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恢復耶穌基督見證的路(二)

——國度——

江守道

經文

啟示錄第一章第九節：「我約翰就是你們的弟兄，和你們在耶穌的患

難、國度、忍耐裡一同有分，為神的道，並為給耶穌作的見證，曾在那名叫

拔摩的海島上。」

禱告

「親愛的主，當我們一同聚集在祢面前，我們心中的呼喊乃是：主啊

願祢快來，我們感謝祢，因為祢應許我們說：祢必快來。主啊，我們在這

裡等候祢自己，請祢預備我們好使我們能迎見祢的面，在我們臉上不至於

有羞愧，我們能夠叫祢的心喜悅。我們知道因著祢的恩典我們一路跟隨祢。

主啊，為著祢自己的緣故來預備我們！主啊，即便在這末了的時刻，主啊，

求祢預備我們，引導我們，好使我們跟隨祢，無論祢往哪裡去，我們都跟

隨祢。我們將這一段時間交在祢愛的手中。主啊，請說，祢的僕人們敬聽，

願祢作成祢在我們身上開始的工作，好叫祢得著榮耀。我們奉祢寶貴的名

禱告，阿們！」

信息回顧

我們感謝主聚集我們在一起，我們為著一個目的聚集在這裡，我們

盼望能夠學習恢復耶穌基督見證的路，我們知道這乃是神的旨意，就是讓

耶穌基督的見證叫全世界都知道，祂把這一件事託付給祂自己的教會。我

們非常遺憾的說，在整個教會的歷史中我們看見一再又一再的，教會在這

個使命上面失敗了。但是感謝神，人可以失敗，神卻從不失敗，祂總是在

作恢復祂自己見證的工作。我們現在在末期的最末了的時刻，我們相信這

是神的旨意，就是祂的見證要完全的被恢復要實現的這件事。這就是我們

為什麼在這裡的緣故，我們要一同來學習恢復耶穌基督見證的路。

我們記得主耶穌第一次來到地上的時候，有少數的弟兄姊妹，他們

在等候並且為著主的降臨預備道路，雖然從外面說來，好像整個以色列國

他們是在等候彌賽亞的來臨，但是實際上只有很少數的人他們真正在預備

為著彌賽亞的來臨。我們相信主耶穌第二次來，也是同樣的光景。神在尋找

一些人，他們是在預備，並且預備好了來迎接祂的再來。誰是那一班人呢？

他們乃是一班有耶穌基督見證的人。所以我們在啟示錄第一章第九節中看

見使徒約翰，他說：「我約翰就是你們的弟兄，和你們在耶穌的患難、國度

忍耐裡一同有分，為神的道，並為給耶穌作的見證，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

島上。」

使徒約翰所以被放逐在那個島上面的原因乃是因為神的道和耶穌的

見證的緣故。為什麼他有耶穌的見證呢？因為在基督耶穌裡他受了患難、國

度還有忍耐，並與眾弟兄一同有分。所以我們相信這三件事情，就是患難、

國度和忍耐是恢復耶穌見證的路。當我們來看患難的時候，似乎好像是很

1



消極的，但是神卻能用好像消極的方式來成全積極的目的。如果我們能從

神的眼光來看患難的話，然後我們就真正要從它得著益處，我們會看見患

難真能使我們恢復到耶穌的見證，我們在星期四早上交通到這一點。

國度乃是恢復耶穌基督見證的道路

今天早晨我們要進入第二個點，國度乃是恢復耶穌基督見證的道路。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對於國度我們認識有多少，但是若是我們考查神的話

