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1.23-1.29             帶進神的國（1）神的國作神聖生命的擴展，爲著神永遠的行政 主今日行動的方向＃5 

Ⅰ．主今日行動的方向是要帶進神的國，作神聖

生命的擴展，爲著神永遠的行政： 

路加 17:21 人也不得說，看哪，在這裡，或說，

在那裡；因為看哪，神的國就在你們中間。 

約翰 3:3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

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 1重生，就不能 2見 3神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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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羅西書 1:13 祂拯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

把我們遷入祂愛子的國裡； 

Ａ．神的國實際上就是基督自己在召會時代如同種子撒在信徒裏面。 

Ｂ．神的國在基督的

擴增中擴展，成爲那

擴大、要來的國，就

是主回來時所要帶

來的： 

１．這由石頭（基督）成爲一座大山（千年國時的國度）所表徵，

如但以理二章三十四至三十五節所啓示的。 

但以理書 2:34 你觀看，見有一塊非人手鑿出來的石頭，打在這像

半鐵半泥的腳上，把腳砸碎。35 於是鐵、泥、銅、銀、金，都一

同砸得粉碎，成如夏天禾場上的糠秕，被風吹散，無處可尋。打碎

這像的石頭，變成一座大山，充滿全地。 

２．神這擴大、要來的國將是神在新天新地裏宇宙的管治，爲著神

永遠的行政，完成神在基督裏永遠的經綸，作神在永遠裏終極完成

的家庭行政。 

Ⅱ．神的國就是

救主基督自己： 

Ａ．救主在那裏，那裏就有神的國。 

Ｂ．神的國與救主同在，祂將神的國帶給祂的門徒。 

Ｃ．神的國乃是救主作生命的

種子，撒到神的選民裏面，並

且發展爲一個範圍，就是神的

國，使神在祂神聖的生命裏，

能在其中掌權： 

１．神國的入門是重生，其發展是信徒在神聖生命裏的長大。 

２．基督復活以後，就在祂的信徒裏面；因此，神的國今天就在召會裏。 

３．神的國乃是召會生活，是忠信的信徒在其中生活的，並要發展爲要來的國度，作得勝

聖徒在千年國裏所承受的賞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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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這樣的國，神的國，乃是主耶穌當作福音，好信息，所傳揚給與神生命隔絕之人的。 

Ⅲ．我們需要看見國度與召會

之間的關係： 

羅馬書 14:17 因為神的國不

在於喫喝，乃在於公義、和

平、並聖靈中的喜樂。 

 

Ａ．聖經首先陳

明國度，然後陳

明召會；國度的

出現產生召會： 

１．神的生命就是神的國度；神聖的生命就

是國度，這生命產生召會： 

ａ．國度乃是生命的範圍，讓生命行動、作

工、掌權、管制，使生命能達成其目的，而

這範圍就是國度。 

ｂ．福音帶進神聖的生命，這生命有其範圍，

這範圍就是國度；神聖生命同其範圍產生召

會。 



 

 

 

 

 

 

 

 

 

 

 

 

Ⅲ．我們需要看見國度與召會

之間的關係： 

馬太 16:18 …我要把我的召

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門

不能勝過她。19 我要把諸天

之國的鑰匙給你，… 

２．國度是召會的實際；因此，我們離了國度的生命，

就不能過召會生活： 

馬太 5:3 靈裡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為諸天的國是他

們的。啓 1:9 我約翰，就是你們的弟兄，和你們在

耶穌的患難、國度、忍耐裡一同有分的，為神的話和

耶穌的見證，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島上。 

ａ．諸天之國的實際（太五～七）

乃是召會生活的內容；沒有國度的

實際，召會就是空洞的。 

ｂ．因著國度的生命產生召會生

活，所以當我們團體的在國度生命

裏生活，我們自然就過召會生活。 

３．沒有國度作召會的實際，召會就不

能被建造： 

ａ．召會是藉著國度的權柄產生的。 

ｂ．國度鑰匙的賜給，是爲使召會能彀被建造。 

Ｂ．真正的召會就是今世的神的國；今

天信徒乃是在召會中過國度生活： 

以弗所書 2:19 這樣，你們不再是外人

和寄居的，乃是聖徒同國之民，是神家

裡的親人，哥林多前書 4:20 因為神的

國不在於言語，乃在於能力。 

１．主耶穌每次說到召會時，都將召會聯於國度；這指明國度與召

會有何等密切的關聯。 

２．在作爲國度的召會裏，我們乃是在國度的掌權、管制、管教和

操練之下。 

３．我們是在神聖三一分賜之下的人，需要在召會中過國度的生

活，在神聖的生命裏長大並發展，直到我們達到成熟。 

Ｃ．召會帶進國度；召會的工作就是把

神的國帶進來： 

馬太 6:10 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啓 11:15 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

