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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妻子，芭芭拉（Barbara）， 
在学习“耶稣的信”上，始终与我相伴。 

献给我的女儿，萨拉（Sarah）， 
一名娴熟干练的工人，为神的国的福音，孜孜不倦地做工。 

献给所有祷告“愿你的国降临”的人； 
简单说，就是献给所有渴望弥赛亚耶稣回来的人， 

他曾在这里，他将要让世界上的一切回归正位，要把它变成 
原本所要成为的那样貌的伊甸园； 
献给所有寻求无价之珠宝的人。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素常

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

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

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原文作‘我于众人的血是洁净的’）”

（保罗，徒 20：24-26）。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耶稣，约 17：17）。 

 
“神使用人类的思想和语言使人认识他，理解他的话”〔“启

示录”词条，《新沙夫赫尔佐格宗教知识百科全书》（New 
Schaff-Herzog Encyclopedia of Religious Knowledge）〕。 

 
“基督教采用的官方路线……没有与历史上的耶稣的话语

和行事直接相连”〔巴特·D.埃尔曼（Bart. D. Ehrman），《耶

稣：新千禧年的末日先知》（Jesus: Apocalyptic Prophet of the 
New Millennium）〕。 

 
“与耶稣那充满生气与动力的宗教信仰相比，已充分演化的基

督教似乎属于另一个世界”〔格扎·维尔梅斯（Geza Vermes），
《耶稣真正的福音》（The Authentic Gospel of Jesus）〕。 

 
“多神主义带着伪装进入了教会”〔弗里德里希·卢夫斯

（Friederich Loofs）教授，《教义史》（History of Dogma）；
保罗·施罗特（Paul Schrodt），《近期神学中教义开端的问题》

（The Problem of the Beginning of Dogma in Recent 
Th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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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这本书前九章供没有经过专门圣经训练的人阅读，旨在让

他们能清晰地认识神为我们每个人预备的宏伟的计划。神为

你、为人类所做的计划，就是要将不朽坏的生命（immortality）
赐给那些爱他并顺服他的人。他的计划，为所有用心聆听他话

语的人预备。在圣经中，神借着不同的先知说话，最后，又借

着他那以独有的方式降生的儿子耶稣说话（参看来 1：1-2）。
那些相信弥赛亚耶稣以及即将到来的国度的人，神要赐给他们

无尽的生命。我相信，神的国（the Kingdom of God）是生命之

谜的答案。它是耶稣所教导的一切的核心所在。它就是基督教

的福音。耶稣把神的国（the Kingdom）作为福音在讲，他一直

都这样做。事实上，整本圣经都以一个大主题为中心：即将到

来的神的国（the coming Kingdom）。这本圣经就是一部剧，分

为旧约与新约两个部分。 
基督教的福音被称作神国的福音（好消息）〔the Gospel 

(Good News) about the Kingdom of God〕。我会再三重复这个

基本事实，因为公众似乎并不知道耶稣在传讲什么。你可以问

问你的朋友们，“什么是福音”，看看他们是否提及神的国。倘

若他们没有提及，就问问他们，除了耶稣所传的福音之外，还

有什么可以作为福音的基础。 



引言 

你可以自己验证什么是基督教的福音。很简单，自然是从

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以及路加福音中耶稣的教导开始，阅读新

约。（约翰福音用语不同，但所述内容相同。）另外，旧约中也

包含许多背景知识，与神国的福音相关。保罗告诉我们，这福

音是以旧约的应许为基础的（罗 1：1-2）。不管你手头用的是

哪个圣经译本，它都能为你提供必备的信息，让你了解福音是

什么。但是，请务必从耶稣读起！ 
圣经讲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一部令人神往的剧目，它

还给我们的世界应许了一个极美的结局。同时，它也发出警示，

那些对耶稣、对他的目标和他的宣告充耳不闻的人，将有悲惨

的结局。耶稣，是神的代理人，神的儿子。他说出神要对我们

讲的话，神希望我们听从。神给我们一个选择。耶稣在我们面

前摆出两种结局——或永久的生命，或死亡，即永远的毁灭。

福音，既是一个应许，也是一个警示，一个警告。 
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是否乐意回应神国的福音，也就是耶稣

以及后来使徒们都宣讲的神国的福音。 
这本书前九章，参考或引用了许多从根本上讲很重要的圣

经经文。没有圣经，你也能明白这本书的内容。如果你有圣经，

任何版本都能证实书内所展现的事情。通常来说，修订标准版

圣经（the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新修订标准版圣经（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或者新美国标准版圣经（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都是比较可靠的、容易阅读的版本。

我不太建议你阅读英王钦定版圣经（the King James Version），
除非你只有这个版本。我这样说的原因是，你讲的英语和英王

钦定版圣经所用的英语（1611 年）并不相同。尽管在当时，这

个版本翻译准确，但在理解至关重要的圣经用词时，它所用的

语言会为你竖起一种障碍。不过，要是钦定版是你的最爱，那

就没什么问题。即便在你面前的是古英语，神国的福音也是清

楚无疑的。如果可能，你应该也读一读现代版本，就当是犒劳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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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读者有必要知道的是，在此我没有创造新的教导。我所写

的内容在学术文献，在圣经的评注中都出现过，但是公众对这

些资料却所知甚少，而且有些学者很少表明，他们真的相信他

们所知道的圣经上的话。他们常常很精确地报告他们所发现

的，但是对于我们真的相信它，他们却并不怎么激动！或者，

他们也不向其他人显示，它是学习生命意义的不可缺少的信

息。 
请你努力思考一下你所学到的关于“福音”的东西。这个

福音缺少了极其重要的成分，而你是不是对它没有经过仔细地

思考和分析就接受了呢？ 
你有没有意识到，耶稣才是那位我们必须首先听从的人，

而他的教导就归结在“神的国”这一标题之下？ 
最后这一点，明明白白地记录在基督教文献，即新约以及

它的旧约背景之中，即使有基本阅读能力的孩子都可以轻易地

发现它。 
我想表达的是，教会并没有很好地传承耶稣那样传讲的福

音——神国的福音。在教会，我们会学习某些方面的内容，但

它们彻底背离了耶稣以及他的门徒们一些最简单明了的、强调

万般的教导。我已努力澄清它们。谨请读者抱着开放的态度来

阅读。 
这本书前九章内容用语相当浅显易懂。句子通常不会太长

或太复杂。第二部分则是七个关于神的国的指导课程。在这七

课当中，部分内容会与较为简单的前九章有所重复。这些课程

会增添外面权威著作以及更多圣经细节，以证实耶稣所传的神

国的福音（the Kingdom of God Gospel）。它们为前九章的补充。

一些基本的圣经经文会不断重复。文体也稍微复杂一些，但仍

然保持在普通读者的理解范围之内。 
对于好问的读者，这几课提供了更多的福音的证据。所有

相信神的儿子耶稣的福音的人，神都为他们预备了不朽坏的生

命，这些课程能帮助你理解神这份恩典。它们也能协助你形成

自己的、展示神国福音的东西。这样，读者将有机会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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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环境中传递他们所学的内容——不管是正式环境还是不太正

式的环境。 
没错，耶稣的信息，讲明了我们每个人如何能够得到不会

朽坏的生命。正是因为如此，圣经是世界上最为宝贵的文献。

它是无价之宝。而教会传统则常常使它黯然失色。 
书的末尾，我附上几个附录，罗列一些关于死亡和复活的

圣经经文，以及许多专家的进一步证明，证明耶稣神国福音的

一些主要基础。我深信，耶稣的目的是要人们懂得他的福音，

并依它而行。 
希望读者阅读时认真思考，深入分析，多多祷告。庇哩亚

人的方式（徒 17：11）一直都是正确合理的方式：互相提问，

带着激情读经，直至读出圣经的真理，而一旦有所发现，便乐

于与他人分享。 
书中引用经文来自不同译本，偶尔我会自己翻译希腊文和

希伯来文。总体来说，这里没有引起争议的、有着重大利害关

系的东西。许多现代译本都准确地传达了耶稣最为关心的事

情。但是请当心一些现代的圣经意译本，它们中有些经文可能

具有很强的误导性。1 
教会继承下来的教导中，有许多来自早期的圣经后

（post-biblical）“教父”（church fathers），并非圣经。自从 1517
年宗教改革运动（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以来，新教教徒

（Protestants）似乎将路德（Luther）和加尔文（Calvin）尊为

新的“教父”。路德对福音的解读，出奇地不符合圣经，因为

他并不认为历史上的那位耶稣传讲了福音！在马太福音、马可

福音以及路加福音中，耶稣亲自传讲福音，而路德却没有先从

这里入手。他还认为启示录中没有任何基督教的东西，因为“这

卷书没有教导基督”。路德称雅各书“没什么价值”。如何才能

与神有合宜的关系，雅各，身为耶稣的同母弟弟，他的理解与

路德的理解并不一致。在路德看来，要寻找福音，得去罗马书、

1例如《当代新约》（Living New Testament）中约翰福音的开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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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加拉太书以及彼得前书，而主要不是记载耶稣所讲福音的四福

音书。他认为，论到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以

及约翰福音相对来说并不重要。 
加尔文眼中的神，如此冷酷无情，以致于有些人，甚至在

他们出生以前，他就预先决定，他们会永远在地狱受折磨。加

尔文，饱读圣经，竟也批准把一位杰出的、在重要教义上质疑

他的学者烧死在火刑柱上。2以任何理由取人性命，完全不像耶

稣所主张的。而因为教义的问题杀害另一信徒，这其实就是谋

杀，是圣经不允许的。 
罗马天主教教徒相信，教皇是耶稣在今时的代表；教皇称

拥有神权，教徒也相信他以此“职分”正式发布的东西，是不

会出错的。教皇称自己绝无谬误，是新约使徒唯一的、真正的

继任者。根据罗马天主教教徒所说的，教会传统能够代替圣经

教导。例如，教徒们声称，耶稣的母亲马利亚，她本人被提到

天上去了。可是关于马利亚，圣经根本没说这种事。 
最近，伊丽莎白女王二世（Queen ElizabethⅡ）召开了英

国国教会（Church of England）高层会议。她讲到，这个世界

满是信息，而其中许多都没有永恒的价值；在这样的世界中，

“人们越来越渴望恒久的、有意义的东西……我们信仰的核心

里，有一种信念，那就是所有人，无论什么种族、什么背景或

什么境遇，都能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找到永恒的意义。”然而，

她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正是关于神的国的福音。 
我认为，基督教应该首先建基于耶稣，而缺少了耶稣的教

导和他对福音的宣讲，耶稣就根本不是耶稣了。“耶稣”的确

能被选为各种各样虔诚的宗教思想与盼望的对象。但是历史上

那个犹太人耶稣，那个唯一的耶稣，那个现在在神右手边的耶

稣，才宣称是犹太教-基督教的弥赛亚（the Jewish-Christian 
Messiah）（基督），宣称拥有不朽坏之生命的奥秘。他传讲关于

21553 年，迈克尔·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劳伦斯（Lawrence）与南希·戈德斯通（Nancy Goldstone）所著的《火

焰之上》（Out of the Flames）感人地讲述了这一骇人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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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国的、救赎的福音讯息。在他之后的使徒们做了同样的事

情。在曾经踏足这个世界的人当中，耶稣最具挑战力，最引人

注目。正如他同时代的人所发现的，“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教

导。” 
一些杰出的圣经学者的话，在我心中引起了共鸣。在众多

内容中，我只引用其中一例。我认为，他们的话应该为我们鸣

起警钟。敬请慢慢地阅读下列引文： 

天主教（Catholic）神学和新教（Protestant）神学都没有

以圣经的神学为基础。两者都是被希腊思想所支配的基

督教神学……异教思想已经大规模统治了“基督教”思

想……灵魂不死（immortality of the soul）根本不是圣经

概念。3 

如果你不懂“灵魂不死”的话，那就请继续阅读。在后面

我会对此作以解释。这个概念关乎我们是谁，关乎我们的命运

——我们死后会发生什么。 
有时候我在想，若是耶稣身在当代的教会中，他会不会受

到欢迎？读者还是自己来选择答案吧。耶稣可能得引导他们回

到他的话语，教导他们要学习“用心灵按真理敬拜神”（约 4：
24，新译本圣经），而不是按照不准确的教会传统敬拜他。许

多信徒简单地认为，耶稣会赞成他们在教会学到的关于他、关

于生命意义的东西。而我呢，建议读者做一些认认真真的研究，

研究耶稣本人的话语。回到像耶稣那样所信所传的、原本的信

仰上，总是明智之举。 
 
 
 

3诺曼·斯奈司（Norman Snaith）教授，《旧约的独特思想》（The 
Distinctive Ideas of the Old Testament），第 188 页，第 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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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耶稣宣讲了什么？ 

在这本书里，我唯一的目的就是：用并不复杂难懂的语言，

表达出我的看法，描述出圣经告诉我们的关于神的东西——当

宇宙的创造主在创造天地的时候，他想的是什么；描述出圣经

告诉我们的神的伟大计划。对你，对这个世界，神宏伟的目标

是什么呢？我想要做的，就是向你说明，神对你我有什么期望，

无论我们身处什么境况；向你说明，当你与生活的艰难困苦相

搏斗时，神在你身上有什么目标。还有，我想向你展示，对于

那些真正爱神、爱他儿子耶稣的人，神都为他们准备了什么。 
或许，你是一位金融家，身居要职，极具影响力，操控着

大笔资金；或许，你是一名教师，年轻的一代每天来到学校，

聚集在你面前，而你正触动着他们的心灵；再或许，你只是马

拉维（Malawi）一个招待所的服务人员，正在拖地板，洗盘子，

或者正在为来来往往的人提供早餐，同时因有这份工作而颇感

欣慰。在马拉维这个我很熟悉的非洲国家，一个人只要有一份

工作，哪怕是薪水微薄，都是谢天谢地的事。我们有幸认识一

些心地善良的马拉维人，他们根本没有工作，而且连找到工作

的希望都没有。很多人把玉米做成一种叫做恩西马（nsima）
的东西，以它作为赖以生存的主食。我们很多马拉维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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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许多国家的人一样，没有电，没有水管设施。可是，神

关心他们，而且对他们的关心，不比对其他任何人的关心少一

丁点儿。社会地位，在神看来不算什么。但是，他关心他所创

造的。他关心着你——无论你是谁，无论你在哪里。他通过耶

稣给出他的话语和教导，他在寻找那些会悉心毕力对待这些话

语和教导的人。 
我再说一遍：神对你的头衔、你的学位或者成就这种“社

会地位”不感兴趣。但是神关注你不朽坏的生命，你永久的生

命。在创造你时，他就定意要赐给你不朽坏的生命。不朽坏的

生命，就是说你不会死。不朽坏，意味着不会毁坏。也就是说，

一旦你获得了不朽坏的生命（现在还没有得到），你会永远活

下去！你永远都有生命。当你拥有不朽坏之身，你不会生病，

没人能夺去你的生命。你不会被毁坏（就像有些儿童玩具，被

宣称是“打不碎的”！）。 
我想告诉你，神为人类准备了不朽坏生命的计划。这个计

划其实并不复杂。要是复杂的话，你还得拥有特殊的心智技能

才能理解它。要懂得神的不朽坏生命计划，你不需要拥有卓越

的才华，也不需要经过特别的训练。但是你需要开放的心态

——一种充满激情的、追寻真理的态度。你需要强烈地渴望认

识真理（the Truth）。耶稣称之为“如饥如渴”寻找正路去理解

并遵行。此外，他把寻求不朽坏生命的奥秘描述为寻找无价之

宝。 
你不需要任何特殊技能就能阅读此书。我希望能表达得简

洁明晰。但是，我希望你明白，对于圣经告诉我们的关于不朽

坏之生命的内容，你可能在教会里并没有学到多少。最后这个

说法，你可以在读完这本书的时候，再做评判。 
若是神给我们的圣经只能是经过多年训练、知识渊博的学

者才能看得懂的话，他就无法期望普通民众去懂得圣经

（Scripture/the Bible）。但是，我们拥有关于耶稣在这世界上时

的情况的记载，记载显示，他不但给受过教育的人传福音，也

给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传福音。耶稣把关于不朽坏之生命的讯息

16 
 



第一章 耶稣宣讲了什么? 

