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國度是祢的      陳希曾弟兄 

「但有人在經上某處證明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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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並將祢手所造的都派他管理，叫

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既叫萬物都服他，就沒有剩下一樣不服他的。只是如今我們還

不見萬物都服他；惟獨見那成為比天使小一點的耶穌；因為受死的苦，就得了尊貴榮

耀為冠冕，叫祂因着神的恩，為人人嘗了死味。原來那為萬物所屬、為萬物所本的，

要領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裏去，使救他們的元帥，因受苦難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

（來二6-10） 

禱告：「親愛的主，我們感謝祢，我們今天能坐在這裏，因為國度是屬於祢的，我們

能坐在祢的腳前像馬利亞能聽祢的話，有人能在這裏為祢說話，這些說話的能力和聽

話的能力都是屬於祢的。但願在這個聚會裏面用祢自己的榮耀來充滿我們，讓我們真

看見榮耀是屬於祢的。我們感謝祢，因為國度、能力和榮耀全是祢的，我們這樣禱告

是靠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阿們！」 

神的所作顯明國度是神的 

剛才所讀的希伯來書一段聖經，很明顯是引詩篇第八篇的話。我們曾經說到舊約

在神的心目中只有一個寶座，就是大衛的寶座。所羅門是坐在大衛的寶座上，約西亞

是坐在大衛的寶座上；所羅門沒有自己的寶座，約西亞沒有自己的寶座；將來我們的

主回來的時候，祂也是坐在大衛的寶座上。所以大衛的寶座最能告訴我們到底國度是

甚麼。當大衛說國度也是祢的，沒有一個人比大衛更認識甚麼叫國度。雖然神曾經對

他說你不是那個人，你流了太多人的血，所以你不能為我建造聖殿。但大衛滿心要為

神建造聖殿，他有多少個晚上失眠就是因為要建造神的殿。那個打擊是個痛苦的打

擊，是因為愛主而有的痛苦，他不是為自己要作甚麼，他要一切為着神來作，他不要

合上眼睛，除非他看見神的殿能夠被建造，難怪大衛是合乎神心意的人，他的苦難是

為着叫主的心得着滿足而受苦的。 

在那個時候，我們的神應當接受他，應該毫無疑問接受他的奉獻，但神說你不是

那個人。大衛有沒有因這個緣故退後呢？他有沒有因這緣故上了仇敵的當呢？雖然神

揀選了別人，他仍舊把他所有的獻上。最後當聖殿建起來的時候，那個不叫大衛的聖

殿，而叫所羅門的聖殿，神好像刻意把榮耀歸給別人。當你真心要事奉神的時候，當



你聽見神說你不是那一個人，我們覺得像我們這樣的人神非用我們不可，如果有一天

神說我不能用你，我們能不能接受？我們今天不事奉神就算了，我們一事奉神，神非

用我們不可，我們太重要了，我們應該擺在最明顯的位置上。但是感謝主，神說你不

是那個人，因着這個緣故，他應該甚麼都不作了，他在一生最後的一段年日，他只做

一件事，把他所有的儲蓄都放在主的腳前。當他真的把所有放在神的腳前的時候，所

有他百姓所奉獻的都在大衛的腳前，然後大衛帶着他自己的奉獻和全民的奉獻。他有

一個禱告，那個禱告就是國度是祢的。 

你怎麼知道國度是祢的？你在哪裏？你是不是在祂的腳前？雖然神說不是你，神

可以用你，神也可以不用你。當主把我們擺在一邊的時候，你能不能為主仍舊鞠躬盡

瘁把所有都擺上呢？神要用你的時候，你當然鞠躬盡瘁，甚麼都擺上，但是不要忘記

因為國度是祂的，祂可以用你，祂也可以不用你；祂可以用你，祂也可以把你擺在一

邊，在這個時候你能不能對主說：「主啊，我把我的一切都放在祢的腳前。」你要事

奉主的時候，你當然甚麼都擺在主的面前，現在你在主的手裏有用。但是現在你看見

因着祂是主的緣故，你說祂用你，祂是主，祂不用你，祂仍舊是你的主。所以感謝

主，你看見大衛學了一個美好的功課，等到最後他把所有都擺在神的面前，結果就是

把所有的都擺在他的腳前。你怎麼形容這個國度？難怪聖經說這是大衛的寶座，就這

麼一個寶座，沒有第二個，因為大衛不只認識國度，而且他能夠禱告說國度是你的。 

因着這個緣故，神開他的眼睛，在詩篇第八篇裏面他給我們看見他的確認識神的

國度，創世記第一、二章完全向他打開了。你如果讀詩篇第八篇，你發現第一節是相

對於創世記第一章一節，從第四節以後相當於創世記二十六節以後。然後你怎麼解釋

第二節到第二十五節呢？這裏給我們看見為甚麼神要創造人，而神創造人的時候，叫

人比天使微小一點，神自己並不出來對付仇敵，因為祂是創造者，用創造者的能力來

對付受造者，那是輕而易舉的事。如果祂這樣作的話，仇敵有話要說，三分之一墮落

天使有話要說，三分之二沒有墮落天使也有話要說。現在神要作一件事，不只勝過仇

敵，而且叫仇敵閉口不言。所以因着這個緣故，神就創造人比天使微小一點。 

天使是受造之物，後來背叛了就變成撒但跟魔鬼。現在你怎麼對付這個墮落的天

使呢？神就創造比天使更微小的人。不只如此，祂把兩棵樹擺在伊甸園中，祂要人揀

選生命樹，因為在宇宙中只有這棵樹代表甚麼是生命，等到人真的吃了生命樹果子以

後，這個人很自然的回轉像小孩像嬰孩一樣了，那個生命是倚靠的生命，那個生命是

順服的生命，就因着他這樣的好像沒有力量，就建立了能力，而那個能力大到一個地

步，可以擊敗仇敵，對付仇敵，而且叫仇敵閉口無言。 

 

