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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度是祢的 

「所以，祢們禱告要這樣說：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願祢的國

降臨；願祢的旨意行在地上，如同行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

們的債，如同我們免了人的債。不叫我們遇見試探；救我們脫離兇惡。因為國度、權

柄、榮耀，全是祢的，直到永遠。阿們。」（太六9） 

 

這次大會的主題是「因為國度、權柄、榮耀，全是祢的，直到永遠」。這段聖經

是大家所說的主禱文，其實主是教導我們怎麼禱告，祂自己是不用這個禱告的，因為

裏面有一句話：「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了人的債」。路加福音也有一段主教導門

徒的禱告，那裏告訴我們「債」是指着甚麼說的，乃是指着罪說的；免我們的罪，如

同我們免了人的罪。祂是沒有罪的，祂不會這麼禱告；所以這是主教我們怎麼禱告，

主是教導我們禱告要這樣說，意思是說，這是我們的禱告，主教導我們的。 

「國度全是祢的」 

這個禱告的最後有一句話：「因為國度、權柄、榮耀，全是祢的，直到永遠。阿

們。」如果我們查考比較古老的版本，在最早馬太福音的那個版本—亞歷山大版

本—並沒有這句「因為國度、權柄、榮耀，全是祢的，直到永遠。阿們」，而且在

路加福音那段主教導的禱告裏也沒有這句話；所以很多聖經學者認為說這句話其實並

不在聖經裏。像達秘的譯本，裏面沒有這句話，英文的欽定本或者是New King James

仍舊有這樣的一句話。根據最古老的版本，這一句話應該不在聖經裏，但是在許多主

要的希臘的版本裏都有這句話，所以我們不能立刻斷定它是有還是沒有。 

感謝主，「國度全是祢的」這句話的確在聖經裏面。如果這裏是有這句話，那表

示另外一個地方也有這樣一句話（這次我的責任是交通「國度全是祢的」），聖經裏

確是有這個思想的，所以我們要讀另外一處的聖經，那是歷代志上第二十九章十節： 

「所以，大衛在會眾面前稱頌耶和華，說：『耶和華我們的父，以色列的神，是

應當稱頌，直到永永遠遠的。耶和華啊，尊大、能力、榮耀、強勝、威嚴都是祢的；



凡天上地下的，都是祢的；國度也是祢的，並且祢為至高，為萬有之首。』」 

這是大衛的禱告。比較這兩段聖經，一是主教導我們的禱告，另一是大衛的禱

告；如果在主教導我們的禱告，把那句「因為國度、權柄、榮耀，全是祢的」拿掉，

那最後一句就是「不叫我們遇見試探，救我們脫離兇惡」，這個禱告若停在這裏，你

覺得好像這個禱告沒有完一樣；因為這個禱告若是這樣結束，比較負面；因為試探是

從仇敵來的，兇惡也是從仇敵來的。我們知道宇宙中有一個聲音，「這個國度是我

的」。國度應該是神的，但神的仇敵有一天說那個國度是牠的，所以當我們落在試探

的時候，我們是不是和撒但一起唱和說，那個國度是牠的？我們雖然軟弱、失敗、跌

倒，但我們要承認國度不是撒但的，耶和華仍舊坐着作王；我們知道國度乃是父神

的。所以主教導我們禱告，如果我們接着下去這樣禱告，一點難處也沒有。就算這段

聖經原文沒有的話，我們這樣禱告是很自然的，因為前面說願祢的國降臨。我們知道

國度要降臨，也知道甚麼叫國度降臨，因為神的旨意如果行在地上如同行在天上，那

就是國度降臨的時候。下面繼續禱告下去的時候，當然我們每天會遇見試探，那麼我

們要問，當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難道神不是作王的嗎？許多時候，如果我們真的禱

告說：國度是祢的；我們很自然就脫離試探，我們很自然就勝過兇惡。所以我們知道

這句話就着經歷來說是很自自然然的。 

大衛的禱告 

我們回到大衛的禱告，大衛為甚麼有這個禱告呢？他晚年要把國位交給他的兒子

所羅門以前，他就招聚百姓，向他們講自己的故事，他特別招聚百姓，向他們講說他

一生永遠不會忘記的事。我們知道大衛一心一意要為神建造聖殿，結果神說他流了太

多的血，因為他是戰士，所以他不可以為神的名建造殿。 

還記得大衛一生有兩件事情，一件是他犯罪了，不肯認罪，所以拿單到他面前，

說了個比方，好像講別人的事。大衛很生氣，覺得這樣的人是不可以饒恕的，拿單

說：你就是那個人。這是大衛一生永遠不會忘記的。還有一件事，就是神告訴他說，