（Message）称为福音，而且我们的确应该称之为福音。他想

让所有心灵开放、乐意听从的人都能明白这讯息。他们所要做

的就是仔细聆听，全心全意听从耶稣所说的，然后追求耶稣摆

放在他们面前的生命的目标。在余下的生命中，他们要不屈不

挠地追求这个目标。在这条路上，无论遇到什么阻挠与试炼，

他们都绝不放弃。没有任何事情比获得不朽坏的生命——永永

远远的生命——更为重要。“坚忍到底的必然得救”，这是耶稣

的话。 
人们一心一意地追求各种领域的目标。这些目标没有终极

价值，但是他们常常全心全意地追求。唯一真正能持久、持久

到永远的目标，是得到不朽坏的生命。要我们致力于此，这个

请求应该不过分吧? 
耶稣放在他听众面前的是什么目标？他所宣讲、所教导的

一切的核心是什么？相当简单。请打开圣经，1翻到路加福音 4
章 43 节，你会发现，耶稣在此告诉我们他“所为何来”。在这

节经文，你会发现他给出了他的使命宣言，他传讲与教导的目

的，以及为了服侍神——他的天父——而做的一切的缘由。在

这里，你会发现耶稣宝贵的总括语，亦即他所代表的、所爱的

一切的精髓。 
（你知道，耶稣自称是神的儿子。要是你问他，他的父亲

是谁，他会直视你的眼睛，说：“神是我的父亲。”我相信，你

的注意力肯定会被此所吸引，而且是完全被吸引。你认识多少

人，他们能说“神是我的父亲”，意思是他们没有人类的父亲？

是的，耶稣没有人类的父亲。亚当和耶稣的区别就在于，耶稣

的生命始于他母亲马利亚的子宫，亚当则由地上的尘土而成。

亚当和耶稣都被称作神的儿子。） 
关于耶稣是谁，过去是谁现在又是谁，我会在后面一章详

述。现在，我想确定的是，你已经抓住我上文中提到的、路加

福音 4 章 43 节耶稣说的惊天信息。路加福音 4 章 43 节。请写

1如果你恰好没有圣经，请继续阅读。之后，你可能需要至少一本圣

经，因为我会讲述圣经的故事，并且在这本书中我会常常引用大量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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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记住它。它奇妙地拆解了耶稣的思想。它告诉你耶稣的

事业，告诉你他有哪些目标，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有哪一个目

标。懂得耶稣所认为的生命的目标是什么，那是莫大的恩典和

宝藏。你也可以以他的目标为目标。 
基督教讲的是，要像耶稣那样思考，要成为耶稣那样的人。

路加福音 4 章 43 节凝结着耶稣的思想、事业以及他的目的，

因此也凝结着基督教的思想、事业和目的。 
是什么在驱动耶稣整个的事业和使命？让他自己来回答

吧。“我来是要传神国的福音（好消息）。我奉差原是为此。”

是的，神差遣耶稣正是为此——宣讲神国的福音。既然这是耶

稣的使命宣言，那它也就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要研究耶稣和

他的讯息，就必须从这里开始。没有抓住耶稣在这里所说的，

就没法掌握 2000 年前他在以色列大约三年所作所为的全部意

义。因此，请再读一遍路加福音 4 章 43 节。读这节经文的任

何版本。其意义会一清二楚。耶稣是一位满怀激情的传道人，

传讲他所说的神国的福音（好消息）。神派遣他，委任他，授

权他这样做——传讲神国的福音。 
福音讲的是神的国。这是关于耶稣版基督教的头等事实。

任何读者毫不费力地就能证明这是事实。我必须重申：神国的

福音是基督教信仰的概要。耶稣说它是。如果你打算跟随耶稣，

那就从现在开始，把你关注的焦点放在他神国的福音上吧，这

是个英明的选择。有人曾说，耶稣“满脑子都是”神国的福音，

如果你想像耶稣那样思考，你想成为耶稣那样的人，唯一明智

的决策就是，让他的使命宣言作为你的使命宣言。神的国，是

耶稣的战斗口号，是他的标语。 
当然，我不是说你今天就冲出去，传讲神的国，因为我们

首先得搞清楚耶稣所说的福音或好消息是什么意思，还有神的

国又是什么意思。（要是有人告诉你，想知道耶稣所说的神的

国是不可能的事——或者说神的国只在你的心中，不要信以为

真；要是还有人跟你说，耶稣的神国的福音不是为你准备的，

这更不能相信！）但是，神是耶稣的父亲，耶稣是神的发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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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目的就是宣讲神国的福音，你若是没能彻底明白这一基本

事实的话，要想进一步寻找宇宙的意义，寻找神在你生命中的

旨意，那真是白费力气。福音将会打开永远活着的奥秘，也会

为你开启理解整个圣经之门。 
路加福音 4 章 43 节是耶稣伟大的、经典的宣言，宣告了

他使命的要点，也讲出了基督教的要义。如果可能的话，请打

开你的圣经，我们一起来看随后的经文。你会发现，在路加福

音 5 章 1 节，听神国福音的众人，是在听路加所说的“神的道”

（word of God）。要是你想懂得圣经，尤其是新约圣经，“神的

道”这个词是你真的必须弄清楚的词。在西方，我们都能认出

“美国”（the States）是美利坚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的简称，同样地，路加在这里为我们给神国的福音

也确立了一个“简称”。既然神国的福音是耶稣所说所做的一

切的核心，那么那些“懂内情的人”把这伟大的神国的救赎福

音讯息简单地称作“神的道”，这是自然而然的事。“神的道”，

意思就是“讯息”（the message），福音的讯息。其他新约作者

提到神国的福音时，干脆地称为“道”（the word）。这一点不

比把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简单称为“总统”难多少。这个我们都

能认出来，但是大部分人却不知道“道”或者“神的道”是什

么意思。 
新约中“道”或“神的道”的意思，几乎总是“耶稣那样

传讲的神国的福音”。如果他们不懂这一点，他们会丢失一大

块极其重要的信息。 
我希望能将这一点讲得清楚明白。不要把“神的道”这个

重要的词的意思搞混搞错。它并不是另一种指代整个圣经的方
式。遗憾的是，在教会，在广播电视上，“神的道”这个至关

重要的词语，总是被用来指代圣经。为什么非要澄清这个内容

呢？原因如下：圣经，也叫做圣典（the Scriptures）或者圣言

（holy writings），而在整个圣经里，“道”或者“神的道”有其

自身的含义。这两个词组都指神国的救赎的福音，并且耶稣和

使徒们一直都向众人传讲它。这下，你清楚了吗？例子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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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取其中一个：在使徒行传中，我们经常读到那些传道人传

“道”。这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不是仅仅是个泛泛的模糊用语，

用来说明他们从圣经中任选一处布道的情形？ 
不是的。“道”和“神的道”特指宣讲神的国的福音。而

这又指回耶稣自己的教导。“到下安息日，合城的人几乎都来

聚集，要听神的道”（徒 13：44）。他们“往各处去传道”（徒 
8：4）。这指的可不是关于圣经的普通讲座，它指的是耶稣那

样传讲的福音。使徒行传 8 章 12 节为我们优美地定义了“道”。

“道”是圣经的“核心”。圣经肯定是“神的话”（the words of 
God），但是在新约中，圣经的核心很多次都被称为福音，或者

“道”（word），或者“神的道”（word of God）。 
把“神的道”的概念搞混，认为它在新约只是简单地指圣

经，就相当于搞不清楚伦敦和英格兰的区别。如果有人说他们

打算去伦敦，他们的意思不只是说要去英格兰的某个地方。 
“神的道”是一把很关键的钥匙，能打开耶稣的教导，也

能打开神为你所预备的不朽坏生命的计划。错误地理解了这个

词，就等于丢弃了这把钥匙。 
耶稣是救赎福音的第一个传道人，也是有权威的传道人。

说耶稣的福音只是给犹太人的福音，这是很不正确的（实际上

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2它是给每个人的福音！人人都应该

记住希伯来书 2 章 3 节：“这救恩起先是主（耶稣）亲自讲的。”

如果你对救恩感兴趣，那么你就必须决意查明耶稣传讲的是什

么。神国的福音是为每个人准备的。这才是基督教的福音。（耶

稣的死亡与复活，是福音的一部分，但不是整个福音。） 
我们将会看到，这神国的福音（当然包括耶稣的死亡与复

活），才是我们所有人必须抓紧、必须理解的东西，并且我们

必须把它作为必不可少的灵粮吸收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关

于不朽坏之生命的福音，而且希伯来书 2 章 3 节和大量圣经经

2当然，在一开始的时候，耶稣的确是把神国的福音给他自己的犹太

人民传讲的。但是后来，他命令他的门徒们把同一个神国的福音向每个

人传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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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都证明，耶稣就是传讲不朽坏之生命的第一位传道人，也是

模范传道人。我们看看保罗是如何表达这个极其吸引人的重要

概念的：保罗写信给他信仰里的学生提摩太，他说，耶稣“藉
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提后 1：10）。就是它！

请停一停，仔细想想这奇妙的话。耶稣，就是他，传讲神国的

福音，把如何永远活着的奥秘彰显出来。我们受邀，是要在耶

稣的讯息（Jesus’ Message）里——不是别处——去发现永远活

着的奇妙的奥秘。 
“道”就是福音。但是在教会，这一简单的事实已经含混

不清。事实上，福音本身就没有清楚的定义。给它下定义时，

神的国往往是不会被提及的！许多教会的信徒对福音只有非常

模糊的概念。在教会人士中，你几乎从未听过“神国的福音”

这一用词。 
耶稣的声音是不是已经被遗失了，或者被压制了？耶稣和

保罗都讲神国的福音，但是教会却不讲。他们听起来并不像耶
稣和保罗。 

现在，很多人有时费尽心力要延长几年寿命（由于吸烟或

者其他不良习惯缩短了生命，许多人早早去世）。在加利福尼

亚（California），竟然有人已经把他们的尸体冷冻起来，希望

科学能够找到方法使他们复活！这些人真的不懂，耶稣其实已

经告诉我们怎样能够获得永久的生命，获得不可毁灭的生命。

他告诉我们，奥秘就与他神国的福音讯息紧紧相连。在另一章，

我们会看神国的福音，并希望读者仔细聆听，因为耶稣说，他

所传所讲为的就是神国的福音。不要忘记，保罗说，耶稣已经

在福音或“道”中揭示了获得不朽坏之生命的途径。 
也许，你对永远活着感兴趣。那么，青春永驻——其实就

是找到生命力的泉源——难道吸引不了你的注意力吗？我的

可是被它吸引了呢！永永远远之生命的奥秘就在圣经的字里行

间，但是我怀疑教会并没有把它向你讲清道明。要是你觉得这

不可能，那就请听我把话讲完。请你继续阅读，并亲自加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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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为什么庞大的教会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对重要的圣经真理

视而不见，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我就冒昧地提醒你，请仔细地听，判断一下，教会讲福音

的语言是否与耶稣用的语言相同。他们常常讲到神国的福音
吗？耶稣常常讲。保罗也常常讲。他们都“欢迎众人，开始讲

论神国的福音”（参看吕振中译本）。耶稣和保罗都热切地传讲

神的国。请查阅路加福音 9 章 11 节，使徒行传 28 章 30 节和

31 节，来验证这个极为重要的事实。请深入地思考，把它和你

在教会所听到的对比对比。 
那么，到此为止，我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呢？神，那位独自

创造万物（赛 44：24）、给我们赐下每一次呼吸、赋予我们奇

妙的身体和思想的神，为每一个人都准备了终极的计划和目

标。尽管由于教会的混乱，你可能没有清晰地看到或者听到这

项计划，但是在基督教的圣经里，你仍然可以发现神的这个目

标。它应该有可能能够纠正这种情形。 
另外，我们已经向你指出路加福音 4 章 43 节，它是耶稣

本人庄严的使命宣言。它揭示了耶稣的全部目标，那就是要传

讲神国的福音，教导如何获得神国里不朽坏的生命。 
下一章，我们就开始详查耶稣所说的神国的福音是什么意

思。不过，在此之前，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留意，你

是否听过关于神国的福音的讲道？如果你的答案是不确定或

者是“没听过”，你也许会奇怪为什么是这样。3 
耶稣说，基督教的要义就是神国的福音。既然教会是要代

表耶稣和他的福音，那么，如果他们从来不讲或者几乎不讲这

个主题的话，他们真的尽职尽责了吗？请认认真真思考一下这

个问题。也许，你可以问问你的朋友们，看看他们对福音的定

3在我们《即将到来的弥赛亚国度：解开新约之谜》（The Coming 
Kingdom of the Messiah: A Solution to the Riddle of the New Testament）
（2002）这本书中，我们记录了无数知名传道人与作家的陈述，他们承

认，他们没有宣讲神国的福音，也承认，在过去 2000 年的很多时间里，

教会也真的没有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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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耶稣给的定义一样不一样。问问他们基督教的福音是什