生命樹的路才是正途 



那麼，到底應該怎麼樣作呢？怎麼樣人能達到這個目的呢？我們知道神對於人的

旨意是這樣，一面祂以榮耀尊貴來作我們的冠冕，當我們根據神的形像來給創造的時

候，我們就看見神以榮耀尊貴作了我們的冠冕；但是神同時給我們一個使命，那個使

命就叫我們能管理神手裏所造的，神要人作海陸空的大元帥，結果聖經的話說要叫萬

物都服在他的腳下，因為那個生命是個順服的生命。所以，當人服在神的腳下時，神

就把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結果叫我們知道說這個人類就很自然的神就叫他能夠治理

這地。那麼怎麼治理這地呢？聖經給我們一個很清楚的原則，當全地都淪陷在敵人的

手裏，當世界都臥在那惡者的手下，現在我們怎麼能夠從仇敵的手裏面為神奪回那些

失去的領土呢？只有當這個生命充滿整個大地的時候，所以主的話說Be fruitful, and 

multiply.意思就是說生養眾多。這個生命，這個倚靠的生命，這個生命樹的生命，不

光是要長大，而且要豐滿，不是一點點，而是豐滿，滿到一個地步，不管這個生命到

甚麼地方，很清楚的，如果它充滿整個大地的話，因為整個大地臥在那惡者的手下，

只要這個生命在哪裏，很自然的就治服了這個地，而且結果就承受了這個地。 

我們知道這是神的旨意，這就是為甚麼神說你要Be fruitful, and multiply.意思說生

養眾多，遍滿地面，治服這地。甚麼叫治服這地？就是要萬物都服在人的腳前，那個

時候很自然所有失去領土就通通收拾回來了，因為亞當是服在神面前的，當地上的萬

物服在亞當腳前的時候，亞當就着族類的元首來說，他就率領所有的萬物服在神的腳

前，這些萬物本來在撒但腳前的，結果你看見這些，神就把它們完全讓它服在神的腳

前。結果這個國度就是神從創世以來為人所預備的一個國度，表面上是亞當的國，其

實國度是祢的，國度不是亞當的，亞當這個權柄不過是代表的權柄，宇宙中只有一個

權柄就是神自己是權柄，現在人不只要彰顯神的榮耀，因為我們像祂，我們的事奉都

是生命的流露，你像神有多少，你的事奉就有多少。 

今天我們做的事情太多了，我們根據創世記很清楚的看見，你要生命流露有多

少，你像神有多少，你事奉就有多少。我們事奉的內容、事奉的度量，不可能超過我

們像神的度量。今天我們的事奉是個失敗的事奉，我們太多的工作，我們太多的功

勞，我們太多的表演。弟兄姊妹，神的旨意很清楚的，當生命進到我們裏面，我們就

越來越像祂，越來越能彰顯祂。當這個生命流露的時候，它充滿大地的時候，它自然

就征服了這塊地。你要說我有甚麼能力能從敵人手裏收復這個領土呢？國度是祢的，

能力也是祢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甚麼得勝，能力是祂的，如果你有甚麼得勝，榮

耀是祂的，為甚麼？你我不過是被造的，你我不過照着祂形像來造的。但是感謝主，

因着我們接受基督的生命，我們服在祂的腳前，神就把萬物放在我們腳前。作父母

的，你服在神的腳前，神自然把你的兒女放在你的腳前。甚麼時候你的兒女背叛你，

就顯出我們真實的光景來。作丈夫的，他如果真的服在主的腳前，如果真的讓基督來



作頭的話，弟兄姊妹，自自然然的作妻子的看見他是頭。所有要人順服的，最後都是

叫人佩服的。沒有一個人順服神，順服是個奴隸式的順服，那是羅馬帝國，那是這個

世界上的帝國。所以今天我們講的丈夫作頭，許多時候我們就以為世界上是這麼作頭

的。所以我想這個路非常非常清楚，一開始主就把為人類所預備的國度告訴我們很清

楚。 

伊甸園 

不只這樣，創世記第二章裏面還給我們看見怎樣能叫萬物服在我們的腳前，這個

生命怎麼能夠佈滿地面，神結果是怎麼作的呢？雖然神是在淪陷區裏面創造了亞當，

