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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 神國的發展 

讀經：徒一 3，8～9，八 12，十四 22，十九 8，二十 25，二八

23，31 

  

【週 一】 

壹 路加福音敘述成為肉體之耶穌的職事，作為那成為肉體之

耶穌在地上的記載；使徒行傳記載復活升天的基督，藉著祂的

信徒，在地上執行祂在天上繼續的職事—一 8～9： 

  

一 在福音書裏，主在地上的職事，由祂自己所完成，乃是將

祂自己作為國度的種子撒在祂的信徒裏面；那時，召會還沒有

建造起來—路八 4～15。 

  

二 在使徒行傳，主在天上的職事，藉著祂的信徒在祂的復活

和升天裏所完成，乃是將祂作為神國的發展擴展出去，為要在

全地建造召會，構成祂的身體，就是祂的豐滿，以彰顯祂，甚

至是神的豐滿，以彰顯神—一 8，八 12，十四 22，十九 8，二

十 25，二八 23，31，太十六 18，弗一 23，? 

  

貳 神的國乃是使徒們在使徒行傳中傳講的主題；（八 12，十

四 22，十九 8，二十 25，二八 23，31；）這是由復活的基督有

四十天之久向使徒們顯現，對他們講說神國的事（一 3）所指

明： 

  

【週 二】 

一 在福音書裏，主耶穌自己來宣揚國度的福音—路四 43： 

  

1 神的國乃是救主作生命的種子，撒到祂的信徒，就是神的選

民裏面，並發展為一個範圍，就是神的國，使神在祂神聖的生

命裏，能在其中掌權—十七 21，可四 3，2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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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神的國在今天是召會的生活，是忠信的信徒在其中生活的，

並要發展為要來的國度，作得勝聖徒在千年國裏所承受的賞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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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十四 17，加五 21，弗五 5，啟二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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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神的國乃是救主當作福音，好信息，所傳揚給與神生命隔絕

之人的—弗四 18。 

6 主在路加十七章二十至二十一節的話，指明神的國不是物質

的，乃是屬靈的；神的國就是救主—在祂第一次的來臨裏，（21

～22，）在祂第二次的來臨裏，（23～30，）在祂得勝信徒的被

提裏，（31～36，）以及在祂毀滅敵基督，（37，）以恢復全

地，使祂得在其上的掌權裏。（啟 

7 神的國就是救主自己；祂從前在法利賽人中間，但如今就在

信徒裏面—路十七 21，林後十三 5，西一 27： 

ａ 救主在那裏，那裏就有神的國；神的國與祂同在，祂將神

的國帶給祂的門徒—路四 43，十七 21。 

ｂ 基督是神國的種子，撒在神所揀選的人裏面，發展為神掌

權的範圍—八 5，10。 

ｃ 祂復活以後，就在祂的信徒裏面；因此，今天神的國就在

召會裏—約十四 20，羅八 10，十四 17。 

  

【週 三】 

二 在行傳一章三節，主耶穌這在復活裏的一位，必定幫助門

徒對神的國有這樣正確的領悟： 

  

1 門徒必定開始看見，神的國就是基督作生命在信徒裏面擴

展，也是基督作生命在信徒裏面繁殖，形成神在祂生命裏管治

的範圍—約三 3，5。 

2 門徒必然已經領會，他們現今是基督繁殖、擴展的一部分，

因此是神國的一部分—徒一 8～9，八 12，二十 25，二八 23，

31。 

  

【週 四】 

參 神的國是基督作生命擴展到祂的信徒裏，形成神在祂生命

裏管治的範圍—彼後一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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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要進這國，就需要為罪悔改，相信福音，使他們的罪得

赦免，並由神重生，得著符合這國神聖性質的神聖生命—可一

15，約三 3，5。 

  

二 所有在基督裏的信徒，在召會時代都能有分於這國，在神

的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裏享受神—羅十四 17。 

  

