏趕鬼過，並在你的名裏行過許多異能麼？ 
太7:23 那時，我要向他們宣告：我從來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行不法的人，離開

我去罷。 
太7:24 所以，凡聽見我這些話就實行的，好比一個精明人，把他的房子蓋在磐石

上。 
太7:25 雨淋、河沖、風吹，撞着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因爲是立基在磐石上。 
太7:26 凡聽見我這些話不實行的，好比一個愚拙人，把他的房子蓋在沙土上。 
太7:27 雨淋、河沖、風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並且倒塌得很大。 
太7:28 耶穌講完了這些話，羣眾都驚訝祂的教訓； 
太7:29 因爲祂教訓他們，像有權柄的人，不像他們的經學家。 

b 因著國度的生命產生召會生活，所以當我們團體的在國度生命裏生活，我們自然

就過召會生活—羅十四17。 

羅14:17 因爲神的國不在於喫喝，乃在於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 

3 沒有國度作召會的實際，召會就不能被建造—太十六18～19： 

太16:18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門不能勝過

她。 
太16:19 我要把諸天之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捆綁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捆綁

的；凡你在地上釋放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釋放的。 

a 召會是藉著國度的權柄產生的。 

b 國度鑰匙的賜給，是爲使召會能彀被建造—19節，十八18，參約二十23。 

太16:19 我要把諸天之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捆綁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捆

綁的；凡你在地上釋放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釋放的。 
太18:18 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在地上捆綁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捆綁的；凡

你們在地上釋放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釋放的。 
約20:23 你們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赦免了；你們留下誰的罪，誰的罪就留下了。 

二 真正的召會就是今世的神的國；今天信徒乃是在召會中過國度生活—太十六18～19，
十八17～18，十三44～46，羅十四17，林前四20，弗二19，西四11，啓一4～6： 
太16:18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門不能勝過

她。 
太16:19 我要把諸天之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捆綁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捆綁的；

凡你在地上釋放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釋放的。 
太18:17 他若不聽他們，就告訴召會；他若連召會也不聽，就把他當作外邦人和稅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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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18:18 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在地上捆綁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捆綁的；凡你們在

地上釋放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釋放的。 
太13:44 諸天的國好像寶貝藏在田地裏，人找到了，就藏起來，歡歡喜喜的去變賣他一切

所有的，買這田地。 
太13:45 諸天的國又好像一個商人，尋找好珠子， 
太13:46 尋到一顆珍貴的珠子，就去變賣他一切所有的，買了這珠子。 
羅14:17 因爲神的國不在於喫喝，乃在於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 
林前4:20 因爲神的國不在於言語，乃在於能力。 
弗2:19 這樣，你們不再是外人和寄居的，乃是聖徒同國之民，是神家裏的親人， 
西4:11 那稱爲猶士都的耶數，也問你們安；奉割禮的人中，只有這些人是爲神的國作我

的同工，他們也成了我的安慰。 
啓1:4 約翰寫信給在亞西亞的七個召會：願恩典與平安，從那今是昔是以後永是的，從

祂寶座前的七靈， 
啓1:5 並從那忠信的見證人、死人中的首生者、爲地上君王元首的耶穌基督，歸與你

們。祂愛我們，用自己的血，把我們從我們的罪中釋放了； 
啓1:6 又使我們成爲國度，作祂神與父的祭司；願榮耀權能歸與祂，直到永永遠遠。阿

們。 

1 主耶穌每次說到召會時，都將召會聯於國度；這指明國度與召會有何等密切的關

聯—太十六18～19，十八17～18，羅十四17，林前四20，弗二19，西四11。 

太16:18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門不能勝過

她。 
太16:19 我要把諸天之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捆綁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捆綁

的；凡你在地上釋放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釋放的。 
太18:17 他若不聽他們，就告訴召會；他若連召會也不聽，就把他當作外邦人和稅吏。 
太18:18 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在地上捆綁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捆綁的；凡你們

在地上釋放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釋放的。 
羅14:17 因爲神的國不在於喫喝，乃在於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 
林前4:20 因爲神的國不在於言語，乃在於能力。 
弗2:19 這樣，你們不再是外人和寄居的，乃是聖徒同國之民，是神家裏的親人， 
西4:11 那稱爲猶士都的耶數，也問你們安；奉割禮的人中，只有這些人是爲神的國作

我的同工，他們也成了我的安慰。 

2 在作爲國度的召會裏，我們乃是在國度的掌權、管制、管教和操練之下—林前六9
～10，加五19～21，弗五5。 

林前6:9 你們豈不知，不義的不能承受神的國麼？不要受迷惑，無論是淫亂的、拜偶像

的、姦淫的、作孌童的、同性戀的、 
林前6:10 偷竊的、貪婪的、醉酒的、辱罵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國。 
加5:19 肉體的行爲，都是明顯的，就是淫亂、污穢、邪蕩、 
加5:20 拜偶像、邪術、仇恨、爭競、忌恨、惱怒、私圖好爭、分立、宗派、 
加5:21 嫉妒、醉酒、荒宴以及類似的事；關於這些事，我現在事先告訴你們，正如我