結果祂把亞當是放在伊甸園裏，伊甸園是怎麼一回事呢？伊甸園就是新耶路撒冷的小

影，如果你比較伊甸園和新耶路撒冷的話，你看見說很希奇的，當你在伊甸園的時

候，有水從伊甸園流出來；在新耶路撒冷裏面，你看見有水從神的寶座流出來，然後

從那裏流到全地去了。所以當整個伊甸園被澆灌的時候，你只要順着伊甸園的水流往

前走的話，你找到金子了，金子代表神的性情；等一等你找到寶石，寶石代表聖靈的

工作；等一等你找到了珍珠，珍珠代表從死裏出來的生命。你看見嗎？只要你順着聖

靈的水流。 

今天伊甸園是甚麼意思呢？如果你要出去遍滿地面的話，我們必須先在主的腳

前，我們必須先要在天的澆灌底下，只要先在天的寶座底下，然後順着水流往前走，

你找到金子了，你找到寶石了，你找到珍珠了。 

大家都知道如果亞當不墮落的話，最後神心目中就是根據伊甸園作根基，伊甸園

只是花園，但是耶路撒冷乃是花園城。所以這裏很清楚給我們看見所有的開始都是從

天開始的，我們如果真的在神的寶座前，我們真是接受天的澆灌，這個生命就長大

了，因着生命長大的緣故，這個生命就擴大了。因着我們直着長往上長，結果我們很

自然的就往外擴張了，這個生命慢慢長，豐滿到一個地步，充滿了整個伊甸園。再豐

滿，這個生命就越來越擴張，越來越擴張，然後最後充滿了整個大地，然後就治服了

這塊地，就把萬物就收回來，帶回到神的腳前。所以弟兄姊妹，秘訣是甚麼？秘訣乃

是伊甸園。但是很可惜，結果因着人墮落犯罪以後，我們只看見伊甸園，我們沒有看

見新耶路撒冷建造起來。 

亞伯拉罕雖然在帳棚裏面，他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神乃是經營建造這座城。所

以我們知道說從永遠到永遠，神的目的希望帳幕在人間，而那個帳幕就是指着新耶路

撒冷來說的。所以你比較創世記跟啟示錄，很自然你就知道神當初的心意是甚麼，祂

所建立的國度是怎樣的一個國度。 



人的墮落 

但是很可惜，這個國度從來沒有實現過，因為亞當沒有揀選生命樹，亞當揀選了

知識善惡樹，人就墮落了，人就失敗了。創世記第三章人墮落到罪裏面，第六章人墮

落到肉體裏面，到了第十章，人墮落到世界裏面。甚麼意思？那裏有個英雄叫做寧

錄，寧錄作甚麼事？寧錄那個時候統一了世界，建立了第一個巴比倫帝國。不只如

此，不只帝國，而且巴比倫城，不只巴比倫城，而且巴別塔，他們要把巴別塔蓋得越

高越好，能達到天，要傳揚他們的名，免得被分散。為甚麼？撒但藉着寧錄要把世上

所有的萬物都服在他的腳前，這個叫做帝國。所以人類第一個帝國的開始，很清楚

的，事實上就是根據神當初原來的思想。你看見沒有，神要人能夠來到祂的腳前，結

果撒但墮落了，失敗了，結果撒但就要作同樣的事，所以這就是巴比倫的開始。 

但是不要忘記，到了十四章以後，你看見神所作的是叫耶路撒冷，和巴比倫是對

立的。所以伊甸園的故事是兩棵樹的故事，你繼續讀下去，是兩個城的故事。我們知

道說當然巴比倫代表整個的世界，世界臥在惡者的手下。然後第十章告訴我們有七十

個國，你記得主耶穌不是打發七十個門徒出去嗎，因為有七十個國，所以你看我們的

主就打發七十個門徒出去；因為有十二個支派，所以我們的主在加利利的時候，祂就

打發了十二個門徒。所以非常的清楚，世界是怎麼形成的？為甚麼不要愛世界，為甚

麼愛世界，愛父的心就沒有了？你如果看見耶路撒冷怎樣和巴比倫是對立的，所以我

們知道說因着這個緣故，那麼很清楚的我們看見，我們就看見現在人不只墮落到罪裏

面，那只是個人的背叛，到了第十章乃是團體的背叛，所以這個時候世上的國就開始

了。所以我們不要忘記，你要知道說世上的國成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國這句話是怎麼