三 這國在要來的國度時代，要成為基督和神的國，給得勝的

信徒承受並享受，叫他們與基督同王一千年—林前六 9～11，

加五 19～21，弗五 5，啟二十 4，6。 

  

四 神的國是永遠的國，要成為神永遠生命的永遠福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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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17。 

  

【週 五】 

肆 眾召會與神的國是並行的；由復活基督的繁殖所產生的眾

召會，乃是今天在地上神的國—徒十四 22，二十 25： 

  

一 這位在升天裏，憑著那靈，藉著門徒，繁殖祂自己的復活

基督，乃是神國的實際；神的國就是祂的擴展—一 8，八 12： 

  

1 眾召會就是這位來把自己當作神國種子撒播出去之基督的擴

展；這是福音書裏所啟示的—可四 3，26。 

2 在福音書裏，基督乃是國度的種子；在使徒行傳裏有這種子

的繁殖，以產生眾召會，就是神的國—八 1，12，十三 1～4。 

  

二 我們在眾召會裏乃是基督的繁殖，也是基督的擴展，並且

我們正在擴大神的國—啟一 9，11。 

  

【週 六】 

伍 在行傳十四章二十二節，保羅懇求那些恆守信仰的信徒要

領悟，我們進入神的國，必須經歷許多患難，因為全世界都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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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們進入其中；進入神的國就是進入對基督作為國度的完全

享受。 

  

陸 在行傳十九章我們看見，撒但抵擋神在地上開展祂的國；

為著繁殖基督的優勝職事，乃是為著神國的爭戰—9，23～41

節。 

  

柒 保羅在二十八章三十一節宣揚神的國，乃是復活、升天、

包羅萬有之基督的繁殖—23，31 節： 

  

一 這可由『教導主耶穌基督的事』這句話得著證明；主耶穌

基督的事乃是與神的國並行的—23 節。 

  

二 將基督的事教導人，就是開展神的國；所以，神的國實際

上就是復活基督的繁殖—這過程今天繼續藉由信徒得以實行—

3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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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週一 

晨興餧養 

徒一３ 『祂受害之後，用許多確據，將自己活活的顯給使徒

看，四十天之久向他們顯現，講說神國的事。』 

８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

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人。』 

  

行傳一章九節說，『說了這話，他們正看的時候，祂就被取上

升，有一朵雲彩把祂從他們的眼界中接上去了。』路加的福音

結束於主的升天，（路二四 51，）他的行傳開始於主的升天。

路加的福音敘述成為肉體的耶穌在地上的職事；他的行傳記載

復活升天的基督，藉著祂的信徒，在地上執行祂在天上繼續的

職事。在福音書裏，主獨自完成祂在地上的職事，將祂自己作

為神國的種子，僅僅撒在信徒裏面；那時，召會還沒有建造起

來。在使徒行傳，主藉著祂的信徒，在祂的復活和升天裏，完

成祂在天上的職事，將祂作為神國的發展擴展出去，為要在全

地建造召會，（太十六 18，）構成祂的身體，就是祂的豐滿，

（弗一 23，）以彰顯祂；甚至是神的豐滿，（弗三 19，）以彰

顯神。（使徒行傳生命讀經，三九至四○頁。） 

信息選讀 

國度作神在生命上特別的掌權，乃是與召會並行。這在使徒行

傳裏清楚的啟示出來；這卷書經常題到國度與召會，有許多經

文說到國度，（一 3，八 12，十四 22，十九 8，二十 25，二八

23，31，）另有許多經文說到召會。（五 11，八 1，3，九 31，

十一 22，26，十二 1，5，十三 1，十四 23，27，十五 3～4，

22，41，十六 5，十八 22，二十 17，28。）國度是首先題到

的。行傳一章三節告訴我們，主耶穌『受害之後，用許多確

據，將自己活活的顯給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們顯現，講說

神國的事』。這有力的指明，神的國乃是使徒在五旬節後的使命

中，所要傳講的主題。主耶穌升到諸天之上，並將自己這包羅

萬有的靈澆灌出來以建立召會之前，祂教導門徒國度的事。他

們若不認識或領悟國度的事，主耶穌就很難帶他們進入召會。

因此，在行傳一章，就透徹的教導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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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傳以下各章，召會被帶進來。召會首次題起是在五章十一

