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Ⅰ．神的國是個神聖範圍，為著使神作出祂的計畫; 神的國乃是神可以施行祂的權柄以完成

祂計劃的範圍。

馬可1:15 時期滿了，神的國已經臨近了。你們要悔改，相信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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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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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12:28 我若靠著神的靈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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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24:14 這國度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纔來到。

人不僅沒有彰顯神並且背叛神。很可悲的是今天的基督徒主要只傳講恩典的福音。他們

在傳揚恩典的福音的事上是對的。並且我們都是因這恩典而得救的。基督是為我們的罪而

死的。我們承認耶穌是主並呼求了主的名。我們的罪已得赦免並且有永遠的生命。這是個

好消息。但是那些事本身一點也不會完成神的定旨。許多人因著恩典的福音而得救。我們

為他們的得救高興。不管在哪裏，不管是誰得救都非常好。但是在地上各處的所有信徒們

中間，有誰認識神永遠的定旨呢？…有誰是在神國度的實際裏呢？現在我要說的可能會

使你吃驚。地上七十多億的人都有可能因著恩典的福音而得救。但是神根本的問題卻仍然

未能得到解決。為什麼會如此呢？那是因為仍然沒有神國的實際和實現。差不多所有的人

都會為著自己的利益而珍賞救恩。並且大多數的人是照著背叛的原則而活。所以撒旦沒有

失去地位。…所以神應該作什麼呢？神福音的各面都必須得著恢復。特別是神國度的福音。

…他說，『這國度的福音要傳遍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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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火

Ⅱ．主耶穌作為成肉體的神來到地上，建立了神的國，就是建立了一個範圍。在其中神可以

藉著施行祂的權柄，執行祂的定旨。

馬可1:14 …耶穌來到加利利，傳揚神的福音，說，15 時期滿了，神的國已經臨近了。你

們要悔改，相信福音。

約翰1:1 太初有話，話與神同在，話就是神。14 話成了肉體，支搭帳幕在我們中間，豐豐滿

滿的有恩典，有實際。我們也見過祂的榮耀，正是從父而來獨生子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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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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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6 耶穌回答說，我的國不屬這世界；我的國若屬這世界，我的臣僕必要爭戰，使我不至

於被交給猶太人；只是我的國不是來自這裡的。

使徒28:30 保羅…歡迎一切前來見他的人，31 全然放膽宣揚神的國，並教導主耶穌基督的

事，毫無阻礙。

『約翰下監以後，耶穌來到加利利，傳揚神的福音，說，「時期滿了，神的國已經臨近了。

你們要悔改，相信福音。」』…在我們的想法裏是否有這些接觸福音的人需要悔改這件事嗎？

他們在心思裏需要轉變。在使徒行傳第十七章有說到神囑咐所有的人在各處都要悔改。我

並不是說你應當要拿著一大塊寫著『你們要悔改』的招牌到大街上。但是這是囑咐。福音滿

了從神來的囑咐命令。主宣揚了神的福音，而福音的內容是神的國。並且祂告訴人說，『你

們要悔改，相信福音。』

現在我想在原則上說某些事。我知道這件事是敏感的。許多時候在自然界所發生的悲劇

之後，這個原則在運行。譬如在厄瓜多爾發生了地震。那個原則就是，神在警告、呼召人類

要悔改。主耶穌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有講到關於這件事。西羅亞樓倒塌，死的人比其他的

人更有虧欠麼？主說，『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



3・水

Ⅱ．主耶穌作為成肉體的神來到地上，建立了神的國，就是建立了一個範圍。在其中神可以
藉著施行祂的權柄，執行祂的定旨。
馬可1:14 …耶穌來到加利利，傳揚神的福音，說，15 時期滿了，神的國已經臨近了。你
們要悔改，相信福音。
馬可4:3 你們要聽！看哪，那撒種的出去撒種。26 耶穌又說，神的國是這樣，如同人把種
子撒在地上，27 黑夜睡覺，白日起來，這種子就發芽漸長，怎麼會這樣，他並不知道。28
地生五穀，是出於自然的：先發苗，後長穗，再後穗上結成飽滿的子粒。29 穀既熟了，他立
刻用鐮刀去割，因為收割的時候到了。
馬太12:28 我若靠著神的靈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
24:14 這國度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纔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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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大都市的學校，教室處於很混亂的情況裏。很多的學生根本不尊敬老師，是在褻瀆老