來的？你要問這個世上的國是怎麼開始的，因為當亞當吃了善惡樹果子以後，你看到

所有亞當都服在撒但的腳下。不要忘記了，當初神失去了領土，現在這個所有的領土

裏面包括亞當的族類在裏面。所以，神第一句話就問說：「亞當，你在哪裏？」所以

現在亞當不只落在罪裏面，不只落在肉體裏面，甚至於落在世界裏面。 

神宣告女人的後裔要傷撒但的頭 

因着這個緣故，現在我們的主要預備一個救恩，祂揀選亞伯拉罕，目的就是有一

天女人的後裔要誕生。亞當失敗了，人類失敗了，但是女人的後裔要得勝。很明顯亞

當敗在蛇的面前。然後你看見人墮落以後，神第一個應許是甚麼樣的應許？你的後裔

和女人的後裔要彼此為仇，蛇的後裔和女人的後裔要彼此為仇，但是不要忘記女人的

後裔要傷你的頭。你看見嗎，首先的亞當在蛇面前被完全打敗了，但是不，為甚麼女

人的後裔？怎麼得勝的呢？原來在十字架上你看見女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祂

的腳跟。主在十字架上一面勝過了仇敵，另一面祂自己也流血了，祂自己也受傷了，



不過祂只是腳跟受傷，但是對於仇敵來講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弟兄姊妹，讓我們記

得，好像亞當完全被打敗了，但是神說人類要有一位救主，一面祂要拯救我們，祂的

名叫耶穌，要把祂百姓從罪惡裏面拯救出來，這個我們都知道，但重要的，這位救主

是得勝者。首先的亞當失敗了，末後的亞當得勝了，第一個人失敗了，第二個人得勝

了，為甚麼要第二個人？神有沒有放棄祂的計劃？沒有。神有沒有說因着在亞當身上

失敗了，我就算了？沒有，神受一點的挫折，但是神仍舊要完成祂的旨意。所以祂就

應許我們有女人的後裔。 

人類的救主 

感謝主，現在我們知道說有一天人類的救主要出現在這地上，但人類的救主如果

是主耶穌的話，祂是神的兒子，如果祂光是神的兒子，不錯，祂有資格拯救我們，但

是神是不死的，如果神不死，祂怎麼為我們釘十字架？所以為着要完成人類的救贖，

所以道必須要成為肉身，神需要變成人。所以當祂藉着馬利亞從聖靈懷孕，道成肉身

的時候，你記得祂是女人的後裔，你記得祂是女人的後裔。我們都是男人的後裔，所

以我們都是罪人。但是神作了一件特別的事，你看見嗎，我們的主來到地上是女人的

後裔，當祂來到地上的時候，祂一面是神，一面又是人，祂裏面是神，外面是人。當

祂在船尾睡着的時候祂是人，當祂起來斥責風和海的時候祂是神。 

當祂釘十字架的時候，頭三個鐘頭，祂說：「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

的，他們不知道。」神的兒子，祂與父有親密的交通。中午十二點到下午三點鐘的時

候，有一個聲音呼天喚地說：「我的神！我的神！為甚麼離棄我？」弟兄姊妹，這句

話應該是你說的，這句話應該是希特勒說的，這句話應該是我說的，所有的罪人都應

該說：「我的神！我的神！祢為甚麼離棄我？」所以主耶穌站在人子的地位上，頭三

個鐘頭，祂十十足足是神的兒子，但是後面三個鐘頭，祂是道道地地的人子。所以弟

兄姊妹，為甚麼一面是神的兒子，一面又是人子呢？因為只有這樣，祂才能為我們完

成救贖，所以只有這樣，然後你看見神的應許女人的後裔才能夠降生。這是個奧秘，

我為着年輕人要多解釋一點，講到主耶穌是我們的救主，祂的確是人，也的確是神，

祂的確是神的兒子，祂有資格拯救我們，祂有能力拯救我們，但是我說過了，如果光

是神的兒子的話，祂就不可能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祂成為人子。感謝主，當你看見主

耶穌掛在天地之間六小時的時候，一面是神的兒子，一面的確是人子。你說這不是變

成奧秘嗎？這怎可能發生的呢？ 

 