你不是那個人。他要建造神的殿，他也滿心預備建造神的殿，他的確是合乎神心意的

人，他聽見神藉着拿單說你是那個人，他學了功課。 

大衛一生不只是犯淫亂，而且他數點百姓；很明顯他落在試探裏面。這一次神說

你不是那個人。大衛一心要事奉神，他那個心願非常的強烈，現在他把耶路撒冷拿下

來了，他也在周圍打了許多勝仗。如果有人能為神建造聖殿的話，如果有人不只有心

願要服事神，而且他有力量來服事神，大衛想他一定是那個人。結果當神說你不是那

個人，在這個時候，人在事奉上很自然的會落到一個試探裏面去，很自然的就覺得如

果神不要我事奉的話，那我現在可以開始冷淡了，我還是聚會，我還是事奉，但是我



的心願不可能像從前那麼強烈。 

這次因着事奉，大衛遇見了這樣一件事，不是別人對他說你不是那個人，是神說

你不是那個人，神要揀選另外一個人。對於大衛來說，你能想像到他裏面的感覺是甚

麼感覺嗎？但是感謝主，大衛學了一個功課。不錯大衛是個君王，大衛的國度在歷史

上大家都看得見的一個國度，大衛和所羅門的時候是以色列歷史上的黃金時代，而大

衛又合乎神的心意，也寫了許多的詩篇，大衛實在是一個活在神面前的人，他一心一

意要討神的喜歡，他覺得他不能自己住在天花板的房子裏面，他一定要為神建造聖

殿，讓神有安息的地方。他滿懷好心、滿懷好意要事奉神，結果神說你不是那個人。 

感謝主，你看大衛沒有退後，沒有冷淡，大衛反而有一個禱告，當神說No的時候

他有一個禱告，在那個禱告的背後我們碰着大衛的靈。現在時間慢慢過去了，他還記

得神告訴他說，祂要建造大衛的家，然後在建造的家裏面有一個成員叫所羅門，他才

能建造神的殿。所有要建造神的殿要記得一件事，他要先讓神來建造他的家，大衛要

知道是因為神在他身上工作，所以他才可能有一天蒙主的恩典，在他的家裏面有人能

為神建造聖殿。那個人不是他，他沒有那麼重要。不錯，是他把國家建立起來，是他

把國家帶到黃金的時代，他是很重要，但是在建造聖殿這件事上，神可以用他，神也

可以不要用他，只要神能建立他的家，他應該滿足了。等到他聽見神說No以後，他仍

舊為着神的殿在那裏發熱心。在他晚年的時候，他為着建造神的殿，把自己的積蓄全

都獻上了，這個積蓄是一個君王的積蓄，他的積蓄幾乎等於一個國庫。現在他為着神

的緣故，雖然神說你不是那個人，但是為着建造神的殿，最後這個殿叫「所羅門的

殿」，將來的榮耀歸給別人的時候，他只要知道這是神的殿，不管是誰建造的，他願

意把所有的都獻上。 

因着他把自己完全獻上，他可以勸他所有的百姓們，你們也這樣獻上，結果全民

幾乎都把自己獻上了；百姓歡喜，大衛王也大大的歡喜。在這個時候，大衛在會眾面

前就有一個禱告。他禱告的時候，他為主所擺上的和百姓們所擺上的都在神面前，他

這樣的奉獻就證明他在神面前學了一個功課，他知道自己並不重要，只要有一天所有

的百姓能幫助他兒子，因為他兒子還幼小，只要能把聖殿建造起來，他就歡喜，他就

心滿意足。 

大衛所認識的國度 

這個時候大衛有一個禱告，你就知道大衛是認識神的人。大衛所認識的國度不是

他的國度，雖然大衛蒙主的恩典坐在寶座上，他知道得很清楚，因為他每次來到神的

腳前下拜，當他俯在神腳前的時候，神就使萬民俯在他的腳前，他很清楚。在他整個

的經歷裏，現在他有一個禱告，這個禱告代表他的認識，從十一節開始：「耶和華



啊，尊大、能力、榮耀、強勝、威嚴都是祢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祢的；國度也是

祢的，並且祢為至高，為萬有之首。」 

我們怎麼解釋「國度是祢的」？大衛接着說：「並且祢為至高，為萬有之首」，

這是大衛的認識。大衛從他一生的經歷裏，他明白甚麼叫做國度是祢的，因着國度是

祢的，大衛算不了甚麼；因着國度是祢的，神可以用任何人來建立祂的殿。他不因着

這個緣故就落後，就冷淡。神的僕人一不小心，很容易上了撒但的當，教會裏面有許

多難處，那個難處就是事奉神的人上了仇敵的當：如果你們不歡迎我，有人可以歡迎

我。所以弟兄姊妹，只有當你看見國度是神的，你就看見說，只要神能讓別人叫神的

旨意通行，大衛就歡喜；因着歡喜，他就有這個禱告：天上地下的，都是祢的；宇宙

都是祢的；國度也是祢的；並且祢為至高，為萬有之首。 

所以每次我們禱告說國度全是祢的，這句話甚麼意思？這不只表明你認識國度，

不只是你頭腦明白甚麼叫國度，國度是可以經歷的，國度實際到一個地步，你能夠實

實在在的經歷甚麼叫作國度是祢的。我們常常可以講國度，非常的客觀，但是可能在

我們的經歷裏是很少的。雖然國度這個真理是偉大的，是從永遠到永遠的，但是在我

們短短的一生裏，遲早有一天我們要知道國度是祢的。 