師。老師是會帶著上課的計劃，準備了教授學生的東西來到教室。教室本是老師所要作那事
的範圍，可是老師沒辦法教授。所以老師就花費所有的時間來試圖帶進秩序。在神有計劃和
定旨。但是祂需要一個範圍可以讓祂完成。那個範圍乃是地。但是祂在地上的哪一處，可以
作祂自己想要作的呢？有沒有一個範圍，所有的人都說，『阿門，主阿，我們與你是一。至少
在這裏，不管是什麼，你可以同著我們作你想作的』？那是國度。國度是人能夠作自己所期
望一切事的地方。…現在開始想要對三十歲以下的人說。在你和主之間，你個人是神能夠作
祂想要作一切事的範圍嗎？請考慮這件事。主知道我們自己無法同意這件事。所以他就作
為小小的種子進到我們裏面。這種子以國度的生命為內容。這種子在你的靈裏。種子在你裏
面生長時，神在你裏面就會有餘地，作祂想要
作的一切事。但是在這生長發生的期間，在原則上你需要決定一件事。請告訴主，『在我裏
面，對著我，請作你想要作的一切事。』



Ⅲ．這個宇宙中最根本的問題乃是背叛神的權柄：
以賽亞書14:12 明亮之星，清晨之子阿，你何竟從天墜落！你這攻敗列國的，何竟被砍倒
在地上！13 你心裏曾說，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舉我的寶座在神眾星以上。我要坐在聚會
的山上，在北方的極處。14我要升到高雲之上；我要使自己與至高者一樣。
Ａ．撒旦的意圖是侵犯神的主權，奪取神的權柄，顛覆神的寶座，然後建立自己的國。
馬太12:26 若撒但趕逐撒但，他就自相分爭，他的國怎能站住？
以弗所書2:2 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著這世界的世代，順著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就是那現今在悖逆之子裡面運行之靈的首領；

Ｂ．人墮落時，背叛神，將神的權柄撇在一邊，否認神的權柄，拒絕神的管治。
創3:6 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悅人的眼目，且是可喜愛的，能使人有智慧，
就摘下果子來喫了，又給與她一起的丈夫，她丈夫也喫了。11 耶和華神說，誰告訴你，
你是赤身露體的呢？莫非你喫了我吩咐你不可喫的那樹上的果子麼？
羅馬書5:12 這就如罪是藉著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藉著罪來的，於是死就遍及眾人，因
為眾人都犯了罪。
約翰一書3:4 凡犯罪的，也行不法；罪就是不法。

Ⅳ．藉著國度的福音，神將人帶到屬天的權柄的管治之下。為了使他們成為神的國，也就是
成為在祂權柄管治之下的子民：
馬太24:14 這國度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纔來到。
啓1:5並從那忠信的見證人、死人中的首生者、為地上君王元首的耶穌基督，歸與你們。祂愛
我們，用自己的血，把我們從我們的罪中釋放了；6又使我們成為國度，作祂神與父的祭司；願
榮耀權能歸與祂，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Ａ．新約是傳揚國度的福音。因為神的國是真正的福音，所以要認識福音就必須要認識國
度。
使徒8:12 及至他們信了腓利所傳神的國和耶穌基督之名的福音，連男帶女就受了浸。

4・木



Ｂ．福音乃是為著國度。傳揚福音，是為了拯救背叛的罪人，使他們有資格，被裝備進入神的
國：
馬太4:17那時候，耶穌開始傳道，說，你們要悔改，因為諸天的國已經臨近了。
使徒8:12 。及至他們信了腓利所傳神的國和耶穌基督之名的福音，連男帶女就受了浸。
１．生命的福音，恩典的福音，救恩的福音，全部都是為著國度。國度乃是中心還是車軸。
約翰3:16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入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遠
的生命。
使徒20:24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
的職事，鄭重見證神恩典的福音。4:12除祂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
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２．國度的福音，不僅將人帶進神的救恩裏，也將人帶進國度裏。國度的福音所強調的點乃
是神屬天的管治和主的權柄。