比天使小一點的耶穌 

讓我講另外一個故事給大家聽，聖經說神就是光，神像光一樣；但如果你看看我



們的光，這光到底是甚麼？那麼有人會告訴你說，有一個人名叫牛頓，他告訴我們很

對的，光就像子彈一樣，而且這個子彈跑得很快很快的，現在我們叫那個子彈，反正

任何一個名字都可以的，那這個就是光。但是沒有多久以後，科學家們做實驗，發現

光原來像波一樣，好像你把石頭丟在湖面上，結果慢慢波就散開了，波慢慢就開始往

外走了。那個時候另外一個基督徒叫做麥克斯韋，就像牛頓是基督徒一樣。麥克斯韋

根據各種實驗的結果找到了四個方程式，可以解釋所有實驗所看到的電，還有磁的現

象，各種的現象。但是因為他相信神是宇宙獨一的真神，如果宇宙只有一位真神的

話，四個方程式太多了，所以後來他就把四個方程式變成一個方程式，然後根據那個

方程式，他發現光原來是個波，就像實驗所告訴他的一樣，而且那個速度就像光的速

度一樣。牛頓是基督徒，麥克斯韋也是基督徒，牛頓告訴我們光是個粒子，是可以往

前跑的；麥克斯韋和其他的科學家說光像波一樣，怎麼辦呢？ 

有一度在英國如果你要教物理的話，禮拜一、禮拜三、禮拜五你教這個光像粒子

一樣，你要討牛頓的歡喜；然後禮拜二、禮拜四、禮拜六就告訴我們說這光是像波一

樣，這個皆大歡喜不是嗎？到現在為止，如果我們真的要知道到底光是怎麼一回事，

現代的物理學家會告訴你說，如果你真的要知道真理，甚麼是光的話，一面它是像粒

子一樣，另一面也像波一樣。如果你光說一面，你沒有擁抱真理，只有當你把兩面都

擁抱的時候，你說這個就叫做真理。 

所以請大家記得，我們的主必須成為人子，只有這樣才能拯救我們。但是感謝

主，甚麼叫道成肉身呢？裏面是不折不扣的神，外面是不折不扣的人，所以用從前古

代的英文是very God, and very man，我們知道只有這樣，你才知道我們所信的誰。所

以感謝主，人墮落了需要救主。但是問題在這裏，國度不是屬於祂的嗎？現在怎麼這

些人都跑到寧錄的腳下，都跑到撒但的腳下去呢？如果主應許我們救主的話，祂要作

比這個更大的事。所以弟兄姊妹，現在我們要回到剛才所讀的一段聖經，就是希伯來

書第二章那裏。 

當我們讀詩篇第八篇，祢使人比天使微小一點，現在我們感謝主，這裏聖經有個

很清楚的解釋：「惟獨見那成為比天使小一點的耶穌。」第九節，就着主耶穌是神的

兒子來說，祂是比天使高大的；但是因着祂成為人子，所以祂就成為比天使小一點的

耶穌。現在明白嗎，弟兄姊妹，神要對付仇敵，現在神不以創造者的資格來對付牠，

現在主耶穌道成肉身，一面因着祂是人子，可以為我們掛在十字架上，但另外一方

面，現在我們的主耶穌是站在第二個人的位置上，第一個人失敗了，神有沒有被推

翻？沒有，我們的主耶穌乃站在人子的地位上，弟兄姊妹，現在我們知道祂的生命乃

是倚靠的生命，祂的生命乃是順服的生命，祂不以與神同等為強奪的，祂反倒虛己，

成了奴僕的樣式，而最後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結果神就把祂升為至高。所以你



看見嗎，那個生命是順服的生命，那個生命是情願死在十字架上的生命，祂不只比天

使低一點，祂最後為我們三天三夜在地裏面，是宇宙最低最低的地方，結果神讓祂從

最低的升為最高的。所以現在我們明白了，今天如果我們的主得勝的話，我們的主勝

過仇敵的話，因為祂比天使微小一點，感謝主，當祂這樣得勝的結果，結果神就叫萬

有都服在祂的腳下。 

所以弟兄姊妹，當你讀腓立比書第二章的時候，我們看得很清楚，不是嗎？我們

再看一下好不好？第六節：「祂本有神的形像，不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

己，取了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

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結果神就把祂升為至高。在十字架上，祂不只比天使微小

一點，祂是卑微到一個地步，好像是個犯人，被列在犯人之中。弟兄姊妹，結果聖經

告訴我們說，就在十字架上祂傷了撒但的頭，然後三天以後從死裏復活，神叫祂從死

裏復活。 

浩大的能力 

現在我們很快的來到以弗所書第一章，當我們來到以弗所書第一章的時候，你看

見我們弟兄下午已經提到了，就是第一章十九節：「並知道祂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

能力，是何等浩大。」神創造的能力是顯在核子能力上，諸天述說神的榮耀，那個能

力都是核子的能力，但是不要忘記今天我們蒙恩得救—救贖的能力，一面是復活的

能力，還有一個是升天的能力。地像棺材底，天好像棺材頂一樣，多少年來，沒有人

從這個棺材裏面出去過的，死從來沒有死過的。到了主第三天從死裏復活的時候，那

就是死亡的時候。 

記得有一個真實的故事，有一度英國的威靈頓將軍跟拿破崙打仗，大家都等候打

仗的消息，所以等到他們看見天空傳來消息的時候，下面幾句話「威靈頓大敗」，當

你看見這個字的時候，所有倫敦人都垂頭喪氣，就到禮拜堂去禱告去了。當他們聚完

會出來的時候，太陽出來了，原來在「威靈頓大敗」後面還有幾個字，還有「拿破

崙」三個字，「威靈頓大敗拿破崙」。所以弟兄姊妹，當主釘十字架的時候，好像我

們的主又失敗了，當祂從死裏復活的時候，你看見嗎，弟兄姊妹，祂勝而又勝，祂就

是那個得勝者。 

這叫我們看見神叫祂從死裏復活。但是光是死裏復活，你仍舊在地上，你是活

的，當你仍舊受地心吸力的影響，你仍舊被困在這個境地裏面，但是不要忘記現在有

一個能力要叫我們從地上能夠街到天上去，那個叫做升天的能力。請記得現在有兩個