么，不过态度上不要咄咄逼人。如果他们没有即刻回答说，那

是神国的福音，你就可以继续问，为什么他们的答案和路加福

音 4 章 43 节（以及其他好几百节经文）不一致。（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时间去看这些经文。）你可以这样来阐述你的观点：

邀请他们查看马太福音 4 章 17 节和 23 节，9 章 35 节，路加福

音 8 章 1 节，以及使徒行传 8 章 12 节，19 章 8 节，28 章 23
节和 31 节。你不需要任何专门技巧就能看清，耶稣全身心投

入的到底是什么。除此之外，还有大量这样的经文。 
这种讨论福音和不朽坏之生命的对话会很有意思的，比谈

论足球或者天气有趣多了。 
前一阵子，有位理发师给我理发，她从小就去教会。我跟

她说，多年来，每当她用主祷文时，她都是在祷告神的国降临。

她听到后诧异万分。她承认，她不懂“神的国降临”到底有什

么含义。显然，她从未想到过，她的祷告其实是在祈求耶稣回

来，把现今的世界体系从其可怕的问题和不义当中解放出来，

也没想到过神的国是基督教的福音，即救赎福音的中心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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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更多了解神的国 

我们需要用大量的内容来说明神的国，因为耶稣论及基督

教信仰时，是用“神的国”来表达的，他去到哪里都教导“神

的国”，为了“神的国”，他也献上了生命。他的动力就是神，

即他的父亲，给他的使命：不停地宣讲最大的好消息（福音）

——神的国近了（路 4：43；可 1：14，15）。 
其实你是知道它的，因为几乎人人都知道关于神的国的祷

告：“愿你的国降临！”如果你所求的事物已经在你眼前的话，

你就不会再为它而祷告了。然而耶稣说的并不是“愿你的国扩

大”，他要求我们祷告神的国会降临。想象神的国已经降临，

立刻就把圣经的故事弄得令人莫名其妙。1愿神的国降临，仍

然是基督徒至关重要的祷告，我们仍然在为未来的大事祷告，

祷告神的国带着权能与荣耀降临。 

1有人所持的观念是，在耶稣升到天父那里去之后，我们再也不需要

用含有“愿你的国降临”的主祷文祷告。这种观念根本就是错误的。

这种思想把我们推向直接违背弥赛亚的立场，这非常危险（约 3：36）。 

                                                 



第二章 更多了解神的国 

耶稣让我们祷告“神的国降临”，而我们祷告时心里要清

楚，知道自己在祷告些什么！圣经最后的话语正表达出那种切

切的渴望，渴望耶稣再次降临，为世界带来和平（启 22：20）。 
耶稣很熟悉旧约，他知道，在先知书弥迦书中有一段经文

（弥 4：7，8），讲的同样是将来神的国降临。经文极美地定

义出神的国。“耶和华 2要在锡安山［耶路撒冷］作王治理他

们……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民’原文作‘女

子’），必归与你［耶路撒冷］。”希伯来圣经满满的都是这种将

来建立在这世界上的神的国的应许。 
弥迦书中这段惊人的文字是一个预言，预言一个国权将要

恢复，耶路撒冷为其都城。很明显，这个预言还没有实现。 
关于神的国，最简单、最有启发意义的事实之一，能在使

徒行传第一章中看到。所应许的神的国，在五旬节（Pentecost）
那天没有来临。这国与那国、这地与那地之间，并不像在神的

国度里那样，停止了战争（赛 2：1-4）。教会分裂，无可救药。

世界上根本没有持久的和平。圣经一清二楚地讲到，没人知道

神的国会什么时候降临（徒 1：7）。然而，复活后的耶稣却交

待过，“不多几日”，圣灵要带着大能，特别浇灌在初期教会身

2译者注：希伯来文圣经中，神的名字是 YHWH（יהוה），它原本的读

法可能是 Yahweh 或 Yahveh［详情可参阅《旧约神学词库》（TWOT 
Hebrew Lexicon）中יהוה词条，以及《BDB 希伯来语词典》（BDB Hebrew 
Lexicon）中יהוה词条］，可音译为汉语的“雅伟”或“雅威”。犹太人认

为“不可妄称神的名”，就禁止把神的名字读出来，所以在诵读圣经时

用 Adonai（主）代替 YHWH。中世纪基督教学者为了诵读方便，把

Adonai 的元音 a，o，a 插入 YHWH 中，至 1520 年，出现了 Jehovah
（参 BDB），汉语音译为“耶和华”。英文圣经现在有六种译法：LORD，

Lord，the Lord God，Jehovah，Yahweh，ADONAI。中文和合本译为“耶

和华”，思高本将绝大部分译为“上主”，另有 40 几处译为“雅威”。

所以，本书中凡译为耶和华的地方，希伯来圣经原文都是 YHWH，而

且本书作者引用的很多经文采用的都是 Yahweh，此外，作者写作中涉

及神的名字时，采用的也是 Yahweh。考虑到大部分中文读者所受的教

导，译者将本书中神的名字译为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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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更多了解神的国 

上（徒 1：5）。当门徒接下来问到神的国是否会同时降临时，

耶稣回答说，那是另外的事，它的日期由神计划，不是我们可

以知道的（徒 1：6-7）。 
因此，显而易见，神的国降临和五旬节圣灵以壮观的大能

降临，不是一回事。神的国降临是未来的事情，并且它降临时

要复兴以色列国，这一点，受过耶稣良好训练的使徒们和福音

传道人，都非常清楚。 
要想理解耶稣或新约（再者，其实还有旧约），我们首先

要紧紧抓住，耶稣一直传讲神国的福音这一事实，其次，我们

还要明白耶稣说的神的国是什么意思。我相信，我们第一章已

让你深深认识到，如果做不到以上两项，其结果肯定是令人大

失所望。那么，耶稣说的神的国到底是什么意思？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先处理与它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我

们死后会发生什么？很快，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个问题与神的

国密切相关。死去的人会发生什么事？让我先把你的注意力集

中到这个基本问题上。人死亡之后去哪里了？他们是真的死亡

了，还是实际上是在其他什么地方活着？神的国是耶稣所传讲

的一切的中心，但我们需要先把这个相关问题的答案弄明白，

因为这是探究神的国之含义的一部分。 
关于神的国，关于人类的未来，还有关于我们死后会发生

什么事情的信息，耶稣是从哪里得来的？ 
这个问题的答案基本上都在旧约。耶稣在会堂学习旧约，

跟他的父母学习旧约，当然，他的天父，神，也不断向他启示，

引导他的所作所为，他也跟他学习。或许你记得，耶稣 12 岁

起，就能让当时正式的宗教博士们“望尘莫及”。在对重大神

学问题的理解上，他比他们“超出一大截”。耶稣就是那个时

代的莫扎特、爱因斯坦，是一个天才，对（神学上的）神，对

宇宙的意义，对生命本身的意义，都有着尤为非凡的、卓越的

见解。在与当时那些宗教博士谈论生命的重大问题时，他们都

希奇他的问答（参看路 2：4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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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是一位属灵知识的大师，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沉浸在他

的智慧和教导之中。但是，有没有人曾教导你，要把耶稣看作

一位孜孜不倦的老师或者拉比？新约说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
人，毫无疑问，他是一小时接一小时地教训（路 19：47）。 

我说过，耶稣是伴着旧约成长的，他的见解基本上要归于

他对旧约的理解。旧约，我们可以合理地称它为“希伯来圣经”

（the Hebrew Bible）。从创世记到玛拉基书，它由希伯来语（the 
Hebrew language）写成。部分但以理书，还有其他少量片段由

亚兰语（Aramaic）写成。亚兰语是近似希伯来语的语种。旧

约包括 39 卷书，耶稣手里的圣经和你我的旧约是一样的。书

的顺序不同，但内容是相同的。在路加福音 24 章 44 节，耶稣

提到这些宝贵的书卷，即希伯来圣经时，他其实讲出了书卷的

顺序，那是“律法书（the Law）、先知书（the Prophets）和圣

卷（the Writings）”。 
他热爱那些书卷。（那些有基督的灵和他心思意念的基督

徒，也会热爱它们的。）他相信其中的启示。这就意味着，他

相信，神使用那些书卷的作者们来记录下他想展示给我们的内

容。神不是把圣经作者当作机器人，把他的话听写给他们。相

反，他并没有忽视他们各自的能力和背景，他将他的旨意教导

予他们。关于世界的历史进程，神有他宏伟的计划，当然，他

的计划就是，为那些选择认真聆听他话语的人，为他的那些代

理人先知们，为最后的先知兼弥赛亚耶稣，预备不朽坏的生命。

神使那些先知把他为这世界、为这些人准备的计划写到纸上。

是的，耶稣是最后的先知。他也是神的儿子。（路加福音 1 章

35 节为我们提供了依据，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也许你还没有

听过耶稣被称作“先知”，但是根据申命记 18 章 15-19 节的预

言，耶稣被称作是一位像摩西、当然也是大过摩西的先知。新

约在使徒行传 3 章 22 节和 7 章 37 节中，把该预言和耶稣联系

起来。使徒行传 3 章 22 节和 23 节中，彼得说话的语气相当强

烈。他说，凡不理睬、不回应“那先知”耶稣的人，可以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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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未来可言。他在神面前有祸了。约翰福音 3 章 36 节中，耶

稣刚强有力地说了同样的事情。 
神启示旧约作者，即希伯来圣经作者，后来也同样启示新

约作者。当他向他们发出启示的时候，他表达出他的心思意念。

神使用不同作者的独特才能。我们说过，他没有把某种“指导

性写作”硬性地加给他们，把他们当作被动的工具来使用，相

反地，他让他们明白他的旨意和他的目的。他赐他们智慧，教

导他们，有时是通过艰难的试炼教导他们，他使用他们书写圣

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圣经为圣典或者圣言的原因。这意思

就是，圣经的话是可靠的，真实的。3它的意思是说这些话传

递的就是神的灵、神的意念和神的心意。从圣经中，我们能知

晓神如何思想。大卫是伟大的圣经作者之一，他表达出了神如

何用他作为启示的媒介：“耶和华的灵藉着我说，他的话在我

口中”（撒下 23：2）。大卫的话语就是神的意念、神的灵、神

的旨意的表达。 
正如耶稣所说，“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约 10：35）。他

一次又一次地宣称，他是代表他的天父，即独一的神在讲话。

神一直都操着心，确保耶稣宝贵的话语为我们保存下来。保罗

这样写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提后 3：16）。实际上他

是说圣经是神“用灵感动而成的”（inspirited）。神将他的意念、

他的旨意和他的灵吐露（breathe）出来，形成圣经的话语，以

此告诉我们他想让我们知道些什么。圣经的话语揭示出神在思

想什么，他为了我们的益处想让我们明白什么。人的一生，充

满艰难困苦，然而，圣经，特别是耶稣的教导，作为基督教的

基础，已配齐必要的信息，让我们懂得生命的意义。圣经神圣

地记载下神已传达给人类的信息，我们能够依靠它，用它帮助

3虽然有些片段已被誊抄者损坏，但是能证明这一点的证据通常是清

楚无疑的，而且学者们也能够帮助我们弄清原文。对于神的旨意和目

的，他没有留给我们模糊不清的表达。耶稣应许要差遣“文士”，即专

业的圣经学者来，帮助宣讲福音（太 23：34；比较但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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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生命旅程中前行，奔向我们的目标——神国里不朽坏的

生命。 
在古时，神通过各种各样的先知讲话，只有在新约时代，

他才通过他儿子耶稣给出他的终极讯息，即神国的福音。想要

了解这一基本事实的话，请参阅希伯来书 1 章 1 至 2 节。在这

两节经文中，你还能发现，神在创造各世代时，已有耶稣存在

于他的意念之中。神为人准备了不朽坏之生命的计划，这个计

划最终由耶稣作为神的代理人向我们展现出来，而整部圣经都

以这个计划为中心。 
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将归向何处，它还告诉我们，我

们要做何行动才能与神的计划协调一致。神赐圣经给我们，是

赐下极大的安慰，安慰我们，无论在我们身上发生什么事情，

神都是主宰。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清并跟随他的计划。 
也许你注意到了，我没有说神“在通往天堂（heaven）的

生命之旅上”引领我们。 
教会曾经遭受各种颠倒错乱之苦害，其中影响最大的一

个，就是用“天堂”一词来表达基督徒的目标。不管是耶稣，

还是圣经的任何地方，都没有说“天堂”是基督徒要瞄准的目

标。圣经中没有一个叫做“天堂”的地方，你死的时候，你的

“灵魂”会去那里。的确，神和耶稣是在天堂，但是，死去的

人没在！ 
或许这个说法让你有些震惊。但是，我请你深刻地思考一

下这个问题：人类的命运是怎样的，人最终会去到哪里？我希

望我能使你认识到，说“天堂”是你未来的终点站，很快就会

让你对圣经糊里糊涂。我重申：圣经从来没有说，假如我们相

信耶稣，在我们死后，我们就会“去天堂”。圣经没有任何一

处有这种说法。耶稣从来没有传讲“天堂”的福音。耶稣不相

信你死后会去天堂。他死的那天，他自己都没去天堂。4耶稣

4耶稣应许那个窃贼说，他将会和他在未来神国的乐园里。那个窃贼

曾请求耶稣，在未来“你得国降临的时候”，记念他（路 23：42）。耶

稣肯定地回答，在他回来的时候，那个窃贼肯定会在他的国里（路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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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有哪个人死后已经去了天堂。5耶稣只是说，那些旧约时