聲音說，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祂基督

的國，祂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１．召會的產生

乃是爲著帶進

國度： 

ａ．召會在地上的工作，就是要把神的國帶進來；

召會的工作都是受神國原則的管制。 

ｂ．召會要負責將天上的旨意帶到地上，並要負

責將天上的旨意實行在地上。 

馬太 7:21 不是每一個對我說，主阿，主阿的人，

都能進諸天的國，惟獨實行我諸天之上父旨意的

人，纔能進去。 

２．召會應當禱

告以帶進神的

國；沒有禱告，

國度就不能來

臨： 

ａ．召會必須作天的出口，讓天的權柄彰顯在地上。 

ｂ．真實的禱告乃是與神同工，將祂的國帶到地

上，並將祂的旨意施行在地上。 

哥林多後書 10:4 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肉

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倒堅固的營

壘， 



①主今日行動的方向，…是要帶進神的國，作神聖生命（就是基督）的擴

展。神的國實際上就是基督自己作生命的種子，在召會時代撒在信祂的人

裏面，並在祂的擴增中擴展，成爲神擴大、要來的國，就是祂回來時所要

帶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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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要發展爲要來的

國度，作得勝聖徒在千年國裏所承受的賞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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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國，就是出於神生命的國，

乃是救主…當作福音，好信息，所傳揚給與神生命隔絕之人的。 

在職篇：神的國度從重生開始，藉著召會生活中生命的長大而發展，經

過千年以完成新耶路撒冷。神的國度是生命，那有很棒的開始、發展、

收穫。同樣地，在職生活中，你要藉著內住基督的生命來經歷每天的開

始與發展。在生命裡每天的開始就是晨興。為了要每天一點一點進步、

長大，每天早上請務必與弟兄姊妹一同禱讀主的話。享受主話裡的靈和

生命、經歷新鮮的復興。絕不可以小看每早的晨興。就算你現在不怎麼

看好，請用信心每天實行。1～2週後，就會明白藉著生命的復興和新的

開始帶給你多大的益處。每早晨興後，要一邊在裡面享受主一邊工作。

這樣，你就能夠在工作中經歷生命的發展而執行業務。藉著這樣一點一

點經歷每天生命的開始與發展，1～2年後，你就變得能夠做到同事所做

不到的，注意到上司所沒注意到的。最重要的是，你這樣經歷正常基督

徒的生活，到了千年國，你最終就達到新耶路撒冷。哈利路亞！ 

②我們需要對一個事實有深刻的印象：諸天之國的實際就是召會生活

的內容。這就是說，沒有國度的實際，召會就是空洞的。國度的實際，

實際上就是基督自己作我們的生命。基督作生命乃是素質、本質，讓

我們過正當的生活，好叫我們在這生活中，能與其他的信徒同被建造，

帶進真實的召會生活，就是基督這三一神具體化身的榮耀彰顯。 

學校生活（大學・研究所）篇： 

在大學和研究所的研究中，你需要找出研究主題的本質。一般而言，

日本的學生擅長套公式，但不擅長抓住本質，所以他們的競爭力就被

其他先進國家的研究生所超越。但是，你不是在召會生活中形式上地

聚會或服事，注意「以基督作生命、持守國度的實際」這召會生活的

本質，操練靈來過召會生活的話，你就能夠成為可以把握本質的人。

因此，召會生活會提高你的研究生活，在研究生活中經歷基督，得以

進入建造召會的良好循環。阿們！！ 

③神有許多事堆在天上，壓在天上，不能作，因爲地上沒有神的出口。

在天上不知道有多少事情壓在那裏，堆在那裏，神不能作，因爲召會

沒有用她的自由意志站在神一邊來達到神的目的。弟兄姊妹，你要記

得，召會最高的工作，召會所能作的最大的工作，就是作神旨意的出

口。召會作神旨意的出口，乃是藉著禱告。這個禱告不是零碎的禱告，

乃是一種作職事的禱告，乃是一種工作的禱告。神給人異象，神開人

的眼睛，叫人看見神的旨意，所以人在這裏站住禱告。…真實的禱告

乃是與神同工，求神的國降臨，神的旨意得以通行在地上。所以，禱

告就是從事屬靈的爭戰。禱告乃是推翻黑暗的權勢，在地上爲神的旨

意鋪路。 

婚姻生活篇：不可以把你的婚姻生活變成自己的小王國。若是做成自

己的小王國，最後你就會發現你是撒但國度裡的奴隸。你一定要為了

實現神的經綸奉獻自己的婚姻生活和孩子。然後一心為著實現神的經

綸而禱告。這樣，神就有出口，得以在地上實行神的旨意。哈利路亞！  



745 王国 ― その意義 (英941) 
１ 
王こくはかみの とう治，えい光; 
主権は王こくの ちつ序維持す。 
かみは王こくで 王権を行使す， 
なが権威，王こく， 永遠にいたる。 
