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的国度 
 
 
概观陈述 

神的国度就是任何一个由基督作王掌权，使祂的旨意成就的地方。祂的国是神对人类一切

需要的完全的答案，就是福音。神国度以及它的子民的特质为个人的更新提供了一个构

架，使得个人的更新能够向外扩张从而带来社区和民族的更新。 
 
基本概念 

1.   神的国度是任何神的旨意成就的地方，那里由基督作王掌权。 
2.   神国度的特质就是按照神所意愿的方式它符合现实。世上的观点只是现实的一个

假象。与追逐权力和金钱的世界相反，神的国度中对于“伟大”的定义是谦卑的顺服

和牺牲的服事。 
3.   救恩是神国度的入场券。在这个国度中，所有的人都是受欢迎的，没有谁是低人

一等的。 
4.   在神的国度中，在神面前所做的一切都是神圣的。 
5.   神的国度既是存在于现在也是尚未完成的。 

 
预期效果： 

1.   目前： 
a.   领会并用自己的话来表达课程的主要内容。 
b.   在下周中，与你的一位朋友分享你在神的国度课程中所学到的一个方面的内

容。 
2.   将来： 

a.   找到特定的机会可以在一个人的每天生活中现彰显神国的好消息。 
b.   作为一个领袖，努力帮助别人明白神国度的重要性和特质，以及他们作为神

的使者执行神的旨意并代表祂的目标的身份，直到基督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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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国度 
学员纲要 

 
I.           简介 
 
 
 
 
 
 
II.          福音和神的国度 
 

      A.          什么是福音？ 
 
                          1.           福音意味着什么？ 
 
 
 
 
 

2.          根据耶稣描述 
 

a.    马太福音 4:23-24 
 
 

                                       b.    马太福音 24:14 
 
 
                                       c.    马太福音 6:33-34 
 
 
 

  B.          我们将我们的生命献给什么？ 
 
 
 
 

C.          加拉太书 3:8 节 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III         神国度的简单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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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神国度的特质 
 

A. 它在君王基督身上显露出来 歌罗西书 1:19 
 
 
 
 
 
 
 
 
 
B. 它是全面的   歌罗西书 1:20；罗马书 8:18-23 
 
 
 
 
 
 
 
 
 
C.  它把普通的事变成圣洁 哥林多前书 10:31；撒迦利亚书 14:20-21 
 
 
 
 
 
 
 
 
 
D.  它向所有的人开放  约翰福音 3:16；加拉太书 3:28；以弗所书 2:14-16 
 
 
 
 
 
 
 
 
 
E. 它现在就有同时尚未完成 马太福音 6:10，路加福音 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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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它是由内向外的  约翰福音 3:3，罗马书 12:2，马太福音 5:13-16 
 
 
 
 
 
 
 
 
 
G. 它不畏惧死亡  西 2:1;  约 10:17-18;  启 1:5, 18;  来 2:14-15;  林前 15:54-58 
 
 
 
 
 
 
 
 
 
H. 它是不可震动的 来 11:10, 11:13-16, 12: 28-29 
 
 
 
 
 
 
 
 
 
I. 它是在进攻中的 马太福音 11:12, 16:18 
 
 
 
 
 
 
 
 
 

 
V.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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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国度 
课程叙述 

 
重获圣经中关于神国度的观念 
 
今天的教会是否仍然能为这个罪恶弥漫，令人失望的世界带来异象？除了讲这个世界 终会完全

败坏，我们的信仰是否无话可说？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是否仅仅安慰我们说，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

中的苦难只有在我们到达天堂的时候才有意义？ 
 
那么耶稣是为了什么异象而来的呢？耶稣用这些话来描述祂的使命：“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

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路加福音 12:49）耶稣被一个祂自己比作是烈火的异象所

驱动。就是这个异象，目标是把世界和其中一切所有的完全转变。祂来到世上要点燃的是怎样的

火？在祂里面燃烧的火是什么？这个异象，这个火，就是神的国度。 
 
这个课程的目的是为了探究圣经中关于神国度异象的荣耀以及在我们这一代的教会中点燃了当初

燃烧在耶稣里面的同一个异象。圣经中关于神国度的异象是世界过去看到的 伟大的异象！这是

耶稣为之生活，服事，受苦并舍命的异象，是耶稣托付给祂的门徒和教会的异象，是完成历史的

异象：完成神自己对于全部受造之物所怀的心意，是为信徒个人提供高于他自己的呼召和旨意的

异象。这异象解释并承认了这些现实：世上的死亡，邪恶，不公义以及败坏。然而，它同样也强

调一位慈爱全能神的现实，祂要进入并且改变历史：逐一地，从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教会，