節，八章一節說到在耶路撒冷的召會。使徒行傳從頭至尾一再

題到召會。然而，召會來臨後，國度仍被傳揚。在八章十二

節，腓利把神國的福音傳給撒瑪利亞人。十四章二十二節說，

『我們進入神的國，必須經歷許多患難。』依照十九章八節，

保羅在會堂裏放膽講說神國的事。再者，二十章二十五節告訴

我們，保羅來往傳揚國度。末了，在二十八章二十三節，保羅

對那些到他住所來的人『講解，鄭重見證神的國』。由此我們可

以看見，使徒行傳開始並結束於神的國。此外，我們又看見，

國度與召會是成對的，因為國度與召會並行。沒有國度，召會

生活就沒有開始，也沒有終結。召會生活與國度有密切的關

係，因為國度是召會的命脈。因此，國度對召會生活是絕對重

要的。（新約總論第八冊，一三至一四頁。） 

參讀：新約總論，第二百四十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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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週二 

晨興餧養 

路十七２０～２１ 『法利賽人問神的國幾時來到，耶穌回答

說，神的國來到，不是觀察得到的；人也不得說，看哪，在這

裏，或說，在那裏；因為看哪，神的國就在你們中間。』 

  

傳神的國為福音，就是將神的國當作福音，佳音來傳揚。…神

的國乃是救主（見路十七 21 註 1）作生命的種子，撒到祂的信

徒，就是神的選民裏面，（可四 3，26，）並發展為一個範圍，

就是神的國，使神在祂神聖的生命裏，能在其中掌權。（聖經恢

復本，路四 43 註 1，註 2。） 

信息選讀 

神國的入門是重生，（約三 5，）其發展是信徒在神聖生命裏的

長大。（彼後一 3～11。）神的國在今天是召會的生活，是忠信

的信徒在其中生活的，（羅十四 17，）並要發展為要來的國

度，作得勝聖徒在千年國裏（啟二十 4，6）所承受的賞賜。

（加五 21，弗五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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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二一 1～4，二二 1

～5，14。）…這樣的國，就是出於神生命的國，乃是救主在路

加四章當作福音，好信息，所傳揚給與神生命隔絕（弗四 18）

之人的。（聖經恢復本，路四 43 註 2。） 

主〔在路加十七章二十至二十一節對法利賽人問神的國幾時來

到〕的回答指明神的國不是物質的，乃是屬靈的；神的國就是

救主—在祂第一次的來臨裏，（21～22，）在祂第二次的來臨

裏，（23～30，）在祂得勝信徒的被提裏，（31～36，）以及在

祂毀滅敵基督，（37，）以恢復全地，使祂得在其上的掌權裏。

（啟十一 15。） 

路加十七章二十二至二十四節證明神的國就是救主自己；當法

利賽人問祂關於國度的來臨時，祂就在他們中間。救主在那

裏，那裏就有神的國。…神的國與祂同在，祂將神的國帶給祂

的門徒。（22。）祂是神國的種子，撒在神所揀選的人裏面，發

展為神掌權的範圍。祂復活以後，就在祂的信徒裏面。（約十四

20，羅八 10。）因此，今天神的國就在召會裏。（十四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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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在路加十七章二十一節對法利賽人說，『看哪，神的國就在你