代死去的忠信之人，仍然在他们的坟墓中，是死亡着的。他从

来没说，他们或其他任何人已经去了天上天堂里的大房屋，或

者去了有火烧着的地狱。 
拿起新约读一读吧，问问自己：“耶稣给他的跟从者提出

的目标是什么？”他在哪里说“想要去天堂，就跟从我吧”？

他从来没说“你将会在天堂与你去世的亲人再次团聚”。他更

不会认为，那些脱离了躯体的灵魂（即没有身体的灵魂），已

经离开了地球，到了天上的去处与神在一起了。 
因此，你可能会问，那我是从哪里学到“去天堂”这种说

法的？ 
答案是，你听其他教友谈到它，在主日学校或安息日学校

听到它，在教会唱赞美诗时唱到它，又在听讲道时学到它。但

是，你不可能从圣经学到它。从这惊人的事实中，我们可以得

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那就是，大批信徒虽然聚在一个庞大

的组织下，却往往不会停下脚步，问问自己，他们所信所懂的、

关于信仰的东西，是从哪里学来的。事实上，关于他们所相信

的，他们通常根本不会提出很多问题。因为，毕竟，他们的领

导是受过训练的，他肯定懂，而他们是谁呢，只是坐在教堂长

椅上的听众而已，怎么有资格质疑讲道台上讲出的东西呢？ 
其实，无数优秀的圣经学者都愤愤不平地申诉说，“圣经

中没有一处讲到，天堂是将要去世之人的目的地”。6这些学者

都是圣经研究领域的领军人士。但是，公众要么不会费时费力

去阅读他们所言，要么没有兴趣透彻地了解，他们未来的盼望

43）。耶稣明确地说，他将要在坟墓里待三天（太 12：40），而且他复

活之后，他还没有去到天堂与神在一起（约 20：17）。 
5以诺和以利亚已经被接到天上，这是事实，但是希伯来书 11 章告诉

我们，他们之后死去了。他们现在肯定不在天堂，除了耶稣与他的父

神在那里以外，也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人类在那里。 
6剑桥的 J. A. T. 罗宾森博士（Dr. J. A. T. Robinson），《末了，神》（In 

the End, God），第 1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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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什么。（信、望和爱是基督徒的三样美德，盼望处在第

二位。可盼望的内容却非常重要。圣经有大量内容都在讲基督

徒到底在盼望什么。）不管是什么原因，教会信众都甘愿信赖

“人人所相信的”——死亡时我们的“灵魂”会离开我们在坟

墓里的躯体，然后，我们继续活着。就连唱歌时我们都唱着“约

翰·布朗（John Brown）的身躯”在坟墓中腐烂，而“他的灵

魂继续前进”。7我们只是更换了地址，从地球换到了天堂。我

们只是褪去了肉体的衣装，即这幅躯体，但是我们“不死的灵

魂”却飞向天堂，与耶稣在一起。有一首广为流行的赞美诗就

唱到飞向天堂。 
这一切听起来很舒服，但是，它是真的吗？ 
在一次次的葬礼上，我们这种“死时去天堂”的概念得到

强化。我们有多少人曾看着敞开的棺木，思忖着：“这种想法

不是挺好的吗？去世的人没有真正地在棺木里”？当我们为别

人“离开”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而悲恸不已时，他或她其实是

在另一个地方，喜乐地（？）看着我们。而我们呢，谈及去世

的人时，我们继续强化我们巨大的误解，说他们已经“离去了”，

这么说，似乎是隐隐约约地表示，他们已经去了天堂，意识全

存地与神和耶稣在一起。 
我们告诉我们的孩子，去世的亲人刚刚把他们的外衣，即

他们的身体留在坟墓里，然后离开这里与神和耶稣在一起了，

还活着，并且活得很好。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人没有了身体如

何还能存在，但是长期的传统已经使我们深信不疑，去世的人

其实是在别处活着。 
当然，通过一些曾经有过“死亡后”经历之人的广受欢迎

的描述，基督教书店使我们更坚信这种错误的理解。这些人自

称曾经死亡并且去了天堂。有人则说他们到地狱走了一遭。某

种程度上，不是圣经或者耶稣，而是这些书籍被认作“福音真

理”。公众被这种去世之人其实是在别处活着的概念所淹没。 

7译者注：《约翰·布朗的身躯》（John Brown’s Body）是美国一首著

名的进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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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当中没有一个是真的。除此之外，它还巧妙地把

你的注意力转离真正的基督徒目标。耶稣邀请我们相信神国的

福音，而那个目标是神国福音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我们必须坦言，任何称去世之人去天堂的人，一点都不像

耶稣。耶稣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事情，8因此，那些使用“死

时去天堂”之言语的人，似乎是在告诉我们，他们听从的是教

会，而不是耶稣和圣经。我相信，要进入进一步严谨的学习，

接受目前这个结论对你来说是个挑战。“我们死后会发生什

么”，在如此基本的问题上，教会，或者说你的教会，怎么会

与耶稣有着霄壤之殊？这种广为传播的概念认为，一个人，不

管男人还是女人，是由一个肉身和一个独立的、有意识的、且

永远不会死亡的灵魂组成的。但是，它不过是个神话，或者应

该说，它其实是一个谎言。如果你已经做好准备继续读下去，

我想尽力用简单的圣经经文加以证明。 
第一个撒谎说悖逆神不会导致死亡的，是撒但（创 3：4）。

然而，亚当因没有听从神而失去了生命。他死亡了。新约也讲

到死亡的基督徒。但是，两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对于信徒

来说，死亡不是终点。他们会活过来。他们会被复活，从死亡

中复活。“到义人复活的时候”（路 14：14），他们就会复活。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把他们复活。在那之前，他们是死亡

的，被埋葬的。 
一旦你清楚了这一点，你就会盼望神的国，会以它作为你

的目标，作为你现在存在于世的宏图大志。 
以耶稣的名宣传谎言，这合理吗？这样做，我们以及我们

的教会会安然无恙吗？耶稣不相信教会教导的内容，那么，是

不是已经到了我们所有人都该提出抗议，抗议任何以耶稣之名

所传讲的谬论的时候了？有人甚至可能会问，耶稣在教会的

话，他会不会受到欢迎？如果耶稣要讲关于死去之人的情况，

8有时候耶稣讲到天上的赏赐，但这是典型的犹太表达方式，用来告

诉我们，我们未来的赏赐现在正在天上预备着，在神那里，到了将来，

当耶稣回到这个世界时，我们会在地上得着这赏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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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他在他朋友拉撒路事件中所做的一样，说不定他会被或礼

貌或不礼貌地请出教会呢。在那件事中，他说：“拉撒路睡了。

拉撒路死了。我去叫醒他。”（请查阅约翰福音 11 章 11 节与

14 节。）他没说拉撒路已经去了天堂！耶稣说，他要把拉撒路

从他的坟墓里唤出来，要复活他（约 11：43）。坟墓，就是死

了的拉撒路所待的地方。他没有去别的地方。你去世的亲人朋

友也没有去别的地方。马利亚，耶稣的母亲，同样死亡了，被

埋葬了。无论是她，还是一些所谓的特别的“圣徒”，都不可

能听到祷告。去世的“圣徒”会回应祷告，这种思想就是一个

极大的童话。但是，有个很大的宗派下大约 10 亿人都相信它。 
在安慰丧失亲人的人时，神职人员向他们保证，他们的亲

人正在“一个更好的地方”，也就是在天堂里，不但活着，而

且活得很好。但是，按照约翰的记载，耶稣的抚慰，听起来和

神职人员们这种错误的抚慰根本不同。 
有一位神职人员，当我们向他指出圣经没有教导去世的人

在天堂时，他这样回答：“当然，你说得完全正确。”可他接着

又说：“但是，我不可能在讲道台上这样讲！” 
耶稣的话——他死了的朋友拉撒路在他的坟墓里睡着了

——有没有让你觉得难以接受，甚至令你震惊？我相信，他的

话是要推动你我做些认真的思考。不管怎样，相信以耶稣的名

义而讲的谬论，或者支持以耶稣的名义来宣传谬论的组织，很

可能是危险的，我想，也是很冒险的，因为耶稣一直坚决要求

我们要相信真理，绝不相信谬误，也坚决要求我们必须时时准

备支持他并维护他的教导，与所有的反对声音做抵抗。不要忘

了，耶稣遭遇的最大的反对不是来自普通大众，而是那时的教

会（犹太会堂）。他还警告说“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我

再次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可 8：38）。 
耶稣从来都反对漫不经心的敬拜，反对不是基于圣经而是

基于传统的敬拜，这种敬拜从我们的父母那里随随便便地、不

加考虑地被继承下来，也没人反对地在教会里一直延续下来。

耶稣义正词严地责备在教会中教导传统而不教导真理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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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成为一个有头脑的追求真理的人，而不是做

一个被动地接受未经检验的传统的人。我们必须按照“用心灵

按真理”的准则来敬拜神（约 4：24，新译本圣经）。与圣经

相悖的传统是教会致命的毒药，耶稣发出了大意如此的强烈的

警告（太 15：7-9）。宗教传统之所以植入我们的生活，是因

为我们的父母这样教，教会这样教，而且我们最要好的朋友也

相信它对我们的思想施加了强大的影响力。可是，“福音是什

么？”显然，只有极少的人才会去问这个问题。 
关于死亡，耶稣从希伯来圣经中学习到许多简单又基础的

事实。在传道书中，他读到，或许还记住了两节经文：传道书

9 章 5 节和 10 节。我们看到，这两节经文清晰地说明了死人

的状态。“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因为在你所

必去的阴间（Sheol）［‘坟墓’（gravedom），死人的世界］，没

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死人不能赞美

耶和华，下到寂静中的也都不能”（诗 115：17）。此外，还有

很多经文都说了同样的事。 
这听起来几乎不像是在说，死人的意识完全存在，他们享

受着天堂的特权，从那里万分幸福地望着他们还活着的亲人。

那真的是一种特权吗？很高兴，神已将事情做了大不相同的安

排。他让死人没有意识地在他们的坟墓里安息，直到未来那伟

大的时刻到来。那伟大壮观的时刻，就是复活的时候。耶稣再

次降临，在全世界开始神的国度时，那一刻就到来了，而这个

国度就是他的福音的主题。所有这一切，但以理书 12 章 2 节

简洁明了地讲了出来。死人如何复活，答案如下：“睡在尘埃

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人要得［即将到来的］那个时代

的生命（the Life of the Age [to come]）（传统：永生）。”对“永

生”（everlasting life）这个概念，你一定不会陌生。圣经第一

次提到它，就在这里。它的字面意思是“即将到来的那个时代
的生命”（the life of the age to come），即未来神的国度里的生

命，也是只有通过复活才能完全得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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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章，我们一直都在讲更多关于神的国的事。但是为

了展现圣经的故事——史上最为精彩的故事与剧目——我们

必须先处理两个相关主题：一个是我们死后会发生什么，另一

个是简要讲述将来耶稣回到地上时的宏大场景。为什么他必须

回来？为了要复活坟墓里睡了的死人，为了要实现神国的福音

所包含的大应许。耶稣再来是要重新治理整个世界，要让它按

照神所计划的那样合理公正地运转。耶稣是要管理一个新世

界，它的总部是耶路撒冷。圣经，尤其是希伯来先知的著述，

一页接一页，全是这个信息。以赛亚书 32 章 1 节预言（来自

各种版本圣经）：“必有一王，他要以正义统治，有众首领公正

地审判（NJB，新耶路撒冷圣经）。”“看哪，一位王将要凭公

义统治，众首领将要按公平治理（NKJ，新英王钦定版圣经）。”

“看啊，一位公义的君王来了！正直的首领在他手下治国

（NLT，新当代译本）。” 
不知道你是否意识到，耶稣传讲神国的福音，目的就是要

邀请你成为“正直的首领”或女首领之一，和他一起管理未来

的世界。神国的福音，是在呼召你进入首度真正成功的政权的

“王室”。因此，你若是认为你的命运只是要在遥远的天上拨

一拨琴而已，那就丢弃这种虚无缥缈的概念吧。 
你现在作为基督徒接受训练，以及神赐予你才能，目的就

是要装备你，当神的国来临时，大范围地祝福这个世界。你现

在的生命结束了，但神和你并没有结束。他是要“看谁适当，

就把地给谁”（耶 27：5，吕振中译本）。地是要赐给你的，你

能想象吗？！神想要委任你为仆人式的主管，管理神和耶稣正

在预备的神的国。这个国由耶稣自己和那些他正在装备、使其

进入“王室”的人来管理，它不是一个充满压迫的政权，而是

一个用智慧和慈爱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权。我们所有的才能都来

自于神，而我们的职责就是发展这些恩赐，不只是为了现在，

也是为将来的时刻做好准备，就是耶稣让他的世界性政权——

神的国——就位、当权的那个时刻。这里是耶稣瞻望他再来的

情形时所说的话，他会对那些忍耐到底的人说：“好！良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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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路 
19：17）。 

有一位世界闻名的福音布道家，代表成百上千万信徒。遗

憾地是，如果你一直听他讲的内容，你可能会学到，“在天堂，

我们擦亮彩虹，打理天上的花园，预备天上的餐具。”9耶稣根

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坦白讲，“擦亮彩虹”就是不切实际的

无稽之谈。耶稣呈现给公众的是，做好准备，当他再次回到我

们的地球时，与他一起管理他所带来的全新的政权。当使徒保

罗的听众无视信仰的基本内容时，他说，或许还是略带失望地

说：“你们不知道圣徒要审判世界吗？既然世界要由你们来审

判……”（林前 6：2，新译本圣经）。对于保罗和早期基督徒

来说，这是基督教最为基本基础的事实。“在天堂擦亮彩虹”，

在他们看来应该是相当荒谬可笑的吧。 
关于“天堂”的这种说法是虚构的，却已被广泛接受。我

朋友说，如果这就是耶稣所应许的，那么它让他们对基督教完

全失去了兴趣。这些朋友对这样的希望，感到无聊透顶。这样

的命运让他们反感。 
在此，我附上一位著名伦敦讲道人的一段真知灼见，他一

针见血地讲论了基督徒的目标，福音的核心。 

我们将要在得了荣耀的地上住在得了荣耀的身体里。这

是已经几乎完全被遗忘、被忽视的基督教重要教义之一。

不幸的是，基督教教会——我是说大部分教会——不相
信这一教义，因而，对此也就不做教导。教会已经丢失

了它的盼望，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它会花费大部分时间去

努力改善这个世界的生活、去宣传政治的原因……但是，

根据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6 章 1-3 节所说，这非凡的

事情的确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

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

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这才是基督教。这才是

9葛培理（Billy Graham）。 

36 
 

                                                 



第二章 更多了解神的国 

新约教会赖以生存的真理。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不惧

怕那些迫害他们的人……这才是他们不屈不挠、持久忍

耐、胜过任何拦阻的奥秘所在。10 

我们死后会发生什么？是将来的复活、将来的神的国。这

两章内容可真是不少啊，你可能会说。那么在下一章，我们看

看能否把它清晰地整合起来。请记住，整个圣经故事讲的都是

神的国，这个国就是耶稣和保罗那样传讲的福音。神宏伟的计

划，是要在世界上建立和平——并且，如果你愿意积极回应耶

稣和他神国的福音的话，神要让你参与那个过程。 
 
 

10钟马田（Martin Lloyd-Jones），《罗马书评注》（Commentary on 
Romans），第 72 页，第 75 页，第 76 页，强调部分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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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再次降临这地 