到一个民族。 
 
大多数基督徒都知道神的国度是很美妙的。但若有人问你：“什么是神的国度？”你将如何作答？ 
 
神的国度就是神的旨意得以成就的范围 
 
所有的王国总的来说都有四个普遍要素或者组成部分：(1) 一位实行统治的君王；(2) 人民，或者

王所统治的臣民；(3) 法律，条例和一个执行这些法律和条例的政权；(4) 君王实行统治的领域或

地域。 
 
神的国度也没有差别。神是统治者，基督是祂设立的君王。天使以及那些顺服神的王权的人就是

人民。神国度的法律和条例传达了神的旨意，构成了实行神国度治理的政权基础。神国度的领域

或者地域就是每一个顺服神旨意的被造物。祂的旨意、祂的律法都能够在全地上的所有层面在现

在被遵行，正如在天上被遵行那样。这是祂的渴望，因为祂爱我们，并且总是想要将 好的赐给

我们的生命。想象一下，倘若神的旨意能够真正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会怎样呢？ 
 
倘若你个人愿意在所有领域完全遵行神对你所有的心意—个人圣洁，正直，善待自己的身体，与

他人的关系，你将发生什么事情？倘若你家庭中的所有成员都在他们与他人的关系上完全顺服神

的心意，你的家庭将发生什么事情？倘若你教会以及社区中其他教会的领袖和信徒们都切实地彼

此相爱，相互服事，关顾无助者，并合一地生活，这些教会会变得怎样？倘若你的社区领袖们一

同以诚实和正直为着共同的利益而努力，你所在的社区会变得如何？若在你生意社区再也没有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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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不诚实或是腐败时，情况会变得怎样？倘若学校的老师真正努力地帮助孩子们学习，会发生

什么？倘若孩子们尊重父母和长辈并且向请教他们，会发生什么？倘若你的国家没有败坏，有真

正的公义时，会发生什么？以上的这些都是耶稣要我们祷告的。祂要我们祷告神的旨意成就在地

上，如同它成就在天上。 
 

让我们把这个问题个人化。你我遵行神旨意到什么的程度，祂的国就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到什么程

度。神的旨意行在你我的家庭和教会中到什么的程度，祂的国就进入到我们的家庭和教会到什么

程度。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社区和各民族到什么的程度，祂的国度也就进入到那里，以至我们的社

区和万民可以得到医治。 
 

天父，愿祢的国降临。愿祢的旨意成就。 
 
圣经中所提到的关于神国度的重要性 
 

“神的国”和“天国”这两个词组在福音书中出现了超过一百次。由耶稣自己亲口提到的次数则超过

了九十次。相比之下，“教会”这个词语在福音书中仅出现两次。耶稣在我们中间服事的时候，神

的国度是耶稣的中心热诚。事实上，神的国度在君王基督的人格上完美地彰显了。如果要看到神

国度的写照，看耶稣以及祂是如何生活的，祂是如何对待穷人、孩子、罪人、女人以及祂的门徒

的。耶稣向我们展现了完全顺服神旨意的生活样式。 
 

神的国度对于使徒保罗，新约中主要的植堂者而言，同样意义重大。我们可以无疑地认为保罗对

于神国度的异象和热诚在那些他为基督所赢得的人身上和他所建立的教会以及显得十分明显。因

此，它对于初期教会很重要，并且它对于我们今天的教会也必然显得同样重要。 
 

任何年纪、性别、国籍和持不同信条的人们都在寻找一个他们可以委身的理由和异象。这世上再

也没有比圣经中关于神国度的异象更值得我们委身的异象了。耶稣与保罗都为此而活，以此来教

导，也为此而献出他们的生命, 为了要见到神荣耀的旨意成就在地如同在天。我们要少做一些吗？ 
 
神的国度是全面的 
 

神的国度是全备的。神救赎性工作的范畴涵盖了一切受造物，其中包括所有的人以及所有的人际

关系。今天，教会中的有些人会说：“我们只需要为天国拯救灵魂。”另外的人也许会说我们一点

都不必拯救灵魂，相反，我们必须关注贫穷、饥饿以及社会不公正。圣经上就神国度的范围而言

是怎么说的呢？ 它说到国度是全面的。这样，万有都等待得赎；一切被造物都等待得赎。 
 

既然借着祂在十字架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祂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