語，我們發現神的國和天國乃是神話語中的主題。我們記得在歌羅西書第

一章第十三節中說：「祂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到祂愛子的

國裡。」從前我們乃是在黑暗的國度裡，我們乃是在神仇敵的權勢底下，可

能我們並沒有意識到它，但是那卻是事實。但是感謝神，祂救我們脫離了

黑暗的權勢，而且祂把我們遷到祂愛子的國裡。許多時候我們認為得救就

是我們的罪得著了赦免，有一天我們就可以上天堂，我們卻不知道在我們

得救的那一刻，神作了比那多了許多的事情，不僅我們的罪得著了赦免，

不僅祂賜給我們永生，並且有一件更大的事情發生在我們身上，祂救我們

脫離了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到祂愛子的國裡。

我們可以用以色列百姓他們的歷史來作一個例子，我們看見在埃及

他們是為奴的，終日作苦工，甚至不容許他們民族存活下去，所有生下來

的男孩都要被丟在尼羅河裡。他們沒有盼望，他們在法老鐵杖的管轄下，

苦不堪言。他們向神呼求，神就拯救他們。我們知道不僅因著羔羊被殺，所

以他們從審判中蒙了拯救，並且神把他們從埃及拯救出來，把他們遷到祂

自己的國度裡，祂把他們帶到祂自己的面前。所以那是何等樣的一個拯救。

當我們來到新約的時候，我們看見在以色列百姓肉身上面所發生的事情，

現在也發生在我們靈裡面。即便就著我們肉身而言，我們仍然活在世上，

這個世界一點都沒改變，並且我們看見世界越來越糟，它仍然在這黑暗的

權勢之下，人們只有在黑暗中在那裡歎息，他們也不知道自己去哪裡，那

乃是永遠的死亡，沒有盼望也沒有神。這就是我們從前的光景。

但是感謝神，祂把我們從黑暗的權勢底下拯救出來，我們再不在神

的仇敵撒但的權下，我們現在屬於另一個國度，不是這個世上的國度，乃

是神兒子的國度，乃是神的國度，乃是天的國度。這就是今天我們所在的

地方。親愛的弟兄姊妹，首先我們需要明白當我們得救的時候，是有一個

極大的遷移，我們不再屬於世界，就好像主在約翰福音十七章裡面說的：

“他們不屬這個世界”，就好像主自己不屬這個世界一樣。即便我們仍然

在這世界中，但是我們卻不屬於它了，我們屬於那天國，我們的公民權乃

是在天上，我們是在另外一個權柄的底下，我們在神的愛子的權柄底下。

換言之，我們每一個蒙恩得救的人，我們現在都已經在天國裡了，這是我

們的地位，這是神向著我們所完成的工作。

國度的信息說明福音的完整

我們記得當我們主開始祂公開的職事的時候，不僅祂的先鋒施浸約

翰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 ，主耶穌也宣講同樣的信息，祂說，

你們應當悔改，因為天國已經近了。我們知道以色列百姓應該是神的百姓，

他們是非常虔誠的，在那個時候他們有聖殿，他們有摩西的五經，他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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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先知們的講論，他們有祭司，他們有一切的禮儀。外表上看起來他們相