能力，創造的能力是顯在核子能力上，救贖的能力是顯在復活和升天的能力上。有的

人只經歷復活的能力，他仍舊被困在地上，到了一個地步他一直覺得很沮喪，所以弟



兄姊妹，因着這個緣故，他需要靠藥，需要這樣那樣，他所需要的乃是升天的能力。

所以感謝主，弟兄姊妹，現在我們要看這兩個能力把我們的主帶到甚麼地步，當然復

活的能力叫祂從死裏復活，升天的是叫祂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 

不只如此，甚麼叫坐在自己的右邊？遠超過一切，因為當祂升天以前，祂一定經

過仇敵盤踞的地方，因為魔鬼仍舊是空中的掌權者。不要忘記，這個升天的能力叫祂

所有的仇敵都敗在祂腳底下，所以不但是今世的，連來世的也都超過了。弟兄姊妹，

當祂升到至高，主的話是怎麼說的？又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弟兄姊妹，現在你明白

嗎？因着我們的主在十字架上，祂服在神的腳下，神叫祂從死裏復活，當祂升到至

高，萬有就服在祂的腳下。你怎麼解釋萬有服在祂的腳下？就是神使祂作萬有之首，

你看見嗎，祂是萬有之首，叫所有的都在祂的腳下，頭跟腳之間是甚麼？乃是基督的

身體，不要忘記教會乃是基督的身體。所以現在你就看見在今天一面來講我們知道現

在有個國度，你怎麼知道是國度？因為萬有都服在祂的腳下。你怎麼知道這叫做國

度？因為祂是萬有之首。弟兄姊妹，對亞當來講，是地上的萬物服在他的腳下，但是

我們的主因為升到天上，所有宇宙的萬有都服在祂的腳下，所以使祂為教會作萬有之

首。弟兄姊妹，你怎麼形容這個國？這個國當然是人子的國，你怎麼形容這個國？這

國當然是天國。弟兄姊妹明白嗎，非常非常清楚。 

神立祂為主為基督 

不只如此，聖經只有這個地方告訴我們說將萬有都服在祂的腳下嗎？在主升天的

時候，明白嗎？這和主第一次來，然後道成肉身，死而復活，然後升到天上，弟兄姊

妹現在你看見說祂就將萬有都服在祂的腳下。所以我們知道在五旬節那一天，神已經

立祂為主為基督。不要忘記那個主，在保羅那個時候，普通講「主」是用在皇帝的身

上，你講Lord Augustus，因為Augustus是羅馬帝國皇帝，所以當那些腓立比禁卒，保

羅對那些腓立比禁卒傳福音的時候，他怎麼說呢？當信「主，耶穌」，現在 不 是

「主，該撒」，你是羅馬人。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如果神立祂為主為基督的話，那

很明顯的，有一個國度已經顯在地上了。在亞當身上失敗的，在主身上成功了，所以

天國是甚麼時候開始的呢？天國乃是主升天的時候神立祂為主為基督就開始了，到了

五旬節的時候，神就藉着彼得的鑰匙把天國的門就打開了。所以主耶穌說天國近了，

你們應當悔改，祂為天國預備百姓，許多人來跟隨祂。 

祂復活的時候顯現給五百多弟兄看，但其中有退後去的，只有一百二十個聚集在

耶路撒冷。感謝主，結果我們知道五旬節那一天一百二十個浸成功作一個身體，那一

天是教會誕生的一天，那個也是天國開國的一天。所以讓我們記得聖經講到天國的時

候，神的國是從永遠到永遠的。你讀聖經的時候，天國很明顯是從主耶穌降生第一次



來的時候就開始了，祂降生在伯利恆，你看就顯出來了，但正式開國乃是到五旬節的

時候。 

主第二次來 

還有一段聖經就是哥林多前書第十五章二十四節：「再後末期到了，」那表示主

要回來了，這講到主第二次來，「那時，基督既將一切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都

毀滅了，就把國交與父神。」聖經的講法是很文雅的，基督既將一切執政的、掌權

的、有能的，都毀滅了。用我們的話來說，基督那個時候就把撒但捏死了，祂不是不

要捏死，祂那個時候才把牠捏死。你看見嗎，在那個時候聖經怎麼說呢？祂就把國交

與父神。現在明白嗎？很明顯的，祂的國度是從第一次來到最後千禧年完，這個叫做

天國，現在祂就把天國就交給父神。所以弟兄姊妹，又回到神的國了，從神的國到神

的國。所以現在你就知道說原來天國從主第一次來直到主第二次回來。 

然後二十五節：「因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切仇敵都放在他的腳下。」明白

嗎，弟兄姊妹，天國兩千年前就開始了，但天國還在將來，天國一面是今天的，一面

是將來的，因為從主耶穌第一次來就開始了，一直等到主耶穌第二次來，最後祂把這

國交與父神，所以現在我們很清楚了，神叫萬物都服在祂的腳下，所以很清楚的，這

個就是聖經裏面在舊約所講的將來要來的國，你看我們的主要坐在大衛的寶座上。 

二十八節：「萬物既服了祂，那時，子也要自己服那叫萬物服祂的。」現在明白

甚麼叫國度嗎？連我們的主，當祂把國交給父神的時候，祂情願服那叫萬物服祂的，

然後下面怎麼說？叫神在萬物之上，為萬物之主。這是甚麼意思？國度全是祢的。弟

兄姊妹現在你看，藉着我們的主勝過了仇敵，藉着我們的主對付了仇敵，叫仇敵蒙

羞。所以現在很清楚了，這個就是聖經裏面新約所講的神的國，或者是天國，這兩個

有重疊的時候，有不同的時候。你來到了波特蘭，你就來到了美國；你來到美國，你

不一定來到波特蘭。所以我們很清楚，聖經裏面一面講到神的國，一面也講到天國，

所以我們知道是從主耶穌第一次來一直到主耶穌第二次來。所以我想主的話是非常非

常清楚的。 

從預言看國度 

最後，讓我們從預言裏面來看這件事，我們來看看這個但以理書。當主耶穌和施

浸約翰講到天國的時候，他們沒有向聽眾解釋說天國是甚麼，所有的聽眾都懂。我們

的主耶穌也沒有解釋，可見天國這個詞一定從舊約來的，從甚麼地方來的呢？你讀但

以理書第二章就很清楚，你記得但以理書尼布甲尼撒王巴比倫王做了一個夢，結果那