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歌罗西书 1:19-20) 
 

在神国度的范畴之外的什么也没有。它代表一个完全的，全球性的转化。它是关乎整个宇宙的异

象，要洗净一切的罪恶并且满有神的荣耀。这是神的国度推进的末了。 
 

神的国度圣化平凡的事 
因为神的国度是全面的，它涵盖了所有。它甚至圣化和提升了生活中的平凡的事情。它会带来对

生命所有方面的意义、呼召、以及尊严的含义，即使那些事情世界看起来低级的或者平常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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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保罗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哥林多前书 10:31）甚至

是像吃喝这类普通平凡的事情都应当行在神国度的光中，也要为着神的荣耀而行。 
 

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

前的碗一样。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都必来

取这锅，煮肉在其中。当那日，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迦利亚

书 14:20-21) 
  

甚至是那些平常到每天都要使用的锅和马上的铃铛上都必有“归耶和华为圣”这句话。神的国度是

全面的，就算是在被这世上看为很小且微不足道的事情都会有全新的意义。这对于那些将“属世

的”和“圣洁的”明显区分开来的人来说是个极端的定义。“圣洁的”包括灵修时间，圣经研习，教会

出勤，和“全职”服事，比如牧会或宣教。其余的一切，看起来更低级或者世俗的，划在“属世的”
范围。但是神的国度涵盖了一切，并无“圣洁的”和“属世”的范畴。甚至是平凡的事物都应当“归耶

和华为圣”。 
 

当我们看到神国度的全备时，我们的生命就呈现出新鲜感和生机。甚至是生活中那些简单卑贱的

工作都拥有了新的目标和意义。我们生命的全部，每时每刻，每个任务，都是活“在神面前”，即 
coram Deo。 
 

在欧洲宗教改革期间，coram Deo 这个简单的拉丁词组被广泛地使用，以提醒信徒群体神的国度

是全面的。这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适合。Coram Deo 的意思就是“在神面前”，“在神权柄下” 和“归
荣耀给神”。改教期间的基督徒们明白，神的国度是全面的，它将生活中即使平凡的东西都圣化

了，同时他们也明白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为了赎回“万有”。 
 

神的国度向所有的人敞开 
 

在约翰福音 3:16 节，我们看到一个著名的进入神国度的邀请：“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

给他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这里，注意“一切”这个词。一切想要来的人可

以：富有的、贫穷的、高阶层的、低阶层的、所有人种，和所有国籍的。神的国度一个重要特征

就是它向所有人敞开。 
 

为何那些穷人和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们会聚集到到耶稣周围？为何在灵里破碎的人会来到祂面前？

从祂眼里，他们可以听到或者看到：神的国度向他们敞开。 
 

在孟加拉国靠近达卡(Dhaka) 的郊外，有一个“不能触摸的贱民社区”：这是从低种姓阶层的人们的

社区。这些人是从前的英国殖民者从印度带来孟加拉国的，为要使他们在此修建公路和铁路。这

些人扫大街，洗厕所，以及作垃圾收集工的工作。社区中有一所学校，但只有一个年级，就是小

学一年级。在那所学校中，有六岁的孩子和十多岁的青少年。一个基督教救济发展机构为学校提

供老师。当参观者来到学校时，老师告诉他们：“单单地摸摸孩子们，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不

能碰的。”一个社会怎么能宣称某一群人是不能碰的呢？什么样极端的制度做出这样的事情呢？相

反，在神的国度中，没有人是“不能碰的”：神的国度向所有人敞开。 
 

使徒保罗写道：“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耶稣基督里

都成为一了。”（加拉太书 3:28）在神的国度里，既没有为奴的也没有自主的。当保罗差遣逃跑的

奴隶阿尼西母回到他的主人腓立门那里，腓立门迎接他像是兄弟。（腓立门书 1:16）在初代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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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奴隶和奴隶主相聚敬拜时，他们像兄弟那样彼此问候。福音并没有抨击奴隶制度，但它削弱