當的虔誠，然而神對他們的信息乃是要他們悔改，因為神沈默了將近四百

多年，現在忽然之間神開始說話。神向祂自己的百姓所說的話乃是：“你

們應當悔改”，不要認為你們在對的方向上，事實上你們每一件事都錯了，

你們必須回轉。為什麼緣故呢？因為天國已經近了。

當我們主耶穌開始傳講的時候，祂說了同樣的事，祂說你們該悔改，

因為天國已經近了。我們的主耶穌祂乃是天國的君王，祂從天上降下來，

祂要在地上建立祂自己的國度。但是在那個時刻祂還沒有自己的百姓，如

果只有一個王，卻沒有百姓，那就不成為一個國度。所以就在那個時刻，

即便我們的主耶穌祂來了，祂也要宣講說你們應當悔改，因為天國已經近

了。君王已經來了，祂生下來就是為著作王，但是祂卻沒有百姓，所以還

沒有國度。因而祂說，你們當悔改，若是你們悔改，若是你們肯回轉，並

且相信祂，把自己擺在祂的王權之下，那麼祂就有了祂的國度，那麼天國

就降臨在這個地上。故而我們主開始祂公開職事的時候，這個就是祂的信

息。

感謝神，有一班人他們真正的悔改了，他們真正回轉了，他們相信

了祂，不僅相信了祂，並且跟從了祂。記得當主耶穌在那裡傳講的時候，

祂就開始呼召門徒們，那些相信了祂的人，他們就將自己交託給祂，把他

們自己放在祂的王權之下，好使他們成為國度之子，不僅是在地位上面，

並且在他們的條件上。親愛的弟兄姊妹，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讓我們看

見，在我們相信和我們把自己交託給主之間應該是沒有任何的間隔的，若

是今天福音是這樣傳的，就是傳天國的福音。如果福音不是這樣傳的，那

個福音就變成廉價的福音。

有人說，只要你相信祂，你就得救了，你就上天堂了，那就完了。弟

兄姊妹，我們忘記了福音是一個全備的福音，這一個救恩是一個浩大的救

恩，神拯救我們不僅僅是照著我們的需要而已，神是照著祂的美德和榮耀

來拯救我們的，祂並不只是要僅僅救我們從地獄裡面出來到天堂而已，那

個可能叫我們得著滿足，但是卻不能叫神的心得著滿足，這不是祂的本意。

祂要拯救我們直到祂自己心滿意足，祂要拯救我們到底，好使我們能夠成

為國度之子。為著這個緣故，這兩件事情，相信主耶穌基督和降服在主耶

穌基督之下應該是一件事情。若是你要成為一個信徒，你必須要成為一個

門徒，在信徒和門徒之間應該沒有分別的。我們看見當主開始傳講的時候，

祂就呼召門徒。那麼哪一些人是門徒呢？

信徒同時也作門徒

我們看見當我們主呼召門徒的時候，祂在加利利的海邊行走，祂看

見有一對兄弟在那裡，西門彼得和安得烈。祂就呼召他們：「來跟從我，我

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他們立刻就捨下他們的船，他們就跟隨了耶穌

主再往前走一點，祂看見了西庇太的兩個兒子，祂就說「來跟從我」，他們

就別了父親，捨下了船，跟隨了主耶穌。我們看見在這裡呼召門徒們，這

呼召門徒應該是立刻的，並且與作信徒是同時的。

當我們呼召人來相信，那麼這兩件事情有什麼不同呢？相信主耶穌

乃是從主那裡領受恩典，但是仍然是我，祢是為著我。但是成為一個門徒，

乃是把自己的生命向祂完全的投降，祂成為我生命裡面的原因。這兩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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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一起的，我們怎麼可能相信祂，我們接受祂一切的憐憫和恩典而這