們中間。』 『你們』指詢問的法利賽人。（20。）救主—神的

國，不是在他們裏面，只是在他們中間。 

法利賽人問主，神的國幾時來到，主回答說，神的國來到，不

是觀察得到的。這就是說，神的國不是看得見的，不是觀察得

到的。神的國乃是看不見的，是肉眼不能看到的。 

主對法利賽人的答覆，有力的指明神的國實際上就是救主自

己。主好像對他們說，『你們看不見神的國，但神的國現今就在

你們中間。雖然神的國現今就在這裏，你們卻沒有屬靈的領悟

來看見。你們需要屬靈的眼睛來看屬靈的事物，來看神的國。

這國實際上是一個奇妙的人物。你們用肉眼能看見這人物身體

的存在，但你們沒有屬靈的視力看見祂屬靈的實際。這人物屬

靈的實際事實上就是神的國。因此，我說神的國現今就在你們

中間。然而你們不能領悟這個屬靈的實際。』（路加福音生命讀

經，三八三至三八四、三八○至三八一頁。） 

參讀：新約總論，第二百四十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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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週三 

晨興餧養 

約三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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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八１２ 『及至他們信了腓利所傳神的國和耶穌基督之名的

福音，連男帶女就受了浸。』 

  

主耶穌四十天之久向祂的門徒顯現。在聖經裏，四十天是試煉

和試驗的時期。（申九 9，18，王上十九 8。）主耶穌被那靈引

到曠野，受魔鬼的試誘，那時祂禁食四十晝四十夜。（太四 1～

2。）以色列人也在曠野被神試驗並教育了四十年。…在行傳一

章，主耶穌四十天之久時隱時現，為要試驗並訓練祂的門徒。

（新約總論第九冊，二五七頁。） 

信息選讀 

在這四十天期間，基督這在復活裏的一位也對門徒講說神國的

事。雖然使徒行傳沒有告訴我們，關於國度主說了甚麼，但我

們可以藉著主其他部分的話，推論祂所說的。在福音書裏，主

耶穌教導門徒許多關於國度的事。主在祂復活以後的四十天期

間，不太可能再對門徒講說關於國度的新事。反之，祂可能重

複祂在福音書裏所教導門徒的。在福音書裏，當主說到國度

時，門徒不能領會主所教導他們的。他們還沒有屬靈的內在眼

光來領會神的國，因為主還不在他們裏面。但在約翰二十章，

他們將復活的基督奇妙的人位，就是賜生命的靈，接受到他們

裏面。結果，在行傳一章，他們就非常不同了，因為基督這賜

生命的靈現今在他們裏面，作他們的生命和人位。因著他們有

賜生命的靈在裏面，所以他們能領會主關於神國的講論。 

在行傳一章三節，主耶穌這在復活裏的一位，必定幫助門徒對

神的國有這樣正確的領悟。門徒必定開始看見，神的國就是基

督作生命在信徒裏面擴展，也是基督作生命在信徒裏面繁殖，

形成神在祂生命裏管治的範圍。門徒必然已經領會，他們現今

是基督繁殖、擴展的一部分，因此是神國的一部分。（新約總論

第九冊，二五七至二五九頁。） 

在馬可四章二十六至二十九節，主耶穌說到國度種子的比喻。

『神的國是這樣，如同人把種子撒在地上，黑夜睡覺，白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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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這種子就發芽漸長，怎麼會這樣，他並不知道。地生五

穀，是出於自然的：先發苗，後長穗，再後穗上結成飽滿的子

粒。』（26～28。）這裏的人就是主耶穌作撒種者。種子是基督

自己作生命的種子撒在我們裏面。這比喻啟示神的國是生命的

事，是神生命的事，這生命發芽、長大、結果、成熟並產生收

成。國度不是人的智慧和能力所產生無生命的組織。國度的實

際是基督作生命的種子撒在我們裏面，並在我們裏面長大，以

至於成熟。 

國度的實際也見於基督的擴展，作為祂的擴大。基督的擴展乃

是祂在我們裏面的長大，並且祂的擴展就是祂的擴大。 

啟示錄一章六節告訴我們，我們成了神的國。基督用祂自己的

血，把我們從我們的罪中釋放了；（5；）又使我們成為國度。

基督的血所救贖的信徒，不僅由神所生，進入神的國，（約三

5，）更為著神的經綸成為國度，就是召會。（太十六 18～

19。）啟示錄的作者約翰，是在這國度裏；（一 9；）所有蒙救

贖得重生的信徒，也都是這國度的一部分。（羅十四 17。） 

我們是神的國，因為我們是基督的擴展，就是祂的擴大。（新約

總論第八冊，九九至一○○頁。） 

參讀：新約總論，第二百五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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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週四 