個夢夢見一個大像，頭是金的，胸是銀的，肚腹是銅的，腿是鐵的，那麼我們知道從



頭到胸這個時間慢慢往下流，等到世界快末日的時候，自然就到了腳的部分，聖經告

訴我們有塊大的石頭砸在腳上，就把它砸得粉碎。那麼弟兄姊妹，這到底指着甚麼來

說的呢？猶太人很清楚，那指着將來末日的時候，因為這是腳嘛，所以末日的時候一

定指着將來彌賽亞的國說的，彌賽亞要來。 

但是我們要從新約聖經證明到底誰是彌賽亞，你記不記得在馬太福音二十一章，

主說匠人所棄的石頭，已作了頭塊的房角石，祂講了一句話：這石頭掉在誰的身上，

就要把誰砸得稀爛。所以不要忘記這個就是那塊石頭，所以有一天，萬物都要服在祂

的腳下，那個石頭要變成一個大山，要充滿天下。所以從這裏很清楚，天國是將來

的。但是不要忘記，過了五十年以後，但以理已經不再十七歲了，已經大概六十七歲

了，他就看見了但以理書第七章的異像，他這回不是看見金銀銅鐵，這回看見四隻

獸，第一隻獸從海中上來，那個海指着地中海說的，所以一個是巴比倫，一個是獅

子，然後是熊，然後是豹，最後是不知名的獸。我們都知道雖然經過了五十年，神的

預言沒有改變，仍舊是四個大的帝國，不過一個是皇帝的夢，一個是俘虜的夢。當一

個皇帝做夢的時候，他看見這個世界是金銀銅鐵，他只看見世界的面子，他沒有看見

裏子。所以如果你真的看見裏子的話，在但以理眼光中，你看見先是獅子，然後以色

列人像羊一樣在獅子的口裏。等到巴比倫帝國走入歷史了，以色列人有沒有鬆一口氣

呢？沒有，結果又跑到熊的口裏，結果又跑到豹的手裏。弟兄姊妹，所以對於但以理

來說，這是以色列王國的血淚史，裏面有血有淚的。但是不要忘記，第二章五十年

前，前面四個帝國，後面是用石頭和金銀銅鐵來作對比的，但是現在同樣一件事情，

你怎麼形容這世上的國？因着人類墮落的緣故，因着撒但要把所有這些地上的要服在

牠的腳下，所有在罪裏面最可怕的通通表現在這裏。 

但是感謝主，告訴我們有第五個國度，第五個國度叫做人子的國度，石頭跟金銀

銅鐵金屬來對比，現在是人子的國和獸的國來對比。你知道在希伯來文裏面，因着缺

少形容詞的緣故，所以它常常把兩個名詞來形容一件事，比方說the son of sorrow憂愁

之子，那憂愁之子並不是說憂愁生了兒子了，不是，沒有，意思這個人是個憂愁的

人。巴拿巴是安慰之子，這不是說安慰生了兒子，不是，這告訴我們這個人就是安慰

別人的人。甚麼叫人子？人子甚麼意思呢？就是人的人，這不像中文，對不對？意思

就是這是道道地地的人，就是亞當失敗了，現在這裏有一個人子，祂來到地上，祂八

十次稱祂自己是人子。 

弟兄姊妹，現在有一個國度，叫做人子的國度，你不要忘記創立世界以來為人不

是預備一個國度嗎？那個國度不就是人的國度嗎？亞當的國度不就是人類的國度嗎？

結果人失敗了，怎麼辦呢？第二個人得勝了。所以這個國是人子的國。現在我們要問

這個人子應當甚麼時候出現呢？所以這個告訴我們四個大獸就好像四王要在世上興



起，結果這四個王在聖經裏面都點到名字了，誰代表巴比倫帝國呢？尼布甲尼撒。誰

代表波斯帝國呢？當然是古列，為甚麼？因為在公元前八百年前，當古列將軍還沒有

誕生的時候，神已經呼召他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見嗎，這是第二隻獸。第三個就是

亞歷山大，那麼第四個帝國應該在聖經裏要出現的，它一出現了以後，人子就出現

了。所以現在我們來讀一段聖經，路加福音第二章：「當那些日子，該撒亞古士督有

旨意下來，叫天下人民都報名上冊。」Augustus亞古士督，大家都承認他代表羅馬帝

國，因為他給羅馬帝國帶來兩百年長期的和平，所以亞古士督剛剛登位的時候，羅馬

城是個磚頭的城，等到他離開他寶座的時候，羅馬這個城是個大理石的城，所以讓我

們看見說今天在亞古士督的手裏，條條大路都可以通羅馬，從一個地方到另外一個地

方。希奇不希奇，主耶穌不只是降生在羅馬帝國底下，而現在第四個王、第四隻獸的

名字叫甚麼呢？叫亞古士督。 

接下去就是伯利恆的故事，接下去主耶穌就降生在伯利恆，馬利亞怎樣童女懷孕

生子，最後你知道主耶穌就降生在馬槽裏面。現在我們看天使怎麼解釋？因為在伯利

恆之野地裏有牧羊的人，夜間按着更次看守羊群。結果有主的使者站在他們旁邊，主

的榮光四面照着他們。天使對他們說：「不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

萬民的。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裏，為你們生了救主。」主耶穌是女人的後裔，祂可以是

我們的救主。但是不只如此，「就是主基督」，前面是主亞古士督，現在是主基督。

所以人子的國是建立在敵人的領土裏面，現在很清楚了，那你怎麼知道祂是主基督

呢？有一個甚麼信號呢？你怎麼知道這是主該撒呢？他坐在寶座上，頭上戴着冠冕，

他手裏拿着權杖，你不會弄錯的。這就是世上的國。現在如果你要找到主耶穌，到底

在甚麼地方你可以找到祂呢？要給你一個記號，你只要看見那個記號，你知道那就是

主基督了，不會錯了。結果他們看到甚麼？一個嬰孩包着布，臥在馬槽裏，這個就是

主基督。人子的國、天國就從馬槽開始的。親愛的弟兄姊妹，那是祂的記號，世上的

國的記號是寶座是榮耀，人子的國、天國一開始的時候你看見祂是在馬槽裏面，你所

看見的是嬰孩，因為藉着詩篇第八篇告訴我們說，在嬰孩和吃奶的口中要建立能力，

給我們看見這個生命乃是生命樹的生命，你看見主耶穌在伯利恆連一個房間都找不

到，祂降卑到一個地步降生在馬槽裏面，馬槽作了祂的搖籃。但是不要忘記，當你看

見馬槽裏的嬰孩不是嬰孩，祂的生命是倚靠的生命，但是不要忘記，祂就是主，祂就

是基督。 

 