了这个制度的基础。“在神的国度中不分为奴的，自主的，低阶层的，高阶层的，我们都是基督里

的弟兄”，在拥有这样世界观的社会中，奴隶制不可能长久存在。 
 
神的国度从内而外地扩展 
 
世界上的国度都是通过战争，伤亡和殖民主义扩张的。一个观察者很恰如其分地评论说，与这世

上的国不同，神的国度并不是通过武力入侵一个国家并将一个敬虔的文化强加于它。相反，民族

的转化是从个人内在属灵复兴开始的。尼哥底母询问时，耶稣在祂的讨论中说得非常清楚：“我实

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约翰福音 3:3）”在个人重生以后，转化才能

向外起作用，从家庭和教会的体制，进入社区的结构和体制，到各民族， 终这个世界。如果我

们将一种文化用一系列的同心圆的图画形表现， 里面的圆就是个人的心思意念。围绕的同心圆

依次代表家庭，教会，社区和民族。 
 
宇宙中只有唯一的一股力量强到能够摧毁人心的墙垣并改变人的心。那股力量就是神自己，通过

圣灵的大能和祂满有全能，活泼的话语的工作。倘若我们想要推进神的国度，那么我们必须先从

人们心的层面开始。我们必须要同时致力于宣告福音和彰显福音。和使徒保罗一样，我们也必须

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罗马书 1:16）我们想要通过转变万民，或者创立一个公正又满有怜悯的社会，或是与饥饿和贫

穷带来的破坏进行斗争来实现神国度的扩张，若没有从对付失丧的人心开始，我们的努力就注定

要失败。推进神国度的出发点总是从人心开始。 
 
在个人的心经过圣灵的大能被复兴后，就是人们 “重生”后，人们需要学习神的道路。尽管神国度

的推进是从人的心思意念中 先开始的，但它绝不仅止于此！今天教会中的许多对于布道，宣

教，建立教会很热衷的人忘记了这一重要真理。神的国度的不只是为天堂拯救灵魂和建立教会。

神的国度是全面的。它意味着要影响生活和社会的所有方面。神的国度超出个人救恩，它扩展到

各民族全面完整的转变。 终这是耶稣在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马太福音 28:19）的时候所命令

的。 
 
神的国度不畏惧死亡 
 
在神的国度里，死亡被描绘成一个被打败的敌人。因此，国度中的儿女们不再活在对死的畏惧

中。全能的君王亲自对那些在神国度中的人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

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启示录 1:17-
18） 
 
耶稣拥有对所有的一切的权柄，其中也包括死亡本身。耶稣甚至对祂自己的死拥有权柄。（约翰

福音 10:17-18）耶稣不仅借着祂的复活胜过了死亡本身，并且祂也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人们总

是与对死亡的恐惧搏斗，基督徒也不例外。对未知的忧虑，与所爱的人分开的惧怕，这些显明了

死亡。我们读到甚至是耶稣也曾在客西马尼园为将要死亡而挣扎。（马太福音 26:38-39）然而，

正是在十字架上，祂打败了撒旦以及撒旦针对我们生命的主要武器，即对死的惧怕。耶稣战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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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所以我们可以经历在祂国度中永恒的生命。祂为什么要战胜对死的恐惧呢？希伯来书的作

者给出了答案：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祂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

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希伯来书 2:14-15) 
 
在以上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耶稣战胜了对死亡的惧怕，因为这惧怕把我们置于捆绑之中。对死

亡的惧怕奴役了我们，但祂的死把我们从这惧怕中释放了。我们可能会认为耶稣替我们死是为了

从痛苦中释放我们，但事实不是这样。相反，因我们从对死的恐惧中被释放了，我们有自由吃

苦，有自由不计个人代价将我们整个的生命为了祂的国度交出来，即使这个代价是我们的生命。

殉道者们的血为此作了见证（希伯来书 11:32-40） 
“死被得胜吞灭。” 
“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

胜。”（哥林多前书 15:54-56） 
 
神的国度是不可震动的 
 
在扩展国度的时候，神很少在短时间内工作，而是在跨越数代的范围内。祂国度在地上的展现是

一个若干代的使命。希伯来书 11 章所说到的信心伟人，当他们死的时候也仍然靠信心活着。他们

是如此坚定不移，不可震动。我们是否也愿意这样生活呢？希伯来书 11:16 说：“所以神被称为他

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当我们持守我们前面的神国度的应许时，当我们不动摇时，当我们即使在