晨興餧養 

彼後一１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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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樣，你們就必得著豐富充足的供應，以進入我們主和救主耶穌

基督永遠的國。』 

  

神的國乃是神聖生命的國。我們可以用人的國作例證。正如人

類是屬人生命的國，照樣，神的國是神聖生命的國。如果我們

不是人，我們就不能領會屬人生命的國。比方，狗不能領會人

的國，因為狗沒有屬人的生命。但如果狗能得著人的生命，牠

就能領會人的國。照樣，我們是憑著神聖的生命來認識神的

國，因為神的國乃是神聖生命的國。（使徒行傳生命讀經，三二

頁。） 

信息選讀 

因著我們得著了神聖的生命，我們不僅認識神的國是甚麼，我

們也成為這國的一部分。如果狗能從人的生命而生，因而成為

人，這人自然就成為人國的一部分。你難道沒有神聖的生命

麼？是的，你有神聖的生命，並且因著有這生命，你就是神國

的一部分。雖然我們能領會這些事，卻無法向沒有重生的人解

釋。 

門徒詢問行傳一章六節所記載的問題，顯然忘了他們裏面神聖

的生命。他們的觀念是關於復興以色列國的事。這種傳統的觀

念深植在所有猶太人的心思裏。彼得、約翰、雅各和其他門徒

都有以色列國要得復興的觀念。一天過一天，他們盼望以色列

國得復興。然而三節告訴我們，主對他們不是講說以色列國，

乃是講說神的國。 

認識神的國需要屬靈的領悟，屬靈的見識。我們若沒有屬靈的

見識，就不可能認識神的國。那些缺少屬靈領悟的人，也許以

為進神的國就是上天堂。 一般來說，這是墮落人類關於神國的

天然觀念。 

神的國就是神的管治、掌權，連同其一切福分和享受。神的國

乃是神的福音和耶穌基督福音的目標。人要進這國，就需要為

罪悔改，相信福音，（可一 15，）使他們的罪得赦免，並由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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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得著符合這國神聖性質的神聖生命。（約三 3，5。） 

所有在基督裏的信徒，在召會時代都能有分於這國，在神的公

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裏享受神。（羅十四 17。）這國在

要來的國度時代，要成為基督和神的國，給得勝的信徒承受並

享受，（林前六 9～10，加五 21，弗五 5，）叫他們與基督同王

一千年。（啟二十 4，6。）然後，因這國是永遠的國，所以將

是神永遠生命的永遠福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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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4，17。） 

神的國乃是召會的實際，藉著福音，由基督復活的生命所產

生；（林前四 15；）重生是其入門，（約三 5，）而信徒裏面神

聖生命的長大是其發展。（彼後一 3～11。） 

我們已經看見，神國的入門是重生，其發展是信徒在神聖生命

裏的長大。神的國在今天是召會的生活，是忠信的信徒在其中

生活的，（羅十四 17，）並要發展為要來的國度，作得勝聖徒

在千年國裏所要承受的賞賜。（加五 21，弗五 5。）（使徒行傳

生命讀經，三三、三五、三○至三二頁。） 

參讀：使徒行傳生命讀經，第四至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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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週五 

晨興餧養 

徒十四２２ 『堅固門徒的魂，勸勉他們恆守信仰，又說，我

們進入神的國，必須經歷許多患難。』 

啟一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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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神的話和耶穌的見證，曾在

那名叫拔摩的海島上。』 

  