一切都是為著我們自己？我們應該把我們自己全然的生命向著那位愛我們

的主降服，因為祂愛我們，祂將我們一切的罪藉著祂的血洗淨了，祂要使

我們作為一個國度，這是啟示錄第一章第六節所說的。所有相信耶穌基督

的人，都是在同時蒙召來作為祂的門徒。

作門徒使我們成為國度之子

作為門徒，我們在神的話語裡面來看，和今天所謂的作學生是非常

不一樣的。今天若是你成為一個學生，你付一點學費，你就進了學校，你

坐在教室裡面聽教授講課，我們盼望能夠吸收教授所知道的一切知識，你

在那裡只是為了學習而已，你仍然是獨立的，你仍然過自己的生活，你是

一個自由的人。但是門徒卻不一樣，門徒就好像古時候的學徒一樣，我想

很多年輕人根本不知道學徒是怎麼一回事。

在古時候，學徒們他們乃是一種的生活方式，當一個男孩長大了，

他就在一個主人，在一個老師底下作學徒，他們有一個合約。當這個合約

簽了字，比如說你要作一個木匠，你怎麼學木工呢？在古時候就是去作學

徒，你選一個木匠師傅，那麼簽一個合約，你就離開自己的家，住在師傅

的家裡，你就變成他家中的一員。通常在第一年，他根本不會許可你去摸

他的工具，那麼在第一年作什麼呢？你就打掃清潔，你在家裡面抱孩子，

並且在家裡擺桌子吃飯，就好像一個僕人一樣。

那麼你可能說：為什麼我到這裡來呢？我還沒有學到一點的技術。不

那就是作學徒的方式，在這個中間有真正的意義的，因為作學徒比學一個

技術要更多，乃是學過一個生活。可能過了一年之後，那麼你的師傅就許

可你去摸他的工具，並且開始教你一些的秘訣。當你學徒學成了之後，你

不僅學到了師傅的技術，你也學了師傅他的生活和作人，你就行走像他一

樣，你說話也像他一樣，每一件事都像他，那就是作學徒的奇妙。這個就

是作門徒。弟兄姊妹，我們這些相信主耶穌的人，我們都蒙召來作祂的門

徒，為什麼呢？因為作門徒使我們能夠成為國度之子。

接受天國福音的例證

可能你曾經聽過這個故事。我們親愛的倪柝聲弟兄當他年輕的時候，

他是非常有恩賜的人。作為一個年輕人，他有他自己的抱負，他有他自己

的計劃。雖然他生在一個基督徒的家庭中，他是第三代的基督徒，但是實

際上他不過是掛名的。他也在一個基督教的教會學校讀書，但是他卻並不

相信耶穌基督。有一天，他因著他母親深深的受感動。他的母親是一個非常

強的女性，他知道是因為她就是這樣對他的。倪弟兄非常恨惡他的母親，

因為他的母親對他不公平。

但是當他的母親得救了之後，他的母親希望有一個家庭的崇拜、一個

聚會，所以她就把全家招聚在一起。她就到琴旁，盼望能夠彈詩歌，神的

靈摸著了她。主說：「去，向你的兒子認罪。」她沒有辦法作到，這不是中

國人的習慣，那時的中國，公認父母親總是對的，不可能向晚輩認錯。但

是神的靈卻不放過她，於是她就站起來到她兒子面前，她雙手環抱他，求

他赦免。那個感動了我們弟兄的心非常的深。當他母親要求他去聽余慈度姊

妹信息的時候，他心裏說，任何人能夠改變我母親的，那個人的話都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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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所以他就去了。第一個晚上他就蒙了光照，他認識了自己是個罪人，而