如果你的教会一直都向你说，作为基督徒，你的目标是“天

堂”，那么我相信，他们把圣经也变成了令你茫然不解的一本

书！如果在葬礼上，他们一直都是把去世的人送往天堂，认为

他们还活着并且充满荣耀，那么他们就是一直在向你传输一个

异教的、哲学的概念，而不是耶稣的教导。因为教导“灵魂”

上天堂的人，是异教哲学家柏拉图，不是耶稣。柏拉图在教会

里可谓是拥有了很大的地盘。 
若是你遇到一个人，他深信，踢足球时，目标不是把球踢

进球门，而是要把球朝空中踢，能踢多高踢多高，你会是什么

想法？你会认为这种观念彻底被误导，被引入歧途了。 
从你小时候起，教会就一直对你说，“死时去天堂”就是

基督徒之信仰的目标。在我看来，这种概念使你与耶稣和使徒

们水火不容，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此类事情。耶稣没有向任何

跟随他的人应许“死时去天堂”。他告诉他们，他们应该渴求

“承受地土”（inherit the earth）或土地（land）。这完全等同于

“承受神的国”。神的国将要建立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并遍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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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地。这件非凡的大事正是基督徒祷告的主题。耶稣教导我们，

要这样祷告：“愿你的国降临！” 
耶稣在马太福音 5 章 5 节说：“温柔的人将要承受地土。”

如果你愿意相信耶稣这话，那么，在理解神国福音的路上，在

明智地、准确地理解圣经故事的路上，你已经迈出了重大的一

步。 
试着把“天堂”这个词从你与将来的生命有关的词汇中去

掉，看看能否显著提升你对圣经的理解程度，实际上，是能否

提升你的属灵健康程度。你不需要在头脑中放入异教哲学思

想。你需要的是耶稣和圣经那样教导的真理。希腊哲学和圣经

完全不能混为一谈，如果硬是混在一起，产生的是属灵毒药。

奉着耶稣的名，却传讲、相信柏拉图，能有什么样的意义？1 
事实是，圣经没说你死时会作为“灵魂”去到天堂。根本

没有。耶稣和圣经教导的是，成功的基督徒死后，会在称作“末

日复活”（resurrection）的时候，被复活。这次复活发生的时间，

就是耶稣再次降临，要在地上开始他的新政权或神的国的时候。

读一读哥林多前书 15 章 22-28 节，你一下子就能明了这个计划

与安排，它很简单。在此，保罗谈论的是复活时的顺序。目前，

只有一个人已经被复活，从死亡中活过来，拥有了恒久的
（permanent）生命。他就是耶稣。而各个世代的基督徒，都会

在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被复活。这是保罗的话：“在基督里众

人也都要复活。但各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

基督，以后在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基督

徒们］”（林前 15：22，23）。 
这个复活计划并不复杂。当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些基督徒

会活过来，会被复活。他们会死亡，然后再活过来。接下来，

1我们有一套三碟装 CD，标题是“柏拉图式基督教”（Platonic 
Christianity）。在 CD 中，一位名为爱德华·安克顿（Edward Acton）的

传教士，申诉了柏拉图哲学的危险性，因为柏拉图哲学已经潜入教会，

并且牢固地嵌入我们大多未经质疑的传统教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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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会与耶稣一起承受地土。他们会参与新的遍及世界的政

权，一个真正的政权！ 
我想，你很容易就能理解，当教会把你指向“死时去天堂”

这个方向，可是圣经却把你指向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方向时，这

会令你混乱至极。我们都知道，当我们被告知某件事会在某时

某地发生，结果它却发生在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时，我们有

多么地懊恼沮丧。同理，耶稣要带领你朝向他再来时在地上建

立的神的国，可教会却一直许诺说，你死的时候在“天堂”就

有一席之地。这地点是错的。你不会去天堂。这时间也不对。

你死的时候，哪里都不去，也不会还活着。你会在坟墓里“睡

了”，无论多长时间，从你的死亡开始算起，一直到耶稣将来

再来，带来地上的神的国。 
圣经从头到尾的计划就是这样。这是整个圣经故事的框

架，是神伟大计划的纲要。你现在活着。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

信徒，你去世时，你会在死亡中“睡了”，会在坟墓里安息，

直到耶稣再来。墓碑上的“安息吧”，说得没错。死亡的人的

确是“平静地安息”着。当耶稣再来时，他会把所有去世的忠

信之人从坟墓里唤出来，使他们复活，赐给他们不朽坏的生命，

并且让他们在他的王权中——在神的国度里，拥有其位。这个

国度，就是他的福音的主题。 
从本质上说，这个故事简单易懂。整部圣经都对此加以证

实。尝试一下，心中带着这种“模式”去读新约，看看它是否

言之无理。我相信，所有新约作者，都认同这样直截了当地讲

述神的不朽坏生命的计划。 
当约伯问及“死后的生命”这个重大问题时，他说：“人

若死了岂能再活呢？”（伯 14：14）。注意，他没有问：“人死

了，岂能继续活？”那可是截然不同的一个问题。他没期望死

后还能继续活下去。要是这样的话，令人困惑的矛盾就出现了。

一个可以继续活下去的人，没必要在末日复活时“被复活”（林

前 15：22）。但是，圣经教导，死人会保持死亡的状态，直到

耶稣再来并带来大复活的时候，他们被复活。这些事件计划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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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清楚，连贯统一。我们所有人活着，都需要清楚地知道，

这就是神计划要做的事，而且用耶稣这个人作为他的代理。 
“死了的人毫无所知。”圣经说（传 9：5）。“死了的拉撒

路是睡了，我要把他从坟墓里唤出来。”耶稣说（参看约 11：
11，14）。但是教会对耶稣和他的观点已经显示出不耐烦。他

们想要“提前行动”，然后，他们就向信徒承诺，他们死的时

候，立刻就能神志清醒地待在天堂，而不是之后才在那里！圣

经最重要的教导之一——死人将来复活，已经被教会搞得一塌

糊涂了。 
“不死的灵魂”会继续存活，根本不是圣经教导，而是来

自异教哲学的外来物。在歌罗西书 2 章 8 节，保罗要信徒警惕

哲学的危害：“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借着哲学，把你们掳去

（参看新译本圣经）。”如果你接受非圣经的哲学思想，你就是

被掳去了，你需要通过学习真理来获得自由。耶稣说过，“真

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 8：32）。 
当圣经所给的盼望被教会传统创造出的假盼望所替代时，

结果会发生什么，你是能够判断出来的。如果我们死的时候就

能得荣耀升天，那么，耶稣再来把死人复活有什么意义呢？末

日复活之后神的国度又有什么必要？复活，意味着“与死亡的

状态对抗”。如果在那时刻之前，我们已经是活着的，为什么

我们还有必要再活过来？这根本就讲不通。除了将来的复活以

外，圣经反对“让死人还活着”的概念。〔注：各种宗教团体

似乎被灵界生命（spirit beings）的概念给迷住了。耶和华见证

人（Jehovah’s Witnesses）认为，耶稣是个灵，属天使类，因此，

他不是真正的人。摩门教徒（Mormons）相信，耶稣曾是撒但

在灵界的兄弟，而神选择让耶稣来到地上。其他教会跟他们的

信徒说，要向已去世之圣徒的看不见的灵祷告。圣公会（the 
Anglican Church）的观点则是，已去世的圣徒会以某种方式与

活着的人交流。〕 
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为壮观的事，将会是耶稣再临（the 

Second Coming of Jesus）。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因神迹而在马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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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身体里产生、怀孕而成。他 30 多岁就死亡。现在他同神一

起坐在天堂（他是唯一一个已经进入天堂的人）。耶稣现在是

不朽坏的，是神整个不朽坏生命计划的开路人，是先驱。他现

在等候在神的右手边——那是仅次于神的高位，直到神给他号

令，命他离开天堂，返回地上。天使说：“加利利人哪，你们

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

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徒 1：11）。 
当耶稣来的时候，他要把忠信之人复活，从死亡中复活。

他们会再活过来，当他们活过来时，他们会感觉好像没有时间

流逝，因为他们在死亡中双目紧闭。2这些被复活的基督徒，还

有耶稣来时仍然在世的基督徒，会永远和耶稣同在，共同把我

们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恢复正常。他们和耶稣都会在这里，在

这个星球上。耶稣为跟随他的人所应许的不是他们“将要去天

堂”，而是他们“将要承受地土/土地”（太 5：5）。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最为清楚地描述了将来耶稣再来

复活已死基督徒时的情形： 

现在，弟兄姐妹们，我想让你们明白那些已经去世的基

督徒会怎样，免得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

既然我们相信耶稣死了，又复活了，我们也就相信，当

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已经去世的基督徒，神也必复活

他们，把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参看 NEB（新英语圣经）］。

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

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

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

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

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

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

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帖前 4：13-18）。 

2要证实这个概念，请参阅 F. F. 布鲁斯（F. F. Bruce）的《保罗，心灵

得以自由的使徒》（Paul, the Apostle of the Heart Set Free），第 3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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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图画给我们下列事实。耶稣会再次出现在天空，死亡

的基督徒会被复活，离开他们在死亡中一直“睡着”的坟墓，

和那时还在地上活着的基督徒一起，被（“欢喜快乐地”）提到

空中与主耶稣相见，然后护送他下到地上，在这里，他要成为

神的国合法的统治者。 
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认为在耶稣带着大能与荣耀降临

的 7 年之前，他会悄悄回来。这种说法没有一点圣经的根据，

是人编造的事情。耶稣到来，是人看得见的、壮观宏大的事件。3

“众目要看见他”（启 1：7）。耶稣要返回这地。他肯定不会

呼啦一下就把基督徒带去天堂，在那里待上 7 年！这样的事，

根本就不是再次降临，而是“路过一下”而已。这叫拜访，不

叫永久的回来。当有人说，他们要去趟商店，“很快就回来”

的时候，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理解这话。那么，当耶稣应许

说，他会回到这地并住在这里时，我们也不应该有任何不懂的

地方。4如果他不回来，那就没有真正的再次降临，在这地上也

没有耶稣在耶路撒冷作王的神的国。这样一来，就把耶稣传讲

的福音变成了一个骗局！ 
去世的基督徒现在不是活着的，我确信，你能看出来懂得

这一点有多么重要。如果我们懂得，死人现在是没有意识地待

在他们的坟墓里，平静地“睡着”，我们立刻就会把注意力集

中在未来那奇妙的时刻：耶稣再次出现在天空，复活所有“睡

着的”死人，然后降临到地上。而一旦我们聚焦那个伟大的事

件，我们整个关注点也就马上集中到神的国上，这个国就是当

3耶和华见证人认为，耶稣再来时，人们是看不见他的，或者他在 1914
年或（如其他有些人所说）在更早的时候就来过了。这种概念根本没有

圣经依据。 
4在我们讨论耶稣再来的同时，请注意新国际译本（ th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在约翰福音 16 章 28 节和 20 章 17 节中的错误译

法。在这两处，耶稣没有说他要“回”（back）到天父那里去。希腊文

只是说，耶稣要“去”（go）或者“升”（ascend）到天父那里，不是“回”
（back）到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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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再来时那个要在这地、在全世界开始当权的国。这才是基

督徒的盼望。 
“我们死的时候要去天堂”，狡猾地偏离了圣经，使我们

迷惑不清，并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圣经故事和耶稣关于神的国的

好消息上转移开。“死时去天堂”让我们几乎不可能合理地阅

读圣经，因为教会讲的故事不是圣经故事。这两个故事互不兼

容，无法和谐并存。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耶稣再来时的神的国；

而我们的“灵魂”在神的国来临很久之前就与耶稣在一起的这

个承诺，却让人感觉“舒心顺耳”。结果是，一旦前者被摒弃

而后者被接纳时，在信徒头脑中，整个神的国这个伟大的计划

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麻团。 
“死时去天堂”这个传统，在你和圣经的话语之间放置了

一个过滤器。 
保罗严严地警告，要小心那些教导人可以在未来复活之前

就活着的人。他甚至列出两个人的名字：“他们的话如同毒疮，

越烂越大；其中有许米乃和腓理徒，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

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提后 2：17，18）。教会已

经犯了一个相似的错误，声称在未来的复活前，死人是继续活

着的。 
但是，给大家一个圣经里所没有的盼望，如同画饼充饥。

死时去天堂的盼望，在圣经里不存在。它是个人和教会后来虚

构出来的。教会的故事大错特错地扭曲了圣经故事。耶稣谙熟

圣经。他盼望他回到这里时的神的国度，而他将是这国度的王。

在他将来得胜地归来的时刻，他会复活所有死去的、服从他的

跟从者。那将是极大的集体复活，所有（来自旧约以及新约时

代的）信徒一起复活。不是单个的“灵魂”分别去到天堂，而

是各个时代所有忠信的人，在奇妙壮观的一瞬间，集体复活。 
有人提出，旧约圣徒的复活不一样，由此，他们把旧约圣

徒与新约相信基督的信徒分别开来。其实，这样做也就是把亚

伯拉罕和新约的信徒分别开了。然而，亚伯拉罕是“未受割礼

44 
 



第三章 耶稣会再次降临这地 

而信之人的父”（罗 4：11），他将会是所有基督徒中第一个被

复活的。 
试一试，把我们以上勾勒出的事件顺序放在心中，带着它

阅读圣经，尤其是新约。看它与圣经契合地有多美，看它如何

使整个圣经故事——从创世记到启示录——合情合理。这样，

你就能领会基督徒的盼望，相信耶稣神国的福音，这国是耶稣

“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雅 2：5）。 
你也会弄懂圣经关于复活的教导：复活是整个人复活，而

不是把还活着的有意识的灵魂与身体结合起来。 
耶稣回来时，他要复活死去的人，并奖赏他们在传扬神国

的福音这个使命中所做的侍奉，这个时候，世界会逐渐经历奇

妙的恢复过程（徒 3：21；1：6）。在那将要来临的新时代中，

一个重大的事件就是，撒但，现在正迷惑整个世界的撒但（启 
12：9），他将无法施展拳脚。当耶稣到来并统治他的国时，一

位天使将要抓住撒但，将他捆绑，并关进监牢一千年（启 20：
1-3）。 

那时，忠信的人将开始与弥赛亚一同统治一个更新了的世

界。有很多圣经经文都能勾绘出神为你、为这世界准备的计划。

下面是最清楚、最重要的经文之一： 

他们唱新歌，说：“你［耶稣］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

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

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祭

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启 5：9-10）。 

耶稣之前曾说过：“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

土”（太 5：5）。每当人们谈论“去天堂”的时候，他们不但

驳斥了耶稣的应许，而且布下阻碍，让人难以清楚地理解神和

耶稣给信徒的应许。 
通过耶稣传讲的神国的福音，神表明他的不朽坏生命计

划。耶稣再临，意味着一个严厉的审判，审判那些拒绝进入这

个计划的人。我建议你查阅一下伟大的先知以赛亚那些惊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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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在他神的国的异象中，他看到，通过神的仆人耶稣，神