先前說過的：行這樣事的人，必不得承受神的國。 
弗5:5 因爲你們曉得這事，知道凡是淫亂的，或是污穢的，或是貪婪的，（就是拜偶

像的，）在基督和神的國裏，都得不到基業。 

3 我們是在神聖三一分賜之下的人，需要在召會中過國度的生活，在神聖的生命裏長

大並發展，直到我們達到成熟—林後十三14，彼後一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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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13:14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神的愛，聖靈的交通，與你們眾人同在。 
彼後1:5 正因這緣故，你們要分外殷勤，在你們的信上，充足的供應美德，在美德上供

應知識， 
彼後1:6 在知識上供應節制，在節制上供應忍耐，在忍耐上供應敬虔， 
彼後1:7 在敬虔上供應弟兄相愛，在弟兄相愛上供應愛。 
彼後1:8 因爲這幾樣存在你們裏面，且不斷增多，就必將你們構成非閒懶不結果子的，

以致充分的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彼後1:9 那沒有這幾樣的，就是眼瞎、近視，忘了他舊日的罪已經得了潔淨。 
彼後1:10 所以弟兄們，應當更加殷勤，使你們所蒙的呼召和揀選堅定不移；你們行這幾

樣，就永不失腳。 
彼後1:11 這樣，你們就必得着豐富充足的供應，以進入我們主和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

國。 

三 召會帶進國度；召會的工作就是把神的國帶進來—太六10，十二22～29，啓十一15，
十二10： 
太6:10 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太12:22 當下，有一個鬼附、又瞎又啞的人，被帶到耶穌那裏；耶穌就治好了他，以致那

啞吧又說話，又看見。 
太12:23 所有的羣眾都驚奇，說，莫非這是大衞的子孫麼？ 
太12:24 法利賽人聽見了，卻說，這個人趕鬼，無非是靠着鬼王別西卜。 
太12:25 耶穌知道他們的心意，就對他們說，凡國自相分爭，必至荒涼；凡城或家自相分

爭，也難站住。 
太12:26 若撒但趕逐撒但，他就自相分爭，他的國怎能站住？ 
太12:27 我若是靠着別西卜趕鬼，你們的子弟又是靠着誰趕呢？這樣，他們就要審判你們

了。 
太12:28 我若靠着神的靈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 
太12:29 人怎能進壯者家裏，搶奪他的家具？除非先捆綁那壯者，纔能洗劫他的家。 
啓11:15 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祂基督的國，祂要

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啓12:10 我聽見天上有大聲音說，我們神的救恩、能力、國度、並祂基督的權柄，現在都

來到了，因爲那在我們神面前晝夜控告我們弟兄們的控告者，已經被摔下去了。 

1 召會的產生乃是爲著帶進國度—太十六18～19，十八17～18，啓一6、9，十一15： 

太16:18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門不能勝過

她。 
太16:19 我要把諸天之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捆綁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捆綁

的；凡你在地上釋放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釋放的。 
太18:17 他若不聽他們，就告訴召會；他若連召會也不聽，就把他當作外邦人和稅吏。 
太18:18 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在地上捆綁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捆綁的；凡你們

在地上釋放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釋放的。 
啓1:6 又使我們成爲國度，作祂神與父的祭司；願榮耀權能歸與祂，直到永永遠遠。

阿們。 
啓1:9 我約翰，就是你們的弟兄，和你們在耶穌的患難、國度、忍耐裏一同有分的，

爲神的話和耶穌的見證，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島上。 
啓11:15 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祂基督的國，祂

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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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召會在地上的工作，就是要把神的國帶進來；召會的工作都是受神國原則的管

制。 

b 召會要負責將天上的旨意帶到地上，並要負責將天上的旨意實行在地上—太六

10，七21，十二50。 

太6:10 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太7:21 不是每一個對我說，主阿，主阿的人，都能進諸天的國，惟獨實行我諸天

之上父旨意的人，纔能進去。 
太12:50 因爲凡實行我在諸天之上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親了。 

2 召會應當禱告以帶進神的國；沒有禱告，國度就不能來臨—六10： 

太6:10 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a 召會必須作天的出口，讓天的權柄彰顯在地上—十六18～19，十八18。 

太16:18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門不能

勝過她。 
太16:19 我要把諸天之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捆綁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捆

綁的；凡你在地上釋放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釋放的。 
太18:18 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在地上捆綁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捆綁的；凡

你們在地上釋放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釋放的。 

b 真實的禱告乃是與神同工，將祂的國帶到地上，並將祂的旨意施行在地上—六

10，林後十4。 

太6:10 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林後10:4 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肉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倒堅固

的營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