３．國度的福音將聖徒帶進神聖管治的範圍裏。藉此使他們在神聖的國度裏有分與神聖生
命的福分。
帖撒羅尼迦前書2:12要叫你們行事為人，配得過那召你們進入祂自己的國和榮耀的神。

Ｃ．在馬太福音之中，國度的福音的目標，是要把人帶進三一神裏，使他們成為諸天之國度子
民，好建立屬天的國度。
馬太28:19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將他們浸入父、子、聖靈的名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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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你碰到背叛的罪人，也不要受打擊，因為這是全地的情形。我們的主來，是為了拯

救背叛的罪人。不管他們有多背叛，也不要害怕，因為他們應該不會像大數的掃羅來殺
害你。要相信神的福音。要相信你們所獻上的禱告。背叛的罪人會蒙拯救進入神的國裏。
…東京有召會。所以東京的一部分在神的管治之下。這裏許多的人在神的管治之下。主
盼望一個城市接著一個城市被得著。

5・金



Ⅴ．我們作為在基督裏的聖徒，已經蒙了重生，進入神聖種族的範圍就是神的國裏。並在生命、光、

愛之中，在神的管治之下生活：

歌羅西書1:12感謝父，叫你們彀資格在光中同得所分給眾聖徒的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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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經生在神的國裏。現在在我們靈裏的神聖生命知道神的國。

Ｂ．我們藉著重生得以進入的神的國乃是神聖的種族的範圍。我們是從神而生，是擁有神的

生命和性情的神的兒女，也就是說，我們乃是藉著成為神人得以進入這個神聖的範圍。

約翰1:12 凡接受祂的，就是信入祂名的人，祂就賜他們權柄，成為神的兒女。13 這等人不

是從血生的，不是從肉體的意思生的，也不是從人的意思生的，乃是從神生的。

Ｃ．我們藉著重生，得以進入神愛子的喜樂的國裏。這個乃是一個在愛裏，用生命管治的範

圍。今天，我們所在的國度乃是充滿喜樂生命和光和愛的範圍。

這個範圍滿了愛。非常亮，滿了光。沒有死，滿了生命。我們是在宇宙中最快樂的地方。

Ⅵ．這國度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纔來到（マタイ24:14）：

Ａ．啟示錄六章一至二節第一印之白馬所表徵的。因此，這傳揚乃是這世代終結的兆頭。

啓6:1羔羊揭開七印中第一印的時候，我觀看，就聽見四活物中的一個，聲音如雷，說，你來。2

我就觀看，看哪，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拿著弓，並有冠冕賜給他，他便出去，勝了又要勝。

Ｂ．使萬民作主的門徒，這是使外邦人成為國度的子民，好在這地上，就在今天，建立祂的國，

就是召會。

Ｃ．我們傳揚福音的內在目的，乃是將萬民帶到三一神裏面，使他們成為屬天國度的子民。

我要這樣的來結束信息。我建議你期待祝福。…『主啊，為著你的永遠的定旨，為著你的

形像和管治權，為著你的榮耀和國度，請你祝福你在日本的恢復。』
6・土



經歷（在職生活篇）：
①宇宙中根本的問題乃是背叛神的權柄。國度的福音，神將人帶到屬天的權柄的管治之下。
為了使他們成為神的國，也就是成為在祂權柄管治之下的子民。
你要知道宇宙中根本的問題乃是撒但背叛神的權柄。換句話說，就是不跟從撒但的背

叛，要學習服從神。若是不學習，你就沒有對付問題的根本原因，你的生活就會一直有黑
暗和混亂。在職場，因為你服從主，所以你應該要服從自己的主管。這樣，將神的管制和
祝福帶進職場。
歌羅西書3：22 作奴僕的，要凡事順從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討人喜歡的，
乃要憑心中的單純敬畏主。23 你們無論作甚麼，都要從心裡作，像是給主作的，不是給人
作的，