要对邪恶的政权和人民做些什么事。我把这些话给你复述一遍

吧。在这段话中，你可以预先看到一幅图画，描述将来耶稣再

来、介入这个世界时所伴随的形势： 

看哪！耶和华使大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地面，使

地上的居民四散。人民和祭司，仆人和主人，婢女和主

母，购买的和贩卖的，借给人和向人借的，放债的和借

债的，全都一样被分散。大地必完全倒空，被劫掠净尽，

这话是耶和华说的。大地悲哀衰残，世界零落衰残，地

上居高位的人也衰败了。大地被其上的居民玷污，因为

他们犯了律法，违了律例，背了永远的约。因此，大地

被咒诅吞灭，地上的居民要承担惩罚。 

地上的居民被焚烧，剩下的人很少。新酒悲哀，葡萄树

衰残，心中欢乐的，变为叹息。击鼓的喜乐止息，宴乐

者的喧哗停止，弹琴的喜乐也止息了。他们不得再饮酒

唱歌；喝浓酒的，必觉苦味。混乱的城破毁了，各家关

门闭户，使人不得进入。有人在街上因无酒呼喊；一切

喜乐都已过去，地上的喜乐都消逝了。城中所剩下的只

有荒凉，城门被撞得粉碎。 

在地上的万民，都像摇过的橄榄树，又像被摘取完了的

葡萄树，剩下无几。剩余的人必高声欢呼，在西边的，

要宣扬耶和华的威严。在东方那边的，要荣耀耶和华，

要在沿海的众岛上，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我们听

见从地极有歌声唱着：“荣耀归于义人。”我却说：“我消

瘦了，我消瘦了！我有祸了！诡诈的仍在行诡诈，诡诈

的仍在大行诡诈。”地上的居民哪！恐惧、陷坑和网罗，

都临近你们！ 

那逃避恐惧声音的，必堕入陷坑；那从陷坑里上来的，

必被网罗缠住；因为天上的窗都开了，地的根基也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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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地全然破坏，尽都崩裂，大大震动。大地东歪西

倒，像个醉酒的人，又摇来摇去，像座草棚；大地被其

上的罪孽重重压着，以致塌陷，不能再起来。到那日，

耶和华必在高天之上惩罚天上的众军，又在地上惩罚地

上的列王。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被聚集在牢狱里一般；

他们要被关在监牢中，多日以后，他们要被惩罚。 

那时，月亮必蒙羞，日头要惭愧，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

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并且在他子民的众长老面

前，大有荣耀（赛 24：1-23，参看新译本圣经）。 

这是一幅栩栩如生的图画，直接出自圣经伟大的先知之

一，以赛亚的笔下。你会看出，他描绘的是一个大灾难、大灾

祸，在当今的日子，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与此略略相似的情形。

我们都知道极有破坏力的海啸，还有令人惊骇恐惧的飓风，它

们毁灭了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财产。这种事情显示出，神的

大能，就如他授予大自然的能力一样，是能够带来毁灭的。将

来神要决意向人的罪发出他的烈怒。在先知书中，耶稣再临被

比作地震以及威力强大的风暴。从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形中，我

们要学到：神的大能应该让我们深深认识到我们无边的脆弱。

神将要解决人类的软弱。他将要在被称作“耶和华的日子”（the 
Day of the Lord）的那一天专门处理这个。世界上的人口会大

量减少。这是神将来介入世界，也是他最后一次介入的时候，

那时他要派遣他所爱的儿子回到这地。我们刚刚引述的那一长

段圣经经文，就是在描述这日子的情形。许多先知都写到这即

将到来的“耶和华的日子”，或者“耶和华发烈怒的日子”。全

地将充满混乱、毁灭与绝望。各样的人都要受其影响。耶稣讲

过，“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路 21：
26）。 

但是，请注意神介入时的后果：主的日子一过，“剩下的

极少”。以赛亚书 24 章 6 节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一点。请特别留

意，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毁灭。如此的话，世界将空荡荡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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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一个宗派，误导信徒说，将没有一人活在这世界上。这纯

粹是谬论。那时的情形，与挪亚时代的情形相似：极少一部分

人受到方舟保护，避过了灾难，毫发无损。当时，挪亚、他妻

子、他的三个孩子以及他们的妻子躲过了死亡，其余的人则在

这次大审判中，被淹死。耶稣说，他来的时候，情况会类似于

这次大审判。听听耶稣怎么说：“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

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太 24：27）。耶稣会到来，带着

大能，把世界从混乱无序中解救出来。 
好消息是，耶稣将要回来。但是在它之前的坏消息呢？耶

稣说： 

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

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

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

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

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

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

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

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太 
24：37-44）。 

关于耶稣再临，保罗最生动、最有力的描述在帖撒罗尼迦

后书 1 章 7 节和 8 节。他对基督徒写到： 

神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

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

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 

圣经说，耶稣是“所有顺从他的人得到永远救恩的根源”

（来 5：9，新译本圣经）。至于得救，相信耶稣为了涂抹我们

的罪而死，这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仅限于这一点，却也

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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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对于未来，你正在构建起一幅清晰的图画：首先是

邪恶的时代，以及漫不经心、不警醒之人的毁灭，然后，极少

数人得以存活，接下来是神的国，它将从存活的余数开始，重

建人类。神的国将为整个世界重新带来和平与秩序。在耶稣的

管理下，这种美不可言的状态将遍及全球。神的国要从耶路撒

冷统治，耶稣是王，忠信的人获得不朽坏的生命。以色列所有

的先知都预言了我们的世界这个理想的未来。请开始阅读旧约

的先知书，看看它们呈现出的未来世界是多么美好。 
“愿你的国降临”，神会回应这个祷告的！ 
请记住，在为世界所准备的这个广阔蓝图中，你的角色就

是提前为神的国做准备，躲过大审判（不是通过被带到天堂而

躲过！），然后获得不朽坏的生命，与耶稣一同治理神的国——

他来，就是要建立这个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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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填补一些空白 

如果这个圣经故事对你来说很陌生（很多自称是基督徒的

人都承认，他们几乎不了解圣经），或者说，如果到目前为止，

你对它只有粗略的认识，那我现在就来填补一些空白知识，并

且有可能来回答一些你在阅读时心里所产生的问题。 
请不要忘记，总体来说，圣经的故事并不复杂。它所用的

语言算是简单易懂的。不过它毕竟是古老的犹太故事，起源于

不同的文化。它纯粹就是一个弥赛亚故事。这几乎没有令人惊

异之处，因为耶稣宣称是弥赛亚！ 
我们需要学习理解那个古老的世界，尽管圣经是为我们所

有人准备的，而并不仅仅是为专家准备的。当然，圣经中确实
有一部分需要进行专门的技术处理，但整体的故事线条是清楚

分明的。有一位神，独一的父神，心怀极好的美意，创造万物。

从创造伊始，他心中已经存有他的儿子耶稣和神的国。弥赛亚

的国度，这个目标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且被扭曲变形。神容许

这样的事发生，因为他赐我们一定的自由，让我们做出自己的

（常常是错误的）选择。他也容许我们被撒但，即就是圣经中

被称为“迷惑普天下”的撒但（启 12：9）蒙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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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人类真应该更好地留心神所说的话，而不应该让我们

自己轻易地就被撒但那套虚假的宗教完全迷惑。现在，撒但的

影响极为广泛深重（只是在神允许的范围之内），以致于他被

称作“这世界的神”（林后 4：4）。使徒约翰说：“全世界都卧

在那恶者手下”（约一 5：19）。圣经没说现在的列国是属于基

督的。只有当耶稣回来，在全世界开始执掌神的国时，他们才

属于基督。 
撒但，或称魔鬼，是看不见的灵体，一直与神的不朽坏生

命计划作对，从不放松；他用尽浑身解数，利用人类本性的弱

点，使人无法理解神的计划。正是这撒但，在旷野来到耶稣面

前，跟他说话，试探他，诱惑他选择简单易行或者光耀亮丽的

道路走向“成功”（太 4：1-11）。耶稣则拥有足够的智慧和力

量，能够抵挡撒但巧妙的谎言和半真半假的话语（半真半假的

话通常是最有害也最有效的谎言）。耶稣是神的独生子，他用

圣经的真理，即神对我们人类说的话，把自己装备得非常好，

因而撒但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但是撒但继续瞄准各种机会，想

要引他误入歧途。他对抗神，以及神为人类准备的计划。 
耶稣是神的儿子，而“耶稣是神的独生子”的含义，就被

解释在天使加百列对童女马利亚简短的讲话当中：“圣灵要临

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to be 
begotten）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或作‘所要生的，必称为圣，

称为神的儿子’）”（路 1：35）。 
非常简单。在马利亚子宫里通过神迹被创造的（所生的）

儿子，是神的儿子。这里，神的儿子有什么含义？加百列解释

到，耶稣被称为神的儿子，正是因为他是神亲自用他有创造能

力的灵——圣灵——的大能，通过神迹创造出来的。理解加百

列在路加福音开头给我们的这段话，重要至极。路加为我们提

供了一把极其宝贵的钥匙，帮助我们正确理解耶稣的身份。他

说明了“神的儿子”的含义。耶稣身为神的儿子的依据和理由，

在这里都能够找到。神的儿子，意味着耶稣的生命在马利亚身

体里开始，是超越自然规律的，因为神行了神迹。那个神迹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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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成为神的儿子。耶稣没有人类的父亲，完全是神的能力介入

而成的胎，不用人类父亲参与。认识到这纯粹是来自于神的神

迹，非常重要。这个神迹太重要了，所以加百列告诉我们，耶

稣之所以身为神的儿子，是因为神通过神迹生了他，或者说是，

通过神迹成为他的父亲。 
路加福音 1 章 35 节给“神的儿子”下了一个很宝贵的定

义，但是，在传统神学中，这定义却被丢弃了。 
在此，我们必须言明，关于“耶稣是谁”这一惊人的事实，

你在教会几乎肯定没有学到。细节我在这里就不一一详述，但

是，关于耶稣如何成为神的儿子，教会传统却给你另有一番解

释。教会采用了截然不同的说法来解释为什么耶稣是神的儿

子，以及他如何成为神的儿子这两个问题。事实上，他们把“神

的儿子”（Son of God）用“子神”（God the Son）这个头衔来

代替，而“子神”完全不符合圣经。 
我诚请读者用心听神的使者加百列的话，并从他那里学

习，而不是从任何相反的教会信条和神学理论学习。“那才是

耶稣身为神的儿子的原因”。什么原因？是神在马利亚身上所

行的令人惊奇的神迹。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耶稣是第二个亚

当。在路加福音 3 章 38 节，亚当也被称为神的儿子。 
我可以肯定，你会立刻察觉到这与神创造第一个人亚当的

相似之处。亚当由地上的尘土而成。接着，神把他赐予生命的

灵吹入这个由尘土而成的人，亚当便成了一个活物（living 
creature）。1活物，就是——有生命的生物（live being）。在创

世记，巨鲸和其他生物也叫做“活物”。亚当被造时，没有“不

死的灵魂”这死不了的一部分，任何一种动物也没有。因此，

如果有教会教导说，男女都有一个不死的灵魂，它在人死后继

续存活，这教会就是在利用谎言——而且是一个事关重大的谎

言，因为是撒但，而不是神，向第一对夫妇说，即便他们违背

1KJV（英王钦定版圣经）把希伯来词 nephesh 翻译成“灵魂”（soul），
但是它让你看不到同一个词也能用在动物身上。因此，动物也是“活物”

或者“灵魂”（sou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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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他们也不会死亡。神说，倘若他们不听从他，在他们违

背命令的时候，他们就一定会踏上死亡的道路。而他们的的确

确死亡了。他们的后代也死亡了。有句话说得对，只有死亡和

交税，避无可避。 
我们所有人唯一的再活的希望，就在于末日复活。正如我

们已经看过的，复活的时间，就是耶稣再次降临这地的时候。

这个时间，也是世界各国被移交给神的国，由神的国掌管的时

间。那时，神的国将属于神，也属于他所拣选的儿子，弥赛亚

耶稣。在启示录 11 章 15-19 节那段美妙又令人难忘的记述中，

你能看到这一点。接下来，我会把两段“第七号”的经文联系

起来，以解释现下的世界体系如何成为全世界范围的神的国

度。所有好的圣经研究，都是通过把不同作者所写的相关信息

联系起来而形成的。启示录，是神赐给耶稣又由使徒约翰记录

的重要书卷。在启示录里，有一段著名的“第七号”的记述。

这里，首先给出这段经文。它是一个预言，也是一个异象，描

述未来耶稣回到地上时壮观宏大、气势磅礴的一幕： 

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

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

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

“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

掌大权作王了。外邦发怒，你的忿怒也临到了，审判死

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

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

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

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

震、大雹（启 11：15-19）。 

当神派遣耶稣回来，建立神的国的时候，会出现一场超大

规模的变革和复兴。可以说，上述这段辉煌的圣经经文概括了

这场变革和复兴。难怪神的国是基督教福音的核心。这是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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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的、真正的好消息。神的国是唯一一个将会永久存在的国

权。 
只有当神的国随着耶稣的降临而到来之际，死去的基督徒

才会从死亡中（不是从天堂！）复活。 
这里则是一段与“第七号”相关的经文，它也是把耶稣到

来建立神的国与忠信之人的复活二者相关联。保罗是这样描述

的：“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死人

要复活（和合本圣经）……死亡已经被吞灭。我们要穿上不朽

坏的（新译本圣经）”（林前 15：52-54）。这是一个加冕时刻，

为所有盼望基督、盼望他未来的国度里不毁坏生命的人赐下得

胜的冠冕。 
现在，你明白了神的国是如何通过耶稣回来复活各个时代

忠信之人而开创的。 
然后，我们回到人是由什么组成的这个问题上，稍作停留。

我相信，你已经清楚这一点：你我生来就不是不死之身。这是

极其重要的真理，因为它能使你懂得，作为人类，你是谁。现

在的你必然会死亡。你能死，而且会死（除非，在耶稣来的时

候，你恰巧还活着；即使那样，你也必须从必死的被转化为不

死的）。人没有“不死的灵魂”这一内在部分。如果真的有，

那么，在身体单独死亡后，“灵魂”确实不得不离开，到天堂

的神那里去。但是，如果人体里没有“不死的灵魂”，那么，

人死的时候，整个人就死亡了。如此一来，这个悲剧的解决之

道只有一个，那就是：在耶稣回来时，整个人被复活。这才是

圣经关于人类命运的教导。 
另一种观念，即认为人有不死的灵魂这一观念，是异教哲

学的一部分内容，并不属于真正的基督教。 
令人宽慰的是，这个重要事实，即关于人由什么组成、我

们到底是谁的事实，有些教会团体，以及许多来自各个宗派的

优秀学者们都懂得。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以及威廉·丁道尔（William Tyndale）都清楚人死亡后会发生