國度 

有一件很希奇的事，當你讀到聖經裏面的國度時，如果大家仔細來看聖經中講的

國度，在舊約裏面，「國度」這個詞用了十八次，我是講屬靈的國度、和神有關的國

度。但聖經第一次講到國度是寧錄的國度，那是世上的國的開始是從他開始的。世上

的國要成為我主和主基督的國。如果我們要問這個世上的國從甚麼時候開始的，你讀

創世記第十章就很清楚了，第一次聖經用「國度」這個字，但我們不是這個來說的。

凡是聖經裏面講到有關神的國度，那個國度在舊約裏面一共用了十八次，在新約用了

十五次。但到了新約，從我們主的口裏，祂不只說國度，祂說神的國，也說到天國。

講到「神的國」，全本新約用了七十二次，「天國」用了三十三次，全部出現在馬太

福音裏面。「兒子的國」，在新約裏用了二十三次。「父的國」，在新約裏面用了四

次。加在一起是一百六十五次。 

讀舊約的時候，尤其聽見大衛的禱告：國度全是祢的；我們當然知道神的國是從

永遠到永遠，祂是宇宙的王，所以聖經裏面有一句話：神是全地的王。不只如此，有

的時候也講到萬國的王，這在耶利米書第十章裏面；有一次在聖經裏面提到祂是地上

萬民的君王。新約提到祂是我們的大君，耶路撒冷是大君的京城。在啟示錄第十五章

裏有很奇妙的一句話，就是萬世之王。就着空間來說，祂是萬國之王；就着時間來

說，祂是萬世之王。 



提摩太前書告訴我們，祂是不能朽壞、不能看見、永世的君王，然後下面是獨一

的神。不只如此，特別提摩太也告訴我們，祂是獨有權能的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毫

無疑問，全本聖經給我們看見神是宇宙的王，神的國是從永遠到永遠，神國的實際從

過去的永遠就開始了，一直到將來的永遠。但是為甚麼在新約裏，特別在我們主的口

中。祂一再說到神的國和天國？如果我們懂得舊約的故事，我們知道神國的真正的實

際乃是有一天，我們的主不只在天上，祂道成了肉身，天來到了地上；現在從天上我

們的主當祂道成肉身的時候，祂要建立祂的國度在敵人的領土裏。因為那個時候，到

現在還如此，我們的大地和外太空已經淪陷了，落在撒但手裏，所以聖經告訴我們，

這個世界是臥在那惡者的手下，也告訴我們世界的神弄瞎了我們的心眼。 

當我們的主受試探的時候，撒但告訴祂，祢只要拜一拜，我就把萬國的榮華都賞

給祢。所以我們知道，就在整個大地淪陷的時候，兩千年前我們的主降生在伯利恆，

道成了肉身，所以這個時候你看天不只在天上掌權，現在天來到了地上，無論我們主

到哪裏，就把天帶到哪裏，所以施浸約翰說天國近了，你們應當要悔改，因為天國的

王近了，所以你們要悔改。我們的主也說天國近了，你們應當要悔改。 

天國裏不只有君王，還有百姓，現在我們主來了，預備祂的百姓，所以祂說天國

近了，然後祂告訴那些世界上的人，神的國已經在你們中間了，我們的主已經在他們

中間了。所以弟兄姊妹，我們知道只有我們的主來到地上，道成肉身，為我們釘在十

字架上，從死裏復活，升到諸天之上，神立祂為主為基督，那個時候天國就正式開國

了。我們知道五旬節實在說來，就那一天，一面教會誕生了，一面彼得就拿了鑰匙把

天國的門打開了。當他傳那篇信息的時候，三千人就把心門就打開了，結果他們就進

到天國的國度裏面來。所以我們知道，因着舊約有些故事，我們等一等會提到，我們

知道真正國度的來到是從我們主來到地上道成肉身開始，一直等到主第二次回來，等

到千年國度最後的時候，我們的主要把祂的國交給父神。所以你看見神的國是從永遠

一直到永遠。 

被造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因着這個緣故，我們如果要明白甚麼叫做國度全是祢的，我們就

不能不回到舊約。等到我們回到舊約，我們知道有一個人能告訴我們舊約發生了甚麼

事，當然整本創世記從神的創造開始，當你讀到創世記第一章一節的時候：「起初，

神創造天地。」但是二十六節，聖經告訴我們說：「神說：『我們要照着我們的形

像，按着我們的樣式造人。』」然後從第二節開始，整個鏡頭就轉到地球上來了，所

以地就變成空虛混沌。那地變成空虛混沌，就證明說有些事情發生了，到底甚麼事情

發生了？我想全本聖經解釋創世記第一章解釋最好的是大衛，詩篇第八篇一節：「耶



和華我們的主啊，祢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祢將祢的榮耀彰顯於天。」這解釋了創世記

第一章一節：「起初，神創造天地。」結果神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而神將祂的榮耀彰