由基督的繁殖所產生的眾召會就是神的國。神的國乃是由基督

的繁殖所產生的生命範圍。事實上，國度就是這復活、繁殖者

的擴大。這位在升天裏，憑著那靈，藉著門徒，繁殖祂自己的

復活基督，乃是神國的實際；神的國就是祂的擴展。（使徒行傳

生命讀經，一七頁。） 

信息選讀 

我們可以用人的國為例，說明神的國是基督的擴展。起初，只

有一個人，就是亞當。然後，亞當開始擴展、擴增。人的國先

是一對夫婦，然後這對夫婦生了孩子。這樣，人的國就從一個

人擴展到一個家。如今全人類都是人國的一部分。人的國就是

人類，就是亞當這人的擴展。 

神的國就是神的擴展，而這位神的具體化身就是基督。這基督

的擴展就是眾召會。眾召會就是這位來把自己當作神國種子撒

播出去之基督的擴展。…在福音書裏，基督乃是國度的種子。

在使徒行傳裏有這種子的繁殖，以產生眾召會，就是神的國。 

也許你說，使徒行傳有二十八章。這當然是對的。然而，我們

也可以說，使徒行傳還在繼續寫，因為復活基督的繁殖還在進

行。…甚至今天，也許就寫下了某一章的某一段。這個寫就是

復活基督的繁殖，這繁殖就是基督的擴展，成為神的國。我們

在眾召會裏乃是基督的繁殖，也是基督的擴展，並且我們正在

擴大神的國。 

使徒行傳的主題〔乃是〕復活的基督在升天裏，憑著那靈，藉

著門徒，為著產生眾召會—神的國—的繁殖。…國就是眾召

會，眾召會就是基督的繁殖。 

我們對使徒行傳的主題印象越深，就越會說，『主，我們敬拜你

這位復活升天者。為著你的繁殖，我們讚美你。主，我們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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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們乃是你今天的繁殖。感謝你，我們與你一同在諸天之

上，眾召會就是神的國。』讓我們向全宇宙宣告：主耶穌現今

是在諸天之上，祂這位被高舉者，現今正藉著我們作祂的見證

人，在地上繁殖祂自己。（使徒行傳生命讀經，一七至一九

頁。） 

在行傳十四章二十二節，保羅和巴拿巴就告訴門徒：『我們進入

神的國，必須經歷許多患難。』…今天我們在受苦時，就是在

國度裏，在此我們受到操練、訓練、豫備，使我們有資格在基

督的國裏掌權，與祂一同作王。 

進入神的國，就是進入對基督這國度的完滿享受裏。…然而，

全世界都反對神的子民進入對基督這國度的完滿享受裏。歷世

紀以來，宗教尤其被神的仇敵利用，使神的子民不能進入對包

羅萬有之基督這神的國完滿的享受。為這緣故，我們要藉著經

歷許多患難，以進入神的國。（新約總論第六冊，一八六至一八

七頁。） 

參讀：使徒行傳生命讀經，第四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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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週六 

晨興餧養 

徒二八２３ 『…有更多的人到他〔保羅〕的住所來，保羅從

早到晚對他們講解，鄭重見證神的國，引摩西的律法和眾申言

者的書，以耶穌的事勸服他們。』 

３１    『全然放膽宣揚神的國，並教導主耶穌基督的

事，毫無阻礙。』 

  