什么。（马丁·路德的一些著作很可能被“加工”过，以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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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讲的内容。）威廉·丁道尔，这位英勇的翻译家，把圣经翻

译成英语，而且为此，他悲壮地殉道。但是，绝大多数教会成

员却坚持非圣经观念，认为他们的“灵魂”不会死亡，而且死

去的人现在一定还活着，要么在天堂，要么在地狱。据罗马天

主教所说，那些还没有资格去“天堂”的人，要暂时先待在“炼

狱”，经受折磨和煎熬。在其历史上，它甚至曾一度鼓励信徒

付钱，请神父举行专门的“弥撒”，为的是让他们去世的、亲

爱的亲人缩短在“炼狱”的时间。其他主流教会从不同意“炼

狱”这个临时地狱的说法。但他们简化了这套理论，说所有“非

基督徒”直接进地狱，在那里要遭受无穷无尽的折磨。同时，

他们又想让大众相信神是无限仁慈的神。 
我们正努力把圣经故事的各种线索组织在一起，为了使它

简单明晰，易于理解。我需要再说一次，其中有些内容你可能

未曾接触过。那就请你花些时间，认真琢磨琢磨。醒来时，想

一想，晚上睡觉前，在头脑中再研磨思考一番。关于你读到的

东西，不要急于下论断。研读圣经。做一名庇哩亚人。在使徒

行传 17 章 11 节和 12 节，庇哩亚人是些境界很高的人，他们

下功夫学习，研究保罗教给他们的关于生命意义以及救赎的教

导。他们“天天考查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

间多有相信的”，这就是说，保罗把神在基督里的不朽坏生命

计划显示给他们，他们信服了，并且不得不服。 
在其他信徒面前，他们浸入水中，接受洗礼，成为教会成

员。洗礼，是他们的公开宣言，表达他们的意愿，在余下的生

命中，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要跟随耶稣。耶稣向跟从他

的人吩咐传道工作时，洗礼是其中一部分，在他回来之前的整

个时期都要施以洗礼（太 28：19，20）。耶稣本人接受过洗礼。

他给门徒施洗（他让门徒代他执行这个仪式）（约 3：22，26；
4：1，2）。彼得认为，施行洗礼是在回应耶稣的直接命令，因

此，“他吩咐给他们用水施洗”（参看徒 10：47，48）。彼得非

常严肃地对待洗礼。他认识到，如果他阻止信徒（这件事中指

外邦人）接受洗礼，他就是在直接违背神。“‘这些人既受了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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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

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徒 10：47，48）。拒绝洗礼，就是

直接反对神，反对耶稣和使徒惯例。彼得甚至复述了这件事，

并且强调，如果他拒绝用水施洗，那就是在径直拦阻神的旨意

（徒 11：17）。拒绝用水给新信徒施洗，就是拒绝服从神和耶

稣的命令。2不幸的是，有人竟然听信洗礼不是基督教惯例的教

导，结果就直接违抗耶稣。 
提请读者注意，“相信”（believing）的意思就是，被说服

并接受某一说法（being persuaded）（徒 28：23，24）。神赐我

们心智，并希望我们使用它。从一开始，神已经派遣旧约先知

作为他的代理人，后来，神又派遣了最后的先知，他的儿子耶

稣。神给人类的好意却常常被听到的人拒绝。甚至耶稣也被当

时恶意的犹太人广泛拒绝，再后来，当神国的信息被传向万民

时，他们中有很多也拒绝耶稣。神对我们所说的是为了我们的

好处，可是人类历史却可悲地充满着不听从神的记录。历史记

载表明，许多先知，也就是神的代言人、神的代表，都被听到

他们讲话的人谋杀。人们如此糊涂愚昧，以至于轻易地就敌对

向他们好意传讲真理的人。有些邪教头目迷惑他们的追随者，

令其深受毒害，致使他们需要经过大量的时间和学习，才能清

除他们头脑中的侵蚀，这样，他们才能理解并跟上耶稣的教导。 
耶稣应许，他会派遣“智慧人”和专业的神学家（文士）

来，帮助人们明白神的旨意和计划（太 23：34）。 
如果某人错误地学习了一个宗教“真理”，那就需要某种

“属灵手术”把它纠正过来。我们都有一种倾向，会顽固地坚

持我们从所爱的老师那里学来的东西，因而常常不会仔细地研

究其他角度的观点。邪教的伎俩就是隔离它的成员，使他们无

法接触更广泛的圣经研究和注解，然后向他们灌输一种虚假的

成就感。举例来说，如果有人提出一条教义或者一种做法，是

圣经研究历史上未曾听过的，那它几乎绝对是错误的！认为不

2请注意，使徒行传 10 章 47 节与 11 章 17 节的希腊文用的是同一个

词“拒绝，禁止”（refuse, for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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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别人的建议，也不需要他们的信息，我们就能得出正确的

理解，这是一种错觉。神学理论是集大家之所成，不是“孤岛

行动”。 
耶稣是无缘无故被拒绝的经典范例。听过耶稣教导的人当

中，很多人，包括宗教权威人士，都认为他是撒但的使者，应

该被处死。由于宗教领袖被他们自己的宗教传统蒙蔽了双眼，

他们极其错误地认为，普通大众应该受到保护，不被耶稣伤害，

因为，（据宗教权威人士所说）耶稣是在为黑暗势力工作。甚

至耶稣的朋友也曾怀疑，他可能有神秘力量，是一种巫师，会

威胁到公共秩序和民众的属灵状态。耶稣的回应是，告诉他的

门徒，时候会到，他们将会被杀害。而那些杀害他们的人，将

会“以为他们是在侍奉神”（约 16：2）。你能想象得到吗？那

些宗教人士完全辨不清方向，以为他们除掉耶稣是为神的事业

做好事！可问题是，情况已经大有好转吗？人类真的已经逐渐

变得开化，变得有智慧了吗？是不是我们所有人现在都能凭直

觉分辨出真理与谬误？如果我们见到或听到一位教师或先知，

我们能辨认出对方是假的吗？或者说，我们有没有可能会站在

谬误这一边，敌对真理？ 
耶稣离开后，他的教导会进展得怎样，耶稣所持态度是否

定的。他甚至怀疑，到底有没有信心存留于世，他问：“人子

来的时候，在世上找得到这种信心吗？”（路 18：8，新译本

圣经）。 
讲到这里，我想以所记载的耶稣的话中最令人震惊、最令

人警醒的一段来结束这一章。读到这些话时，我们所有人都应

该警戒醒悟。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自满自大。这些是耶稣让人恐

惧战兢的话。请听： 

“不是所有听起来信神的人都是真正爱神的。他们称呼

我‘主啊，主啊’，但是他们不能都进天国；关键的问题

是，他们是否遵行我天父的旨意。到了审判那日，必有

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说预言，

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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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人，离开我

去吧！你们所做的我不认。’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

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

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

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

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

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

都希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

不像他们的文士（太 7：21-29）。 

这段经文一定是圣经中最令人不安的经文了。我们很有可

能陷入深深的自欺当中。一个人，可能做着基督教传道人的事

情，或者可能自以为是个积极的基督教传道人，甚至能行异能，

能赶鬼，但是，正如上述翻译所说，他是“不被承认的”

（unauthorized）——耶稣从来不承认他是他的人。这些经文让

人读而生畏。 
我呢，我便想知道，这样可怕的、令人震惊的事情是怎样

发生的。按照耶稣所说，这关键的问题是什么？答案关乎听从

耶稣，而听从耶稣，就等于“行神的旨意”。这个问题的核心

就在于：行神的旨意，并且行神最后一位代理人耶稣的旨意。 
在后续的内容中，我们会更详尽地探讨“行神的旨意，听

从耶稣”这个问题。“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人，走的是正

途。其他的，就不是。许多人会由衷地以为，他们在正途上，

但结果是他们不在，而且从来没有上过正途。还有一部分人，

出发去神的国时走的是正确的路，但后来迷路了，掉进了黑暗

中。这样听来，成为一名基督徒，似乎需要持续不断地努力，

努力辨别真与假，努力辨别光与黑暗。我们的属灵房屋必须建

立在磐石上，但是，在这个欺骗的世界中，我们很可能不知不

觉就把它建在了沙地上。在沙地上的房屋，倒塌必定在所难免。

我们想不计一切代价地避免倒塌成一地碎片。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神的计划的轮廓比较容易。但是，

它需要我们付出努力，下定决心，通晓神伟大的不朽坏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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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耶稣不仅仅是告诉我们要成为“好”人。他一开始就发

出命令，要我们“相信神国的福音”（可 1：14，15）。这就意

味 着 我 们 要 参 与 神 和 耶 稣 的 神 国 - 不 朽 坏 生 命

（Kingdom-immortality）计划。 
耶稣讲的至关重要的“听从”就从这里开始。听耶稣的第

一个命令就是我们的起点：“你们当悔改，信神国的福音”（可 
1：14，15）。彼得在他第一封书信的开头，说了同样的事情。

他讲到“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彼前 1：2）。 
耶稣在马可福音 1 章 14 节和 15 节的第一个命令很容易理

解，为什么不从这里开始呢？ 
我们不能一天之内就学完所有东西，但是，至少我们可以

有个开始，并且“恐惧战兢，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正如保

罗所说（腓 2：12），也就是说，在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上，我

们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很明显，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密切关注

耶稣的教导。要想成功进入未来神的国，耶稣是无人超越的、

专业的向导。他就是神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应许要派遣来的“兴

起的那位先知”（申 18：15-18；徒 3：22；7：37）。 
他是一位大师，引导我们踏上不朽坏之生命的道路。他自

己也曾必须走完通往神国的征程，而且他胜利了。他赢得了金

牌。他已经得着了不朽坏的生命，他永不死亡。他有资格登上

耶路撒冷的神的国的王位。在神的不朽坏生命计划里，他冲在

最前方。正在此时，现在，他是一位怜悯仁慈的大祭司，帮助

那些在神国救恩道路上的人。 
天上的神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他的国里有永久的生命，

而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脚步，踏上征途，奔向这生命。在圣经所

展现的伟大计划中，有些难解的问题，现在我们把它们补充上

来。在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必须清楚地把我们的眼光始终

放在“行神的旨意”这件事上。它是万能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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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更多认识神国的福音， 

包括其旧约背景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圣经的仔细研究，已经揭开了一个极

为重要的事实，即耶稣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充满激情的、神国

福音的传道人。1他传讲神国的福音，把它作为唯一能解决人类

必然死亡这个问题的讯息来传讲。耶稣宣称，只有他能使人明

白得着不朽坏之生命的奥秘——如何得救。他还宣称，终有一

天，神的国要解决整个世界的问题。耶稣明确地表示，他所做

的一切，都是要宣扬神国的福音。他就是为了这个使命而被派

来的，正如他在路加福音 4 章 43 节中宣告的那样。这节经文

1要证明这一简单的事实，请查阅下列经文：太 4：17；4：23；9：
35；路 4：43；8：1；9：11。从中可以看到，耶稣一直都讲神的国，

不管是在上十字架之前，还是之后（徒 1：3）。保罗忠心地跟从耶稣，

传讲完全相同的神国的福音（徒 19：8；20：24，25；28：23，31）。
只有一个福音讯息，是给每个人的，它叫神国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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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我们铭记于心。它是引人注目的重要经文之一，能让你了

解整个圣经奇妙的故事。 
从路加福音 4 章 43 节我们可以推断，耶稣的门徒会仿效

他们的拉比、他们的主人，他们也会是积极的、神国福音的传

道人。推论很简单：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离开这地时，他要确

保传讲神的国的工作会继续进行下去。为了神的国这项任务，

他细心地训练他的第一批门徒，一个核心执行小组，参与他的

工作。在著名的大使命（太 28：19，20）中，他最后交待他

们，要传讲他曾传讲的那福音。只不过那福音要传给万民，而

不仅仅是以色列。那时，神国的福音就成了给每个人的福音，

在今天，依然如此。当耶稣的第一批门徒来到生命的终点时，

他们务必要让他们的继任者经过全面的神国福音的训练，继续

福音的工作。我得补充一点，使徒们〔Apostles（首字母为大

写）〕2不可取代，我们今天也见不到他们。但是，我们可以从

他们那里学习，抓住他们神国福音的精神——把福音传向万

民。 
但是，请注意博学的评注家们所发现的东西。美国知名植

堂者（church planter）：“说实话，我不记得哪位带领过我的牧

师在讲道时专门讲神的国……现在我意识到，我从来没有就这

个主题讲过道。神的国哪里去了？”3 
布道专家：“你最后一次听关于神的国的讲道是什么时

候？坦白说，我很难记起，曾听人扎扎实实地讲解神的国。神

的国在我们主的思想和传道工作中占主导地位，这是已被广泛

2新约使用“使徒”（apostle）一词的第二层含义时，也指传教士或监

管很多教会的监管人。（首字母为大写的）“使徒”（the Apostles），按其

基本含义来说，特别指曾经亲自见过耶稣的人，并且通过神迹奇事表明

他们使徒的资格（林后 12：12；林前 9：1）。 
3彼得·瓦格纳（Peter Wagner），《教会成长与整个福音》（Church Growth 

and the Whole Gos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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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的事实。可是我们对此却闭口不言，我们的沉默怎么与这