顯於天。 

第四節：「便說：『人算甚麼，祢竟顧念他？世人算甚麼，祢竟眷顧他？祢叫他

比天使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祢派他管理祢手所造的，使萬物，就是一

切的牛羊，田野的獸，空中的鳥，海裏的魚，凡經行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腳下。』」

後面這一段就解釋了我們的神怎麼創造人。神說「要有光」，就有了光。一句話，光

就造成了。當神造人的時候，好像在神格裏面有一個會議，先把那個藍圖打開，所以

神說：「我們要照着我們的形像，按着我們的樣式造人。」神把人造好了以後，託付

他一個使命：「使他們管理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

的一切昆蟲。」海裏的魚、空中的鳥是第五天出現的，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

所爬的一切昆蟲是第六天出現的，這都代表神手中的工作。 

神沒有自己管理他們，神是宇宙的王，這些既然是祂所創造的，神可以自己管理

他們，但是沒有，神把這個管理的權柄交託人，所以人就接受了一個使命。現在人很

自然負起責任來，每一個人都是事奉神的人。所以很清楚給我們看見，根據那個藍

圖，就着生命來說，我們是照着祂的形像來造的；就着事奉來說，神把一個使命交託

給人。那麼大衛怎麼解釋這段聖經呢？ 

回到詩篇第八篇，他說：「人算甚麼，祢竟顧念他？世人算甚麼，祢竟眷顧他？

祢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當神把祂智慧的火花給人的時

候，這就變成我們的理智；神是愛，當祂把祂的愛給了我們一點點火花的時候，神創

造我們的時候，按着我們的情感就像祂的情感，我們的意志像祂的意志。所以當我們

被創造的時候，我們的魂乃是照着祂的形像來造的。更重要的一點，當祂吹氣在亞當

的鼻孔裏時，因為神是個靈，結果就在亞當裏面創造了一個靈。所以當靈和人的身體

接觸的時候，結果亞當就變成活的魂，怎麼解釋這件事情呢？大衛告訴我們，神賜他

榮耀尊貴為冠冕。當人像神的時候，當人能夠照着神的形像來受造的時候，現在你看

見人無論到哪裏，應該是神的彰顯；這就是人的榮耀，這是人的尊貴。所以賜他榮耀

尊貴為冠冕。 

祢派他管理祢手所造的。神沒有管理祂自己所造的，但是祂派亞當管理祂手裏所

造的，使萬物都服在祂的腳下。根據創世記的記載，神特別祝福亞當：你要生養眾

多，遍滿地面，然後也要管理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行動的活物，所以人

能夠管理。人能夠作神代表的權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要生養眾多，遍

滿地面。所以當生命充滿整個地面的時候，結果就治理這地。當他治理這地的時候，

結果就把神失去的領土收復回來。所以我們仔細讀創世記就很清楚，等到講你怎麼形



容治服這地呢，大衛用了這句話：使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 

在這裏特別我們要回到第二節，我們知道從創世記第一章一節到一章二十六節以

後，我們要問一個問題，為甚麼神這樣作呢？這個和中間的故事有關係的，從第二節

到二十六節創世記來說的。根據詩篇第八篇，我們知道在這兩個中間發生了甚麼事。

第二節：「祢因敵人的緣故，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建立了能力，使仇敵和報仇的，

閉口無言。」現在我們明白了。有人還在辯論到底地變成空虛混沌，還是地是空虛混

沌呢？詩篇第八篇很清楚告訴我們，是地變成空虛混沌。 

這裏有仇敵，還有報仇的。神怎麼對待這些報仇的和仇敵呢？神作了一件事，祂

要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建立了能力，叫嬰孩和吃奶的來對付這個仇敵，然後下面才

說：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下面你明白為甚麼神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現在我們明