主耶穌是世上唯一的救主。

但是他卻沒有辦法相信，他有好幾天的掙扎，為什麼？因為他知道，

若是他相信主耶穌的話，他必須要把他自己的生命向主耶穌基督降服下來，

認祂為主。這個是他作不到的，因為他有自己的計劃，他有自己的抱負。他

為著這件事有好幾天的掙扎。有一個晚上，他在他自己的房間，他開始禱

告，他告訴我們說他看見他罪的黑暗，他看見主耶穌基督血的鮮紅，他是

如此被基督的愛所激勵，他就把他自己完全的向主投降。

必須恢復傳天國的福音

親愛的弟兄姊妹，很可惜的，今天當福音不這樣傳的時候，它變成

了一個廉價的福音，好像你可以得著一切，甚至基督也環繞你，我們變成

了宇宙的中心，我們完全誤會了福音的原本的性質。福音不僅僅是恩惠的

福音，福音也是天國的福音。這並不是有兩個福音，乃是一個福音，恩典

引我們到國度，國度向我們顯明恩典真實的意義。弟兄姊妹你是否意識到

神已經把我們從黑暗的權勢底下拯救出來，並且把我們遷到祂愛子的國度

裡？你我是否明白祂救我們，把我們擺在祂自己的國度裡，我們不再屬於

自己，我們屬於祂？

對於每一個信徒而言，奉獻自己是一個必要的事，若是我們還沒有

把自己的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我們實際上還沒有開始過一個基督徒的生活。

屬靈的生活開始於奉獻，奉獻的意義並不是將你自己交給主來為主作一些

事情而已，奉獻乃是將自己放在我們主作君王的權柄之下，讓祂在我們的

生命生活中有一切的權力。我們不要為這件事害怕，我們把我們自己交在

祂的手中比把我們自己握在自己手中要更好，我們對自己能作什麼呢？但

是若是我們把自己放在祂的手中，祂要改變我們，祂要將祂的性格組織在

我們身上，使我們配進祂的國度。弟兄姊妹，當我們的主在地上的時候，

祂不僅呼召人要悔改，並且祂呼召人作門徒。

主耶穌啟示出國度的本質

當祂呼召門徒之後，祂就開始啟示祂國度的本質是什麼。祂的國度不

是地上的國度，我們記得祂在彼拉多面前如何作見證，祂說我的國度不屬

於這個世界。沒有錯，祂的國度乃是天的國度，乃是一個屬靈的國度。這個

國度的本質乃是從君王的本性裡面出來。祂的國度不在乎吃和喝，乃是公

義、平安和在聖靈中的喜樂。祂的國度就是祂自己所是的，祂要看見我們每

一個人都將要像祂一樣，祂要將祂自己的性格變成我們的性格，那就是祂

的國度。

弟兄姊妹，我們看見有一些祂的門徒們，他們就覺得這些話太難了，

因而他們就離開了祂。記得我們的主曾對這十二位門徒說：你們也要離開

我嗎？你們要去，也可以去。但是感謝神，西門彼得說：“主啊，你有永

生之道，我們還跟從誰呢？我們已經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聖者”。我們

還到哪里去呢？弟兄姊妹，你有沒有這樣的態度呢？或者你覺得祂的話太

難了，我們就離開了，不再與祂同行？或者你感覺你認為自己要跟從祂，

無論祂往哪裡去，都要跟從？我們承認祂是我們的王，是我們的權柄？

我們來到馬太第十一章，主耶穌說，天國是努力的人進入的，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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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的人能夠得著它。在這裡這個努力是個「暴力」的意思，對我們來講好