面对死亡时仍然相信祂的时候，神给这样的称赞。在同样的主题上，希伯来书的作者继续说： 
 
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

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希伯来书 12:28-29） 
 
今天，神正在全地上建立祂的国度。与此同时，撒旦也在不顾一切地要建立一个假冒的国度。这

个假冒的国度使人迷恋世界。对属世的眼光来说，撒旦的国度看起来印象深刻，有诱惑力和吸引

力。 
 
另一方面，世界通常很少理会神国度的扩张。无名的、平凡的人们以默默无闻的方式来推动神的

国度。是怎样的呢？当基督徒们探望囚犯，喂饱饥饿的人，给赤身裸体的人衣服，开放家庭接待

陌生人，关心寡妇，照料那些患有艾滋病的孤儿时，神的国度就通过这些基督徒得以推进。当基

督徒们每天生活在坚定忠心的顺服中时，即使是生活中微小看起来不重要的事情上，神的国度通

过这些基督徒得以推进。有一天，正如希伯来书的作者所指示我们，世上会有一次巨大的震动。

撒旦在他假冒的国度中所建立的一切都要倒塌。有什么依旧会站立住呢？不可震动的神的国度！

当那日，世界将观看并且惊叹，神一直在我们当中建立的祂的国度。假冒的国度将会变为一堆碎

石瓦砾，而不可震动的国将在所有的荣光中显现。 
 
倘若你正在某个安静的地方作工，你看到撒旦的国度正在你的周围蔓延，不要觉得沮丧。当震动

来临之时，这个震动会来的，那时神国度中的工作将要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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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国度在努力进展 
 
尽管撒旦也许在扩展他的假冒国度，他却是一个已经被打败的敌人。耶稣在哪里胜了撒旦？在十

字架上。教会中的许多人认为十字架是失败的地方，得胜是三天后复活的时候带来的。但是我们

在歌罗西书 2:15 很清楚地看到, 是在十字架上赢得胜利。撒旦 大的武器是对死亡的惧怕。耶稣

挑战了这个武器。在十字架上，耶稣看着撒旦。这是一场战斗。耶稣向父呼求。但 终，祂得胜

了。 
 
在经历了受难与复活之后，耶稣向祂的门徒显现并宣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马太福

音 28:18)。赢得胜利后的基督是万王之王，从现在直到永远。以赛亚书中的预言在现在和将来都

要被实现：“祂的政权与平安必增加无穷”(以赛亚书 9:7)。基督的国度将继续向前推进。在马太福

音 11:12 节中，耶稣告诉听到传道的众人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的，努力

的人就得着了。”它不仅在进展，耶稣还告诉它在努力进展。 
 
在为了推进神的国度而建立教会之时，耶稣对使徒彼得说了以下的话：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阴间的权柄/城门不能胜

过他。（马太福音 16:18） 
撒旦的国度不能胜过教会。尽管如此，今天教会中的许多人以一种防御的姿态来抵挡撒旦的国

度。他们认为教会是软弱无力的，教会在撒旦的攻击前颤抖。然而，耶稣宣称：“我要建立我的教

会，阴间的门不能胜它。”这是一幅力量的画面。在圣经中所记载的年代里，墙垣和城门保护着村

庄和城市，保卫城市抵挡外部敌人的进攻。在耶稣对彼得说的话中，我们看到画面是靠城门保护

的阴间：抵挡神国度的攻击。谁是防守方？是撒旦！谁是进攻的一方？是教会！教会如今正向撒

旦假冒的国度发出挑战。阴间的城门无法承受君王的进攻！基督的死就是对于撒旦发起的攻击。

在十字架上耶稣击败了撒旦。 
 
伟大的爱尔兰宣教士贾艾梅 (Amy Carmichael, 1867-1951) 通过她在印度以及日本的工作努力地推

进神的国度。她留意到她的主是得胜的，这个认知激励她。在你推动祂的国度在你周围的世界扩

展的时候，用她的话鼓励你吧： 
 
“在十字架上，一切高尚的东西都被抛下，在那里，世上执政的、掌权的都被掳掠。祂将这黑暗的

权势显明出来，并向其夸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已经被征服的敌人，而不是一个征服我们的敌

人。我们跟随一位不能被征服的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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