白為甚麼神讓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弟兄姊妹，我想詩篇第八篇是再清楚不過了，因

為大衛能說國度全是祢的，他是認識國度的人，他從創世記第一章他能夠明白，原來

神要預備一個國度。 

創世以來為人預備的國 

你從聖經甚麼地方證明神要預備一個國度呢？在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三十四節，

我們知道那是指着將來主回來的時候祂要審判萬民萬國，祂就把綿羊跟山羊分開，我

們不注意這段聖經仔細的內容，只注意裏面一句話：「於是王要向那右邊的說：『你

們這蒙我父賜福的，可來承受那創世以來為你們所預備的國。』」所以我們知道這裏

有個國度，是神從創世以來老早預備的一個國，而這個國是為人來預備的。現在他對

綿羊說，你們可以承受這個國。你讀全本的聖經，到底這個國是指哪個國度說的呢？

就是詩篇第八篇所說的，因為如果萬有都服在亞當的腳下，如果他管理神所造的空中

的鳥、海裏的魚、一切的牛羊、田野走獸等等，那就像宋尚節博士告訴我們的：神創

造人的目的是甚麼？就是要叫人作海陸空大元帥，因為我們管理海裏的魚就是海軍，

空中的鳥是空軍，然後牛羊、田野的走獸這是陸軍。所以很清楚的看見，如果神把萬

物都服在亞當的手下，神要亞當來作這國度裏的君王；當亞當服在神的腳下，神就讓

萬物就服在他的腳下。 

宇宙中只有一個權柄，只有神才是權柄，除了神之外沒有權柄，沒有一個人可以

是權柄。只有當你服在神的權柄底下，結果神就讓萬有服在你的腳下。很希奇的，那

個坐在大衛寶座，那位看見國度全是祢的，現在主開他的眼睛，給他看見創世記是怎

麼解開的。所以現在明白過來了，為甚麼神要創造人呢？有一個原因的，原因在哪裏

呢？就是詩篇第八篇第二節，也是創世記第一章二節到二十六節那一段。那證明說，

那就告訴我們說，原來在宇宙中發生過一個悲劇，就是撒但本來是天使長，背叛了，



然後三分之一的天使跟着牠背叛，然後神就把牠們從天上的伊甸園趕到地上來，還有

地上的外太空。然後地上所有的萬物也跟着背叛了，所以地就變成空虛混沌，淵面黑

暗，神的靈運行在水面上。這個就是我們讀創世記第一章二節的時候，我們現在明白

過來了。 

撒但的來源 

現在有個問題，我們常常問的：為甚麼神要創造撒但呢？神沒有創造撒但，神創

造天使，但是後來天使背叛了。天使都應該說國度全是祢的，結果有一天天使長驕傲

起來了，他不能說天國全是祢的，他要與神同等，結果那個悲劇就發生了。弟兄姊

妹，今天我們都知道這黑暗的國度是怎樣的一個國度，撒但怎樣興風作浪，許多的苦

難都是從撒但來的，許多的悲劇是從撒但來的。 

現在我們有個問題，如果撒但這樣帶來我們災害，為甚麼神當初不一下把他捏死

就完了？如果神一下子把撒但捏死，問題就沒有了。我們常常替神解決很多問題，你

知道主耶穌也這樣，祂看見五千個人的時候就問門徒那怎麼辦呢？這個門徒既然是最

好的參謀，幫主耶穌出很好的主意，把他們解散就好了，解散就沒有問題了。弟兄姊

妹，撒但一下捏死了，這世界沒有那麼多問題了。但是問題在這裏，神能不能把撒但

捏死呢？當然可以，祂是創造者，撒但是被造者，如果創造者用祂的力量來毀掉這個

受造者，有甚麼難處？沒有難處，所以敵人知道神的能力，天使也知道神的能力，祢

講到國度，既然全部都是祢的，祢可以給，祢也可以拿走；我創造你，我可以毀掉

你，因為神是萬世之神，神也是萬國之王，祂是全地的王，祂是宇宙的王。 

神的智慧 

所以，如果神要彰顯祂的權能，有困難嗎？一點困難也沒有。但是問題在這裏，

仇敵有話要說，因為祢是創造者，我是被造者，祢把我打敗了，沒有甚麼困難。這就

是為甚麼伊拉克的Saddam Hussein打了敗仗後，他還慶祝勝利，結果他那個回教寺蓋

的樣子就像飛彈的樣子，他覺得美國人打伊拉克像大人打小孩一樣，只要小孩沒有打

在地上就是贏了，所以Saddam Hussein認為他贏了，因為把他打敗的老布殊結果落選

了。等到後來小布殊上台，他們說是王子復仇記。所以為甚麼他們覺得很驕傲呢？為

甚麼Saddam Hussein變成英雄呢？因為他們覺得大人打小孩，小孩應該打敗的。 

弟兄姊妹你看見嗎？神可以把撒但捏死，創造者可以把受造者捏死，但這只彰顯

祂的能力，神不只要彰顯祂的能力，神要彰顯祂的智慧。所以祂對尼布甲尼撒說，當

他瘋的時候，失去理智的時候，聖靈的解釋是甚麼呢？神對於尼布甲尼撒的解釋是甚

麼呢？一直等到你知道諸天掌權，然後這個國就歸給你。這裏說「你知道」，神要讓



尼布甲尼撒知道一些事情。所以神的國不光是能力的問題，神作王不是因為祂就是有

能力，我們知道今天許多的王都是很有能力的。 