像太強硬了，所以我們要把它變得更文雅一點，但是實際上它就是暴力。

但是這個暴力不是對著別人的，這個暴力乃是對著自己。若是你要跟從主，

若是對自己不強暴的話，你就沒有辦法持續的跟從祂，你很可能像其他的

門徒們一樣說，主啊，你的話太難了，你就不再跟從祂了。

如何對自己強暴

弟兄姊妹，我們需要對自己強暴，這個對自己強暴並不是要虐待自

己。我們知道在中古世紀的時候有許多人真是對自己很強暴，他們盼望能

夠聖潔，他們認為這個身體是邪惡的，所以你必須要虐待自己的身體。他

們鞭打自己直到流血；他們是睡在有鐵釘的床上；他們用各種的暴力，認

為這樣作他們就能拯救自己。甚至帶動教會復原的馬丁路德早期也作了同

樣的事，他是一個教授，他放下了教授的職位，進入了修道院。他禁食、虐

待己身，直到他快要死了。

弟兄姊妹，那不是真正的暴力。這個暴力乃是用在自己的魂生命上面

因為我們的魂生命乃是墮落的生命。我們的魂生命，我們的肉體乃是神仇

敵的盟友，它不會向神降服，它也不認識神，那乃是在我們裡面的仇敵，

它總是抗拒聖靈。聖靈與肉體相爭，肉體也與聖靈相爭。這就是為什麼主這

樣說，除非你們肯捨己，背起自己十字架來跟從我，你們才能夠跟從我。

若是你要救你自己的魂生命，你必定是喪失它；若是你為我和福音的緣故

喪失了自己的魂生命，我們就要得著永生。那乃是神的話語。

弟兄姊妹，當我們成為我們主耶穌的門徒，我們成為國度的門徒，

我們就要發現我們必須要對自己用暴力，我們必須要否認自己。彼得否認

錯了人，他否認了主耶穌，他應該否認他自己才是對的。弟兄姊妹，我們

經常否認錯了人，當我們體貼自己的肉體的時候，我們就否認了主，若是

我們對我們自己是強暴的，我們就必抓住國度。換句話說，不僅在地位上

面我們都在神的國度裡，並且就著我們的光景而言，我們要真成為國度之

子。所以國度乃是恢復耶穌基督見證的道路。

第四世紀以後教會逐漸失去耶穌的見證

在早期的教會，我們看見那些相信耶穌基督的人，他們都是我們主

耶穌的門徒。乃是那些門徒們首先被人認出來，叫他們作基督徒。若你不過

是個信徒，而沒有作門徒，世人看不出我們真是一個基督徒，因為我們身

上沒有耶穌的見證。但是感謝神，在早期的教會，我們看見他們都是門徒，

因著他們都是門徒，他們都成為基督徒，因為他們身上有耶穌的見證。但

是我們逐漸的看見教會開始失去了他們起初的愛心，我們已經說到主就怎

樣使用逼迫和患難來恢復他們起初的愛心。

只是來到第四世紀開始的時候，康士坦丁大帝他接受了基督教作國

教，在世人中間基督教變成受歡迎的事情。我們知道仇敵藉著逼迫要來殺

害教會，然而反過來神用那個逼迫來恢復教會中耶穌的見證。現在仇敵就

改變了策略，牠試著要賄賂基督徒。我們看見皇帝他公開的贊成基督教，

忽然之間基督教變成受歡迎的，但是敗壞、衰敗也跟著進來。就在那個時候

他們就把神的國和世界的國混合在一起了。我們記得康士坦丁大帝他贊成

基督教，他鼓勵他的軍人們、士兵們受浸，如果你肯受浸的話你就要得著

6



衣服和銀子。當然所有的士兵都願意受浸，他們能夠得著一些物質上的東

西，也受皇帝的寵愛。

可以說那個時代，許多在基督教裡面的人都沒有得救，他們怎麼能

事奉神呢？事奉神，必須是神的兒女，否則，基督教就逐漸變成一個屬世

的國度了。那些基督教會的領袖認為他們是在建造神的國度，而並不覺察

到他們已經落進了仇敵的詭計中，甚至連因信稱義的真理都失落了，他們

傳的是：你要靠功德，好叫你能夠上天堂。弟兄姊妹，基督教就進入了黑

暗時期，天國就完全的失落了，變成了一個屬世的國度。

十六世紀馬丁路德等人恢復了因信稱義的真理

感謝神，在十六世紀的時候我們看見馬丁路德和其他的改革者，他

們開始傳講因信稱義的道，他們強調要有一本公開的聖經，讓大家回到神

的話語中。所以耶穌基督的見證才正式的開始恢復了。很可惜的，他們恢復

了那個恩惠的福音，但是他們卻忘記了國度的福音。所以在那時改教的弟

兄姊妹中間，國度的真理是從來不知道的，我們只要相信耶穌基督我們就

得救了。

因為這個緣故，在神學中就有了分歧，有些人說一次得救永遠得救，

但是也有一些人說你即便得救了，你可能會失去你的救恩，如果你的行為

不好，你會失落你的救恩。故而在基督徒中間就分成兩個陣營，這一個爭

執一直持續下來，甚至今日。你知道為什麼嗎？它的原因乃是國度的福音

失落了。當國度的、天國的福音失落的時候，救恩變成一個廉價的恩典，我

們就沒有那個屬靈的力量來往前奔跑。為什麼你要這樣作呢？因為你已經

得救了，你可以上天堂了。如果你向主忠誠的話，如果你否認自己而跟從

主，你最後得著的，也不過是跟那個吃喝享樂最後信了主的人一樣。弟兄

姊妹，他們為甚麼這麼說呢？因為天國的真理已經失落了。

十九世紀國度的真理才開啟恢復

直到十九世紀，神在祂的僕人們中間興起了一些人，他們再一次的

傳講天國的福音，像彭伯弟兄，像郭維德弟兄、潘湯弟兄，還有其他的人。