保羅在以弗所的傳講很佔優勢，使人談論起那城的偶像來。作

這行手藝的人擔心他們同業這一行的榮譽會遭到損傷。（徒十九

27。） 

〔有一個銀匠說，〕『這保羅…引誘迷惑許多群眾，說，人手所

作的不是神…。』〔26。〕製造這些銀龕是一種污穢、鬼魔的行

業，與鬼合作，為著撒但邪惡的國（太十二 26）霸佔篡竊人。

在拜偶像的背後，有鬼魔煽動暴亂，抵擋使徒，攪擾並阻撓福

音的傳講。這是撒但抵擋神在地上開展祂的國。（使徒行傳生命

讀經，五一八頁。） 

信息選讀 

在行傳十九章二十三至四十一節，我們看見一個重要的原則。

這原則就是：我們若在一個地方停留較久，就該有優勝的職

事，能以激動別人。…〔保羅〕到那裏以前，那城的人是平靜

的，敬拜亞底米偶像。但保羅在以弗所至終引起大擾亂。…他

乃是在盡優勝的職事，那職事激動了全城，影響了社會。這指

明我們若是停留在某地，我們的職事該是優勝的，以致正當的

激起那地的情形。 

我們若跟從〔保羅的〕榜樣，就要藉著優勝的福音傳揚引起擾

亂。…如果你的工作真是優勝，至終這優勝會摸著黑暗權勢的

心臟。在以弗所，黑暗權勢的心臟是亞底米女神的廟。越多以

弗所人成為在主裏的信徒，這廟的影響力就越小。表面看來，

這次擾亂是一些作手藝的人引起的。實際上，這乃是幕後的鬼

魔激起的。 

我們的職事乃是要繁殖復活的基督為神的國。但今天每一個城

市都是魔鬼的國。因此，為著繁殖基督的優勝職事，乃是為著

神國的爭戰。全地都是黑暗的國。我們作工時，若是非常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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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溫和，想討好每一個人，那麼不論我們在一個地方停留多

久，都不會激起反對。倘若我們的職事真是優勝的，我們一定

會遭受反對。 

我們都需要看見，神與撒但之間正進行著爭戰。所以，我們需

要確定，凡我們所作的都絕對在神的國這一邊，沒有一事與黑

暗的國有關。 

二十八章三十一節說，保羅在羅馬自己所租的房子裏居住的兩

年中，『全然放膽宣揚神的國，並教導主耶穌基督的事，毫無阻

礙。』神的國是使徒行傳著重點之一。路加寫的這本使徒行

傳，開始於神的國，（一 3，）也結束於神的國。 

保羅宣揚神的國，這乃是復活基督的繁殖。我們怎樣得知？國

度的宣揚是復活基督的繁殖，這個事實由二十八章三十一節

『教導主耶穌基督的事』這句話得著證明。這指明神的國和主

耶穌基督的事是並行的。將基督的事教導人，就是開展神的

國。所以，神的國實際上就是復活基督的繁殖。（使徒行傳生命

讀經，五一九至五二一、七一四至七一五頁。） 

參讀：使徒行傳生命讀經，第五十二、七十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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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詩歌 

神將得著國度 補 919 

（英 1299） 

降 B 大調 4/4 

１ 

創造之神有一目的， 

使人活著有意義； 

按祂形像我們被造， 

將祂權柄顯於地。 

人雖落入撒但詭計， 

使神目標受蒙蔽； 

但神終將得祂國度， 

子必完成父心意。 

２ 

耶穌基督要得國度， 

撒但詭計必無路； 

生命種子長出實際， 

不顧一切的攔阻。 

並非宗教人士所說， 

死後纔能進國度； 

基督正在建造國度， 

我們見證且目睹。 

３ 

神子耶穌，我們救主， 

是神親來成肉體； 

今成那靈進入人裏， 

作為賜生命之氣。 

祂是小小生命子粒， 

生根在人的靈裏； 

從裏到外，不住擴展， 

直到生命全漫溢。 

４ 

弟兄，時間已經短促， 

主正切慕得新婦； 



 150 

藉著生命長大成熟， 

我們催促祂腳步。 

不再掙扎，不再奮鬥， 

只要靈中轉向主； 

凡事長入元首基督， 

生命種子成國度。 

５ 

惟憑生命正常生長， 

基督得著祂國度； 

變化並非瞬間即成， 

逐日增長是正途。 

哦，讓我們發展、 

取用生命種子的豐富； 

寶貴種子長成國度， 

神旨成功不遲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