我還記得有一件事發生在利瑪竇身上。有個歷史人物叫利瑪竇，他是耶穌會的

人，結果被送到中國去。他想盡各種辦法要見皇帝，結果他去了。那麼有一天他很高

興，聽說皇帝要接見他。他是個外國人，但是見到皇帝也是像所有人都要跪下。你怎

麼知道現在你到了中國皇帝面前呢？你怎麼知道這個國叫做中國呢？你一到了這個宮

廷，你聽見有人說「跪下」，他們就通通跪下了。你看這裏有個權力，叫你跪下你不

能不跪下。然後三跪九叩，所以好不容易到了最前面了，他們發現在王位上面坐的位

是空的，沒有人坐在上面。他後來寫日記的時候說，我好傻，我好傻，我以為有一個

人坐在那裏，我三跪九叩還可以。所以你看這個國給人印像很有能力，不錯。 

但是我們知道神的國不是如此，如果國度全是祢的，在祂的國度裏，不只彰顯祂

的能力，而且在祂的國度裏要彰顯祂的智慧。神怎麼彰顯祂的智慧呢？所以祂造人的

時候，就使人比天使微小一點，創造者比起受造的大得太多了，神比撒但大得太多

了，沒有辦法來比的。但是現在神要創造人比天使微小一點，天使是受造的，人也是

受造的，但人不是造的時候比天使高一點，不是，反而比他低一點。我們知道撒但也

是受造之物，不管好的、壞的天使，人都比他低一點，神的目的藉着另外一個受造者

來對付那個受造者，如果他勝過牠，那個得勝是完全的得勝。這就是神的智慧，神沒

有自己親自去對付仇敵，神創造人，讓人比天使稍微微小一點。 

人如何得勝撒但 

現在我們要問，如果比他微小一點的話，怎麼可以打勝仗呢？你怎麼可能對付仇

敵呢？所以神在伊甸園裏就有了兩棵樹，神要人揀選這兩棵樹，如果揀選生命樹的

話，這個人就回轉像小孩；如果這個人揀選知識善惡樹的話，他要變成一個獨立的大

人，他完全向神獨立的，他有善惡的知識，但是是完全獨立的。所以明白嗎？就着創

造來講，人比天使微小一點，人如果要勝過仇敵的話，他一定要接受生命樹的果子，

因為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了肉身，生命在祂裏頭。所以生命樹的

生命很明顯是像徵基督的生命，如果人接受那個生命的話，那個生命是倚靠的生命，

那個生命是順服的生命。弟兄姊妹，當這個生命就像嬰孩，就像吃奶的一樣，這個生

命在人的身上要建立一個能力，這個能力結果叫仇敵和報仇的閉口無言。 

弟兄姊妹，這裏特別給我們看見嬰孩和吃奶的。我們是否知道神創造人的時候，

你發現人一生下來和動物生下來不一樣的，人一生下來他的IQ是零，但是牛一生下來

不是，牛第一天就可以站起來，就可以吸母親的奶。你有沒有看見一個嬰孩在搖籃裏

忽然站起來「Hi，媽媽」。第一天，媽媽一定昏倒了。鯊魚一生下來滿嘴都是牙齒，



因為第一天母鯊魚就把它丟到海裏去謀生去，牠一點不擔心，因為牠有滿嘴的牙齒。

你想想看，今天哪有小孩一生下來滿嘴牙齒的，沒有的。所以你看見這樣的生命是倚

靠的生命，所以他一定要哭，他不哭他不能生存。所以每個嬰孩生下來一定要打他，

然後叫他哭才行。 

一個基督徒怎麼生活？每一次禱告就是我們的哭，哭就是我不行了，每一位基督

徒都這麼長大的，不要忘記這就是生命樹的原則。所以，甚麼時候我們真的支取了生

命樹，我們就回轉像小孩一樣，這就是主耶穌所說的，就能夠進天國，為甚麼？能夠

勝過仇敵，能夠對付仇敵，叫仇敵和報仇的閉口無言。 

弟兄姊妹，你看見嗎，因着這個緣故，神就叫萬物服在亞當的手下，因為他所接

受的生命應當是生命樹的生命，那個生命叫他倚靠，那個生命叫他順服。我們的主來

到地上，祂的生命就是這樣的生命。祂說我離開父，我不能作甚麼，我要看天上父怎

麼作，我也怎麼作，我的教訓不是我的。弟兄姊妹，這裏有一個生命，是倚靠的生

命，祂說，阿爸父啊，不要照着我的意思，乃照着祢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只有

這樣的生命，雖然外面比天使小一點，如果因着順服的緣故，真的叫仇敵蒙羞。 

你看那個仇敵離開神，牠能夠生活；離開神，牠仍舊有萬國的榮華，牠不只建立

萬國，所有的萬國的榮華都有。所以讓我們記得，神當初的目的，為人預備一個國，

這一個國是叫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當萬物都服在他腳下的時候，這個生命要長大，

不只往上長，也要橫着長。所以你就看見神告訴我們說，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當

這個生命遍滿地面的時候，不管到哪裏，結果就治理了這塊地，叫撒但蒙羞，最後就

把全地收復回來了。 

神永遠的旨意 

弟兄姊妹不要忘記，表面上是神叫萬物服在亞當的腳下，其實是亞當率領萬物來