２ 
王こくの中心は， けん威の御座; 
御むねにしたがい， かみ，支はいす。 
かれは王となり， 一切を管理す; 
主の身分，保持し， かしらとなる。 
３ 
かみは王こくで， 御むね遂行す; 
統治権のもとで， 御むね成就す。 
王こくのなかで， しゅくふく得る; 
御座より，いのち あふれながる。 
４ 
かん理にふくし， しゅくふく得る; 
反ぎゃくするのは， ざいあくの根。 
御座をたおそうと， サタンもくろむ; 
主の権威のもと， われら生きる。 
５ 
王こくのなかで， いのちにあり， 
キリスト大きく あらわされる。 
かみは統治して， しゅくふくする; 
主は権威にぎり， 栄光，表現する。 
６ 
ときが満ちると， 万有，主に帰し， 
主の権威を知り， 統治を受ける。 
いのちの支配を 召会あじわい， 
王こくもたらし， 万有も享受す。 
 
 
 
 

745 国度─意义 
_一_ 
国度是神的掌权，维持神的荣耀； 
是神主宰的管治，将祂秩序建造。 
神在祂的国度里，施行祂的王权， 
照祂自己来治理，直到永永远远。 
_二_ 
国度中心是宝座，神在其上掌权； 
一切带上祂正规，照着祂心所愿。 
国度之中祂作王，一切归祂管治； 
为首为主的身分，如此始能维持。 
_三_ 
神藉掌权国度中，通行祂的旨意； 
在祂统治的权下，成全祂的心意。 
惟有在神国度中，祝福始能得着； 
乃是从神的宝座，流出生命水河。 
_四_ 
服在神的管治下，乃是蒙福之本； 
背叛神圣的主权，乃是罪恶之根。 
撒但邪恶的目的，乃在翻神宝座； 
我们该有的目标，在神权下活着。 
_五_ 
在神至高国度中，基督得显为大； 
基督掌权生命中，神就能有可夸。 
当神施行祂统治，一切全都蒙福； 
基督若为神掌权，神的荣耀显出。 
_六_ 
日期满足的时候，主要归一万有， 
万有要认祂王权，将祂统治领受。 
生命荣耀的管治，召会现已预尝， 
并催国度速实现，万有都得分享。 
 
 
 
 

941 The Kingdom - Its Meaning 
_1_ God's kingdom is God's reigning, 
 His glory to maintain; 
 It is His sovereign ruling, 
 His order to sustain. 
 He exercises fully 
 His own authority 
 Within His kingdom ever 
 And to eternity. 
_2_ Upon the throne, the center 
 Of government divine, 
 God reigns, and with His purpose 
 Brings everything in line. 
 God's headship and His lordship 
 He only can maintain 
 As King within His kingdom, 
 O'er everything to reign. 
_3_ By reigning in His kingdom 
 God worketh all His will, 
 And under His dominion 
 His purpose doth fulfill. 
 'Tis only in God's kingdom 
 His blessing we may know; 
 'Tis from His throne almighty 
 The stream of life doth flow. 
_4_ Submitted to God's ruling, 
 All virtue thus will win; 
 Rebellion to His Headship 
 Is but the root of sin. 
 The evil aim of Satan- 
 God's throne to overthrow; 
 Our aim and goal is ever 
 His rule to fully know. 
_5_ Within God's sovereign kingdom 
 His Christ is magnified; 
 When Christ in life is reigning, 
 The Father's glorified. 
 When God is in dominion, 
 All things are truly blessed; 
 When Christ for God is reigning, 
 God's glory is expressed. 
_6_ In fulness of the seasons 
 God's Christ will head up all, 
 Then all will own His reigning 
 And worship, great and small. 
 Such reign in life and glory 
 The Church e'en now foretastes, 
 And to His rule submitting 
 Unto His kingdom has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