人子的國在地上開始 

弟兄姊妹，現在你明白嗎？因為這個緣故，我們就看得很清楚，原來但以理書第

七章那裏給我們所看見的天國從甚麼時候開始呢？是從道成肉身開始的，但是不只如



此，甚麼時候人子得到國度呢？那裏給我們看見一幅圖畫，甚麼圖畫呢？就是人子升

到天上，駕着雲而來，這證明祂剛剛從地上升上來，因為祂人子嘛，人子當然要在人

間嘛，現在來到寶座，這不是升天是甚麼？升上天要作甚麼呢？神就立祂為主為基

督，一面祂從父神那裏領受聖靈，就把祂澆灌下來了，這就是五旬節的故事。另一面

祂就揭開了那個印，第一個印、第二個印，因為神已經立祂為主為基督了。所以我們

要問說，到底天國是甚麼時候開國的，你要問主甚麼時候是基督的，不是等到將來主

要回來的時候，祂升天以後你看見祂就得着榮耀了。 

我要問弟兄姊妹，門徒們看見主耶穌升天的時候，他們親眼看見祂從橄欖山登上

雲端，他們看見了，但是至於雲端以後他們看不見，所以對於約翰來講一直是個謎。

一直等到他寫啟示錄的時候，第一章一節：「耶穌基督的啟示」。雲端這一邊，神已

經藉着約翰給我們約翰福音了，這裏啟示已經給了。但是從雲端到寶座是怎麼一回事

呢？感謝主，現在終於神把那個秘密揭開了，所以我們有了啟示錄。但是問題在這

裏，如果約翰看不見，彼得也看不見，我問弟兄姊妹當五旬節的時候，他根據甚麼說

神已經立祂為主為基督了？他怎麼知道？當然聖靈啟示他的，但聖靈都是藉着神已經

說過的話對人再說一遍。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當你讀到但以理第七章的時候，過

了五十年以後，但以理當然進步了，當然他生命加深了，過去年輕時他看見外面，現

在他看見裏面，他過去只看見我們的國家亡了，我們需要有個彌賽亞叫我們能夠起

來，但是現在他看見那些被壓迫的人需要蒙拯救，就像以色列人一樣，但是壓迫的人

何嘗不需要拯救呢？你以為壓迫他們的羅馬人就不需要救主嗎？不管被壓迫或者壓迫

別人，通通是罪人，所以祂的名字叫耶穌，要把祂的百姓從羅馬帝國鐵蹄下拯救出來

嗎？不是，要把他們從罪惡裏面拯救出來，所以弟兄姊妹，現在他看見了，這裏有個

人子的國就在前面四個王以後，而且祂升到天上得着國的，所以那是天國沒有疑問

的，為甚麼？因為到天上得着那個國度的嘛。 

亞當的國就是地上的國，他只是全地的王，但是天國告訴我們祂是宇宙的王，因

為神把萬物都服在祂的腳下。所以感謝主，但以理用時間的望遠鏡，他看見有人從雲

端到寶座，他好像拿攝影機來看整個的事情。弟兄姊妹，但以理所看見的是那一天約

翰跟彼得在橄欖山上看不見的。感謝主，根據這個啟示，保羅給我們看見說，那一天

主升天的時候，祂是超過一切，不只如此，最後神讓萬有都服在祂的腳下，神給祂一

個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弟兄姊妹，萬口稱頌祂為主，萬膝無不跪拜，這是甚麼意思？

就是國度全是祢的。 

感謝主，所以自從國度在五旬節那天開國以後，就在五旬節那一天聖靈降下來，

一百二十個人都從聖靈生，都從天上生，所以他們好像傘兵部隊一樣，是一百二十個

人降在敵人的領土裏面，然後三千一百二十個人，八千一百二十個人。那三千人本來



說「釘祂十字架，釘祂十字架」，因為這些人服在撒但的腳下的，他們作了撒但的發

言人。弟兄姊妹現在你看見嗎？因着一百二十個人服在神的腳下，他們有天上的食

物，受天上的供應，守天上的律法，他們願意轉過第二臉來，走第二里路。弟兄姊

妹，你怎麼稱呼那個灘頭陣地？那個就是天國在耶路撒冷顯現，但不只是在耶路撒

冷，然後在安提阿，然後在以弗所，然後在歌羅西，今天到了北京，今天到了臺北，

今天到了波特蘭。 

 

教會要使地上的國成為主基督的國 

弟兄姊妹你看見嗎？在主回來以前，主怎麼說呢？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然

後主就要回來了，所以這是教會的責任。弟兄姊妹，你看見不管今天教會在哪裏，天

國的實際就在哪裏，當你傳福音的時候，不只幾個人得救，這些人從黑暗轉向光明，

從偶像轉向真神。弟兄姊妹你看見嗎？因着教會的緣故，你看見結果這個國自自然然

就把神所失去的領土一個一個慢慢就收回來。這就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你記

得整個法國不是淪陷在德國手裏嗎？一九四四年六月六日早上六點半的時候，你知道

有一次諾曼第大規模的登陸，那個規模歷史上從來沒有過的，但是不要忘記就在前一

天晚上這個半夜以前，美國的空軍跟英國的空軍就讓傘兵部隊降落在敵後，得着好多

好多的橋頭堡，到了第二天諾曼地登陸的時候，整個法國就收回來。所以弟兄姊妹，

有一天我們的主的腳要踩在橄欖山上，祂腳一踩在橄欖山上就好像諾曼地登陸一樣。

明白嗎？教會已經準備好了，教會在地上為神掌權。所以你就看見說藉着教會的禱

告，凡地上所捆綁的，天上也捆綁，凡地上所釋放的，天上也釋放。 

感謝主，等到那天主回來的時候，弟兄姊妹，聖經怎麼說呢？地上的國就成為我

主和我主基督的國，甚麼意思呢？現在神讓萬有都服在基督的腳下，到了末了的時

候，你看見我們的神就把所有的仇敵都毀滅了，然後祂把這國就交給神，那就是千禧

年以後，然後弟兄姊妹我們就與神作王一直到永永遠遠。弟兄姊妹，神的國一直到神

的國，當撒但起來挑戰神的國的時候，當宇宙有個雜音說這個天國不全是祂的，感謝

主，從永遠到永遠，最後神成功了。當我們的主把國交給神的時候，聖經怎麼說呢？

聖經非常清楚告訴我們說神在萬物之上，為萬物之主，不要忘記這句話甚麼意思呢？

就是國度全是祢的。但願主開我們的眼睛，給我們看見國度是祂的，神在第一個人身

上失敗、得不到的，在第二個人身上完全得到了。所以你看見嗎？主耶穌人子不光為

着作我們的救主，因着這個緣故，祂能建立國度，叫仇敵蒙羞，叫祂的兒女們得着祝

福，然後能力和榮耀全是祂的。 

禱告：「主啊，我們把這些話繼續交在祢的手裏，我們特別想到這次第一次來的弟兄



姊妹，我們也特別為着年輕的弟兄姊妹，我們請祢聖靈作翻譯的工作，祢說到一個地

步能說到他們能懂，讓他們從今天開始，他們看見說國度、能力、權柄、榮耀都是屬

於神的。我們在祢面前下拜，感謝祢給我們這樣的聚會，給我們這樣的信息，因為國

度是祢的，因為能力是祢的，榮耀也是祢的，靠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