到神的腳下。等到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你看見神不是萬有之首嗎？國度不都是祢的

嗎？所以我們很清楚的知道，神當初要建立這樣的國度，雖然是亞當的國，其實就是

神的國。亞當的國具體表現就是最後藉着亞當，把所有失去的通通收回來。這有新約

聖經的根據嗎？當然有，以弗所書第三章十節：「為要藉着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權

的，現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這是照神從萬世以前，在我們主基督耶穌裏所定的旨

意。」 

甚麼是教會？教會就是蒙救贖的人類，人類墮落了，現在這些人完全被救贖回

來，而且當他們接受耶穌基督的時候，十字架不只代表救贖，十字架不只說主耶穌是

我們的救主，因為彼得告訴我們主耶穌掛在樹上，約翰告訴我們主耶穌釘十字架是在

一個園子裏。所以那棵樹對我們來講生命樹，當我們接受耶穌基督作救主，一面我們



接受祂作救主，另一方面我們把基督的生命接受到我們裏面來，所以我們就回轉像嬰

孩一樣，我們就建立，聖靈就在我們身上建立了能力。當我們倚靠神，當我們完全降

服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現在你看見說，因着這樣對付仇敵、勝過仇敵的時候，聖經

告訴我們，結果是天上執政、掌權的（指着天使這班人說的），現在得知神百般的智

慧。他們非常驚訝，他們沒有話說。這裏不只看見神的能力，這裏更看見神百般的智

慧，這是照神從萬世以前，在我們主基督耶穌裏所定的旨意。 

詩篇第八篇給我們看見神永遠的旨意，神在亞當身上所得不到的，結果在基督和

教會完全達到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見嗎，因為這個緣故，你看見等到教會真的在那

裏站在神的這一邊，叫仇敵閉口不言的時候，神就得着所有的榮耀，教會就得着祝

福，羞辱就歸給了仇敵。弟兄姊妹，現在我們知道神當初創造人的目的就是要為人預

備一個國，所以當我們真的服在神面前，神叫萬物就服在人的面前，然後亞當就率領

萬物來到神的面前，能夠對神說國度全是祢的，所有失去的現在我們通通得回來。但

是不要忘記甚麼生命佈滿了地面，甚麼生命能治理全地呢？不要忘記雖然人比天使微

小一點，但是感謝主，等到現在人能夠勝過仇敵，就叫神得着完全的榮耀。 

萬有都服在神的腳下 

神，不錯，有祂的能力，萬物都是祂創造的，所有的銀河系，所有的星球，沒有

一樣東西不聽祂的話，科學家能證明這件事，萬有都服在神的腳下，完全聽祂話的。

今天大家每次開車用GPS的時候，你知道GPS後面的故事嗎？就是告訴我們，神所創

造的萬物都聽祂的話。起頭牛頓告訴我們大概是甚麼樣的一個情形，如果根據他的計

算，今天不可能有GPS，不可能跟着衛星來走的。今天為甚麼那麼準確呢？有一個人

名叫愛因斯坦，你知道因為科學家們發現了神的創造，就把很細很細的一部分通通放

進去了，如果沒有愛因斯坦，根本沒有GPS，不是愛因斯坦偉大，愛因斯坦所發現的

宇宙太偉大了，因為神在那裏管理的，所以所有的萬物沒有一個不聽祂的話的。 

感謝主，雖然今天宇宙撒但背叛了，但是有一件事我們要知道，天上的星球、天

上的星體都是神所創造的。在創造人以前，神也創造了天使，所以天上的眾軍滿了讚

美的聲音。我們知道在還沒有創造人以前，聖經說晨星都在那裏歌唱，你想想看，讚

美就像啟示錄第四章那個讚美一樣，那就證明所有的國度都是祢的，所有這些創造萬

物都服在祂的腳下，這是科學家們可以證明的。但是問題在這裏，如果所有的萬物都

沒有自由意志的，神可以把它們像棋子一樣放這裏放那裏都可以。你可以在家裏關起

門作皇帝的，你說沙發一定放這裏，電腦放這裏，電視放那裏，你是所有的皇帝。弟

兄姊妹，神是宇宙的王沒有錯，但是，這不過彰顯神的能力就是了。但是神太偉大

了，神作王不光讓人看見祂有能力，神要人看見祂有智慧，而且是百般的智慧。那個



智慧能夠叫今天的天使、今天的宇宙能夠來學許多的功課。 

神不只要人順服，神要人佩服。順服是一件事，佩服是另外一件事。順服有的時

候是能力的問題，有的時候你順服是奴隸式的順服，你今天聽爸爸媽媽的話，你沒有

辦法，他的能力比你大，他不給你錢，你就不能生活。所以今天你非聽他們的話不

可，你的順服是奴隸式的順服，你覺得你好像一個棋子一樣，被爸爸擺在這裏擺在那

裏，所以小的時候，很多人都想離家出走的。Ezra很小就想離家出走的，我問他：

「你為甚麼不走呢？」他說：「我不會過馬路。」弟兄姊妹你明白嗎？在這裏給我們

看見今天有權柄不錯，你的順服是奴隸式的順服嗎？不少時候妻子順服丈夫是奴隸式