他們開始向我們說出，你們這些接受了神恩典的人不要認為你得著了神的

恩典那就是一切了，還有更多的，神何等盼望我們成為祂國度之子。如果

我們今天能夠得著主基督（君王）的性格，那麼有一天我們就要與祂一同

在天國中掌權。如果我們沒有祂的性格，我們怎麼可能與祂一同掌權呢？

今天必須在地上過國度的生活，才會使我們在將來要來的國度裡面與祂一

同掌權。

是的，若是我們相信主耶穌我們會得永生，那是真的，這是神的禮

物，神的選召神的恩賜是沒有後悔的。但是在永世要來之前，有一千年就

是千年的時間，這就是聖經裡面講的來世。我們在今世，這一個今世乃是

恩典的時代。但是當今世來到結束的時候，這個要來的來世就要臨到，那

就是聖經裡講到的千禧年。在那千禧年的一千年中，天的國度要在地上公

開的顯明出來。今天它乃是隱藏的，但那個實際已經在那裡。只是它是隱藏

的，然而有一天它要顯明出來。我們看見在啟示錄十一章裡講到，有一天

地上的國度要成為我主我神和基督的國度，那些向著主忠心的人要與主一

同掌權一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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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國的真理必須要再給重視

弟兄姊妹，因為天國的真理對教會而言已經失落了，所以我們看見

今天的基督教的基督徒們何等的鬆散，在我們裡面沒有那個力量來催促我

們竭力的往前奔跑。那些基督徒想，為什麼我們要這樣作呢？為什麼我們

不能得兩個世界的好處呢？今天我們享受今世，明天我們就在天堂了，我

們為什麼要那麼愚昧呢？為什麼要付代價呢？為什麼要背十架呢？弟兄姊

妹，乃是為著耶穌的見證。除非我們今天就活在天國的實際裡，否則，我

們就不可能在天國在地上公開顯明的時候有分。雖然就永世而言我們是得

救了，但卻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能進天國的實際。

如果今天我們願意接受主的管教，管教使我們成長，管教使我們成

為國度之子，有一天當基督回來的時候，祂要在全地掌權，那些跟從祂的

人要與祂一同掌權。弟兄姊妹，這在神的話語中是非常清楚的，很可惜的

我們發現在大部分神兒女們中間而言，天國的福音是我們所不知道的。

天國的福音要傳遍與主再來有關

我們來看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十四節：「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

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我們已經來到這個世代的末期了，我們

的主就快要再來了，但是有一件事是必須的，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

萬國萬民作見證，那乃是主耶穌的見證。當那個出現的時候，末期就來到

了。弟兄姊妹，我們實在相信，這是我們應該醒起來的時刻，我們應該看

見天國的福音應該是我們主耶穌基督福音的一部分，為著迎接主的回來，

它要預備我們。

我們怎樣在一開頭聚會的時候看見祂的榮耀，因為基督要來了。但是

弟兄姊妹，祂不是自然而然的來，神的時刻表是照著祂的目的的，我們會

想為什麼主還沒有回來呢。在第一世紀人們就等候主的回來，他們是不是

錯了呢？不是的，在歷世歷代所有的逼迫患難中，人們彼此問安的時候他

們說：「主要回來」，但是主卻沒有回來。已經過了二十個世紀了，我們已

經在二十一世紀中，主還沒有回來，我們知道非常的迫近了，但是為什麼？

並不是因為祂不想回來，因為祂的新婦還沒有預備好，祂的新婦怎麼能預

備好呢？乃是天國的福音要為我們作預備，就是當天國的福音傳遍天下的

時候，對萬民作見證的時候，然後末期才來到。

對此，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我們不能消極的坐在這裡等待，我

們需要積極在這裡等候主，就好像聖經告訴我們，我們應該催促祂的回來。

那些催促祂回來的人乃是在他們中間有國度的生命和生活。願主幫助我們。

禱告

「親愛的主，祢的話語是何等的清楚，祢呼召我們來跟從祢，好使我

們有天國的生活，好使我們能成為那一班有耶穌見證的人，好使這個能夠

催促祢的回來。主啊，使我們能夠在那些人的行列中，我們仰望祢的憐憫。

我們奉祢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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