②生命的福音，恩典的福音，救恩的福音，全部都是為著國度。國度乃是中心還是輪軸。國
度的福音，不僅將人帶進神的救恩裏，也將人帶進國度裏。國度的福音所強調的點乃是神
屬天的管治和主的權柄。國度的福音將聖徒帶進神聖管治的範圍裏。藉此使他們在神聖
的國度裏有份與神聖生命的福分。
幾乎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生命的福音、恩典的福音，但關於國度的福音卻不了解。但是，

生命的福音和恩典的福音其實都是為著國度的福音。沒有國度，就沒有目的，沒有中心、
車軸，沒有完成神的經綸。國度的福音重點是，神屬天的管制和主的權柄。你悔改、接受
國度的福音，但在基督徒生活中，應該要不斷經歷悔改、從背叛到服從、從不平到感謝、
從不信到信，從自己不能到神能，從消極的想法到積極的想法。悔改就是心思轉向主。在
生活中，很多時候，心思是向著自己老舊的觀念、日本的文化。因著主的恩典及憐憫，一
被光照舊要立刻悔改，認自己的不信、軟弱、缺點、罪，轉向主、觀望主。這樣，你的在職
生活就會實際地留在神的國度裡，得有分於神聖生命的福分。事實上，職場實際的環境，
就是為著讓你操練靈、心思至於靈、留在神的國度，將這個範圍擴大，管制撒但和混亂、
享受生命祝福的地方。為著國度，訓練自己在感謝神的同時，也感謝公司及主管。阿們。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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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6國度－裏面的統治
1 神的國度今在地上，是神掌權在我心裏；
乃是基督活我裏面，作主作王統治管理。

2 基督生命同祂權柄，使祂登極在我心中，
管理全人每一部分，規律一切言語行動。

3 基督在我心中登極，就在我心建祂國度，
穩定祂的全權統治，為著神旨各方鋪路。

4 藉著祂在我心執政，祂將生命向我供應；
當我讓祂作主作王，我就得享祂的豐盛。

5 藉著祂在裏面管治，祂的豐滿在我建起；
當祂裏面國度掌權，祂的身體就得建立。

6 藉祂裏面屬天管治，我像天上國民活著；
藉著我肯服祂權柄，祂的國度實現於我。

7 在這屬天範圍活著，帶著祂這屬天王權，
屬天光中行動、爭戰，直到國度在地實現。

942
1.God's Kingdom on the earth is now

His sovereign government within;
'Tis Christ Himself in us to live
As Lord and King to rule and reign.

2.His life with His authority
Enthrones Him now within our hearts
To govern all our words and deeds
And regulate our inward parts.

3.The Lord enthroned within our hearts
His Kingdom doth establish there,
Assuring His full right to reign
And for God's purpose to prepare.

4. 'Tis by His reign within our hearts
That life to us He e'er supplies;
When taking Him as Lord and King,
His wealth our being satisfies.

5. 'Tis by His ruling from within
His fulness vast is testified;
'Tis when His inner kingdom rules
His Body's blessed and edified.

6. 'Tis by His heav'nly rule within
As heav'nly citizens we live;
'Tis by submission to His rule
Expression of His reign we give.

7.Here in this heav'nly realm we live,
And with this heav'nly pow'r possessed
We walk and fight in heav'nly light
Until the Kingdom's manifest.

746王国―その内側の統治
1 天ごくいま地上にあり, わがこころ支配する;
キリストわがうちに生きて, 主とし王としおさめる。

2 主はいのち,権威により, こころに御座を据え,
われらの言動すべて支配し, うちなる部分を管理す。

3 主はこころに御座据え, 主の王こくを建造す,
主の全権統治をもておさめ, かく面でみちそなえる。

4 こころ支配されるとき, いのち供きゅうされる;
主を主とし,王とするときに, 主のゆたかを享受する。

5 わがうちの統治により, 主の豊満,けん造され,
わがうちの王こくの権威で, 主のからだ建造される。

6 うちなる天の支配にて, 天のたみのように生く;
主の支配にふくするわれに, おうこくはじつ現する。

7 この天の領いきに生き, 天の主権を所有する,
天のひかりに生き,たたかい, 王こくを地にもたら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