的順服，因為我們不認識國度是神的，如果我們知道神怎麼樣作神，祂不只要人順服

祂，祂更要人佩服祂。 

如果光是棋子的話，祂能夠掌管他們，但神要得着更大的榮耀，因着這個緣故，

所以祂創造人。當祂創造人的時候，人可以說是，人也可以說不是。祂創造人比天使

微小一點，如果他接受生命樹的果子，你看見他能夠對父神說是，當他自然從心裏順

服，不是勉強順服的時候，你看見父親有何等的安慰。所以等到孩子長大的時候，孩

子小的時候覺得爸爸有能力，等孩子慢慢長大了，覺得爸爸力量不行了。以前不聽他

的話，他拉我的耳朵，今天我可以拉着他的耳朵，因為我比他力量還要大。但是弟兄

姊妹，現在你看見作兒女的仍舊順服，因為他佩服，在他父親的身上，雖然他看見他

年齡一天一天的老了，但他知道他的智慧，你若聽他，你可以得着許多的智慧。你是

完全自由的，你可以有自己的揀選，你有你自己的家庭。但讓我們記得，等到兒女都

長大了，父親慢慢力量衰老了，好像他管不到他的兒女了，但如果他真有權柄的話，

在他身上不只看見能力，在他身上也看見智慧。 

弟兄姊妹，這就是神百般的智慧。所以我們知道神的創造，神創造人完全照着神

的形像，宇宙中只有神是有自由意志的，你看見嗎？為甚麼今天神要造人照着祂的形

像呢？如果神不給人自由意志的話，問題簡單了很多，祂只要把基路伯的火劍圍繞在

知識善惡樹就可以了，沒有一個人是可能墮落的。弟兄姊妹，你看見神冒了好大的

險。但是神有智慧，神有能力。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我們都服在祂的腳下，尤其亞當

帶着萬有服在神的腳下的時候，亞當可以說No，亞當可以跟隨撒但，他寧可把世界丟

在背後，他能向父神說是。當他這樣順服的時候，神就讓萬有都服在他的腳下，結果

亞當就率領萬有來到了神的腳下，就把所有因着撒但背叛所失去的領土重新收復回

來。感謝主，這就是大衛的詩，這就是那位曾經說國度全是祢的，他認識甚麼叫做國

度。 



人背叛神獨立了 

不過我們都知道很可惜，因為亞當失敗了，他應當跟從神的，結果吃了善惡樹的

果子，結果他變成大人了，大到一個地步，他遠離神仍舊可以生活。你看見該隱的後

代，開始有了音樂，開始有了藝術，開始有了武器，開始有了畜牧，所有人類今天的

文明都是從這裏開始出來的，因為甚麼？因為人變成很聰明了，人變大人了，人可以

不要倚靠神了。 

只要孩子長大，他就搬到另外一個公寓去了，因為他獨立了，所有在東岸的孩子

們都要到西岸來讀書，西岸的都要到東岸去讀書，很明顯一件事，他們大了，不需要

父親了，從前需要聽父母的建議。當然從前因為爸爸有錢，你沒有錢，現在你有錢，

你不需要靠爸爸，現在爸爸要靠你了。你看自從人墮落以後，到處都是這些獨立的

人。弟兄姊妹，你獨立可以，你自由可以，甚麼叫自由？自由是能夠自由，不犯罪。

我要問所有搬出去的年輕人，你真的得着自由嗎？你沒有得着自由，你反而受了罪的

捆綁，你反而作了罪的奴隸，這就是知識善惡樹所帶來給人的。 

但是感謝主，今天如果我們接受那個生命，生命樹的生命，我們倚靠祂，我們順

服祂，當我們來到主的腳前，我們就能帶領所有的萬物來到主的腳前。我們沒有權

柄，當我們服在神的權柄底下，我們承認國度全是祢的。弟兄姊妹，現在你看見嗎？

不只你一個人奉獻，所有的百姓都跟着你奉獻，你知道今天教會難處在哪裏嗎？我們

希望百姓都奉獻，你怎麼能夠率領百姓奉獻呢？你是完全把自己放在祭壇上的。感謝

主，當這個大衛沒有接受試探，他沒有冷淡，他沒有退後，他沒有跟隨肉體，感謝

主，當他服在神的腳下，國度全是祢的。弟兄姊妹，他不只一個人奉獻，他能帶領全

國奉獻，全國的錢，所有都服在神的腳下的時候，這個時候大衛有個禱告，國度全是

祢的。 

弟兄姊妹，這裏有個人，不光是從知識上知道甚麼叫國度，在舊約連「神的國」

這個詞都沒有，但是感謝主，你看見大衛一面從神的話明白祂的旨意，另一面從他經

歷裏面，雖然在舊約，他已經經歷了甚麼叫做國度全是祢的。在舊約只有一個寶座，

叫做大衛的寶座，所羅門沒有自己的寶座，所羅門是坐在大衛的寶座上。弟兄姊妹，

這是大衛所學的功課。弟兄姊妹，當大衛坐在寶座上的時候，是因為他讓神來坐寶

座，他能夠說國度全是祢的。但願主恩待我們。 

禱告：「主啊，我們把這些話再交在祢的手裏，如果祢覺得好就使用這些話，尤其對

年輕人、第一次來參加聚會的人，祢把這些話很簡單解釋給他們聽，開我們的眼睛，

叫我們在這個聚會裏面能蒙恩典，我們感謝、禱告是靠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 。 阿

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