一事实相配？”4 
某罗马天主教圣经教师：“令我惊讶的是，在神学院我所

学的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中，神的国几乎没占什么

地位。”5 
坎特伯雷（Canterbury）一位大主教：“对我们来说，很不

寻常的是，纵观几乎整个基督教历史，在其神学理论以及宗教

著作中，神的国出现的频率如此之少。然而，毫无疑问，在马

太福音、马可福音还有路加福音当中，神的国处于非常突出的

位置，且突出到几乎不能再突出的地步。”6 
一位福音派作者论到福音时说：“关于神的国，你听到过

多少？我们的语言里没有神的国，但它是耶稣最关心的事。”7 
历史学家 H. G. 威尔斯（H. G. Wells）：“值得注意的是，

耶稣极为突出地教导他所说的神的国，然而，相比之下，在大

部分基督教教会的做法和教导中，它无关紧要。神的国这条教

义，在基督教信条中无足轻重，但却是耶稣的主要教导。毫无

疑问，它也是搅动并改变人类思想的、最具颠覆性的教义之一。

因而，在今天，我们这颗小小的心容纳不了这个加利利人，也

没什么好奇怪的吧？”8 
以上这些话来自顶尖的教会权威人士，希望你反复思考这

些发人深省的——非比寻常的——话语。你有没有看到，耶稣

的福音已经从我们所谓的基督教里遗失了？ 

4《宣教学》（Missiology），1980 年 4 月刊，第 13 页。 
5B. T. 维维亚诺（B. T. Viviano），《历史上的神的国》（The Kingdom of 

God in History），1988，第 9 页。 
6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个人宗教与团契生活》（Personal 

Religion and the Life of Fellowship），1926，第 69 页。 
7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在 1974 年洛桑世界福音会议（the 

Lausann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orld Evangelization）上。 
8《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第 1 卷，第 4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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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太福音 24 章，耶稣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话，预言

将来的事，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

然后［现在这个世代的］末期才来到”（太 24：14）。末期，

当然是指他再来在全世界掌管神的国的时候。在那激动人心的

时刻到来之前，必须要妥切警告这个世界，神要强大有力、毅

然决然地介入其中。把基督教神国的福音传扬出去，是神和耶

稣在神圣地宣告他们要做的事情。对留心听的人，这是一个应

许，对不悔改的人，则是一个警告。是应许，也是警告。世界

已经预先知道，神将要做什么。他要插手，把世界从弯曲悖谬

中拯救出来。我们正在自行毁灭。世界充满不幸不义的事。 
我们要听耶稣在神国的福音中发出的警告，要相信关于神

的国的信息，相信耶稣的死亡与复活。他死，是为了让任性妄

为的人类重新与神和好。他死，我们所有的失败就可以被宽恕，

尤其是我们拒绝他神国的福音的行为。悔改，毋庸置疑，所含

的意思就是，我们开始听从耶稣。如果我们继续悖逆，宽恕就

毫无意义。因此，耶稣开始传道时，就命令我们，悔改并相信

神国的福音（可 1：14，15）。 
现在，我想带你回到旧约，耶稣对旧约了如指掌，而且他

非常喜爱旧约。我们会特别查看但以理书。公元前 6 世纪，但

以理，在繁盛的巴比伦城工作〔该城位于现代的伊拉克（Iraq）
境内，巴格达（Baghdad）以南 50 英里〕。当尼布甲尼撒王入

侵并征服但以理的国犹大国时，有几个王室年轻人被驱逐到巴

比伦，但以理是其中之一。这事发生在大约公元前 605 年。 
但以理得到的启示，讲的是广阔的、将要展开的中东（the 

Middle East）历史的概要，或者更确切地说，他蒙受了特别的

恩典，提前看到特定历史时期中在那里要发生的事情。巴比伦

王做了一个梦，但以理在为他讲解这个梦的时候，他得到了这

个信息。王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塑像。这个像的头是精金做的，

胸膛和膀臂是银子做的，肚腹和腰是铜做的，腿是铁的，脚是

半铁半泥的（但 2：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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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神的启示，但以理向王解释了梦兆的意思。像的头代

表巴比伦王自己，就是尼布甲尼撒。躯干表示巴比伦国之后的

帝国，即玛代人和波斯人的帝国。9第三部分描述的是希腊帝国，

它所统治的基本上也是这片地区，而第四个帝国，也是最凶暴

的，指最后的巴比伦国。〔最后的国，被认定为但以理书第 8
章中希腊国分裂而成的四国之一，也是第 11 章中的“北方的

国”。塑像中最后一个残酷的帝国所预兆的，是公元前 2 世纪

的希腊国/叙利亚国，当时它的统治者是安提阿哥·伊皮法尼斯

（Antiochus Epiphanes），为人暴虐。〕 
最后一个形象，被描述成有十个脚趾头。我们会看到，末

尾还有第十一个力量，与最后这十个统治者处于同一时期，单

单它就极具破坏力，是敌基督（Antichrist）。启示录进一步补

充了这个异象的细节，尤其是 13 章和 17 章。在启示录中，最

后的恶者被称为“兽”（the Beast）（启 11：7；13：4-7；17：
8，11，12，16，17；19：19）。保罗称他是大罪人（the Man of 
Sin）或不法的人（the Man of Lawlessness）（帖后 2：3-10）。
耶稣说他是“造成荒凉的可憎者（和合本译为‘行毁坏可憎的’）

（the Abomination of Desolation），站在他不该站的地方”（可 
13：14，新译本圣经）。 

圣经的证据一致地指出一个未来的恶人，这个恶人代指所

有对抗神和他的计划的人。他将是被撒但直接操纵的工具。 
当最后那兽的力量穷尽——当大艰难或“大灾难”（太 24：

21；但 12：1；参看但 7：21-27）结束时，会发生什么事情？

答案与基督教的福音直接相关，因为耶稣在所启示的那个梦

中，发现了他将要统治的国度的异象。在这个异象中（但以理

书第 2 章），这个国度被极美地描述成“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

即以非自然方式形成的石头。那石头砸向尼布甲尼撒梦中那塑

像不堪一击的脚，整个巨像立刻就轰塌了。那“石头”就是神

的国。“石头”描述神的国要到来。这里是但以理受到的启示：

9有些评注家认为玛代国与波斯国是不同的国。关于这个塑像，耐人

寻味的一点是，它从头到脚都以巴比伦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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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那［最后的］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

不败坏。这国必打碎灭绝那一切国，但它必存立到永远”（但 2：
44）。这个国不是在天上，而是“在天下”（但 7：27）。 

圣经故事要实现的目标，是一个建立在更新了的地上的国

度，从来都不是一个建立在遥远的“天上”的国度。 
神的国称作天国（the Kingdom of Heaven），是因为天上的

神要把它建立在地上。耶稣，神的儿子，弥赛亚，会掌管它。

它是神的国，因为神要在耶稣回来的时候，在地上建立它。神

的国和天国，二者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 
正是这个神的国，耶稣使其成为他的福音的中心。教会信

徒接受教导，要祷告“愿你的国降临”，祷告中的国就是这个

国。如“主祷文”下一行所说，那个时候，神的旨意要行在地
上；也如耶稣所应许的，忠信的人要“承受地土”（太 5：5），
并要与他一同在地上执掌王权（启 5：10）。 

耶稣的参照标准是希伯来圣经中神的国的概念，当他这个
参照标准被抹杀后，基督教的福音也就丢失了。一旦救赎福音

的根被丢弃，不明就里的人就可能把神国的福音想象成任何一
种模糊的精神形态。正如弥赛亚耶稣所教导的，基督教是关于

弥赛亚的信仰。但是，现在呈现在公众面前的耶稣，常常几乎

完全跟弥赛亚无关！ 
可以说，当很多信徒说“愿你的国降临”时，他们其实不

懂他们在祷告什么。这祷告不是泛泛地希望目前事情会好一

些，也肯定不是“愿你现在的国扩大”。它是在祷告呼求，愿

神派遣耶稣降临，来到我们人类当中，为我们建立真正成功的

国度。它指向一个时刻，并且渴望这个时刻到来，到时候“认

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赛 11：
9）。 

即使是野兽也会和平相处。各国满怀感恩，彼此永远放下

争战。制造杀戮与残害的无情的暴力，将不复存在。任何人都

不许制造坦克，或者将武器威胁地指向他人。当神的国来临，

这国与那国都要熔掉他们恐怖的、带来毁灭的武器，把它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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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农具。制造致命武器将是法律所不容许的（赛 2：4）。和平

将必须执行。人们很快就会认识到，还有更好的管理他们自己

的途径。各种冲突都会解决。那时，弥赛亚将要在地上，仲裁

民族争端，从前的敌对国家，比如亚述和埃及，将会因共同的

信仰而欢欣，彼此之间和睦共处，与以色列也再无冲突。从以

赛亚书 19 章 22-25 节，你可以一瞥那就要到来的美好社会。旧

约先知书反反复复讲到，这荣耀的时刻就要到了。 
在全世界，即使大自然也将反映出大不相同的情形。狮子

要与羊羔安然同卧，孩子会与毒蛇玩耍，却不受伤害。一个真

真正正的乐园会重现地球（赛 11；65：17-25 等等）。 
但以理书讲到，将要来临的国是“天下”的国（7：27）。

这与那些流行的、错误的观念截然不同，这些观念认为这国是

在天上或天空中。圣经根本没说，我们会以灵魂的形式漂浮在

高层大气中。这种概念只不过是通俗的童话故事而已。圣经故

事所阐述的是，神要在地上成就和平与安宁。如果他真的遗弃

这个地球，把所有人都带到天堂，那么，他就无法在地上实现

他宏伟的不朽坏生命计划了。神的乐园曾经存于这地上，它将

要被恢复。但是，只有那些为此事做准备，并且为恢复它而添

砖加瓦从而令其他人也能享受它的人，才会进入那在地上的神

的国。真信心的本质在于，相信耶稣是神的计划的执行人，执

行神为我们这个地球所预备的大计划。 
现如今，认为我们要去天堂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几乎已

经淹没了耶稣重要的话语：“温柔的人将要承受地土”（太 5：
5，引自诗 37：11）。这是耶稣关于神的国的启示性教导，这

教导得替换掉所有我们现在听到的“去天堂”这种随意的措辞。

如果我们真心诚意想要懂得圣经美好的应许，我们就应当丢弃

所有把“天堂”当作我们未来的家的相关信息，然后效仿耶稣

关于神的国的语言，以此来荣耀他。 
期望基督徒说起他们的目标和盼望时，听起来像耶稣，难

道这没有道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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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传讲神的国，要理解这一点，但以理书是弥足珍贵的

背景资料。在但以理书第 7 章，我们学到，在神的国来临前，

至少中东地区，会被一个凶恶的、像兽一样的国所主宰。它由

一个敌基督的人物领导，这个人物在启示录里被称作“兽”，

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被保罗称作“大罪人”。耶稣讲到过这个

属于恶者的人，在神的国来临前，他要造成大范围的毁坏。这

个暴虐的恶君，也被称作“敌基督”（约一 2：18）。使徒们教

导，敌基督撒谎的灵和秉性，在过去曾强有力地影响社会，现

在仍然力量强大。最后的敌基督还没有出现。要避免被这恶人

的谎言所骗，唯一的方法就是“爱真理以至得救”（帖后 2：
10）。 

在异象中，但以理看到一个政权以及它的首领，此为末后

恶人统治期的样子。他看到“一个小角”。圣经中一个角指一

个王。但以理很想知道那可怕的敌基督会怎样被打败： 

那时我想知道有关第四只兽的实情，它和其他三兽不相

同，十分恐怖，有铁牙铜爪；它吞吃咬碎，又把剩余的

用脚践踏。我又想知道有关它头上的十角，和那另长出

来的小角，以及那三个在这小角前面倒下的角的实情。

这小角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嘴；它的形状比它的同类更

威猛。我继续观看，看见这小角和圣民争战，战胜了他

们，直到万古常存者来到，为至高者的圣民伸张正义；

圣民拥有国度的时候就到了（但 7：19-22，新译本圣经）。 

这危急关头将会发生在大灾难结束的时候。它预示耶稣要

带着权能和荣耀到来，在地上建立神的国。 
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在这些经文中都看到了什么：敌基督会

拥有一段短暂的统治；然后他的权力会被永久地夺去。注意敌

基督的统治所带来的混乱如何扣人心弦地告终：“然而，至高

者的圣民，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但 7：18）。 
耶稣向门徒重复了这个应许：“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

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路 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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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书第 7 章的异象显示，圣徒会接受权柄，与耶稣一

同统治。在这一章里，有三处讲到这个内容，而它的结尾处便

是关于神的国的这个大异象。先是敌基督的恶势力迅速发展壮

大，横冲直撞，接下来神的国平息祸端，带来祝福： 

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

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一

载、二载、半载”或译“一个时期、多个时期、半个时

期”）。然而，审判者必坐堂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

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

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们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

都必侍奉他们，顺从他们（但 7：25-27）。 

这便是耶稣所给的应许的含义。他应许，跟从他的人会承

受地土（太 5：5），会和他一起统治这个世界（参看启 5：10）。 
对于所看到的，但以理的反应是惊惶。同样地，这幅景象

也应激起我们的想象，引起我们的关注。“那事至此完毕。至

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改变了，却将那事存记在

心”（但 7：28）。现在，但以理收到的启示已是公开的信息，

它应该被传达给其他人。 
关于那末后的恶王，但以理书随后几章给出了更多的细

节。这个恶王将会被耶稣和他的国取代。但以理书 11 章称之

为北方王（the King of the North），经过军事激战，他会在以色

列“来到他的终局”。以下是但以理的话： 

他［末后的北方王］必进入以色列的荣美之地，有许多

国就被倾覆，但摩押人、以东人和一大半亚扪人必脱离

他的手。他必伸手攻击列国，埃及地也不得脱离。他必

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和各样的宝物，利比亚人和古实人

都必跟从他。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扰乱他，他就大

发烈怒出去，要将多人杀灭净尽。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

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然而他的终局必忽然来到，

无人能帮助他（但 11：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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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恶王最后的日子里，这世界会被卷入一场空前绝后

的大灾难之中，但是，神的国会施以拯救，结束这场可怕的苦

难。但以理描述了未来的情形： 

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原文作“大君”）米迦

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

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

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

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

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

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

往奔跑（或作“切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但 12：1-4）。 

耶稣预言时，同样也提到末后前所未闻的“大灾难”，他

引用的经文就来自但以理书，并且他对经文详加解释。耶稣说：

“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

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

一个得救的”（太 24：21，22）。接着，他继续说：“那些日子

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他们要看见

人子带着能力降临……将他的选民都招聚了来”（太 24：
29-31）。 

这幅未来的图画并不复杂。在耶稣到来登上神国的王位掌

管这个世界以前，世界将经历一阵前所未有的痛苦，就像女人

经历分娩的阵痛一样（如耶稣所说）。世界将在大灾难之后重

生，这段痛苦是重生的序幕，不可避免。 
当世界最终获得新生之后，耶稣本人会掌管它的新政权，

使徒们则身居王位服侍。耶稣告诉门徒：“我实在告诉你们，

到了万物更新，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的时候，你们这些跟

从我的人，也会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治理］以色列的十

二个支派”（太 19：28，新译本圣经）。 
之后，他又确认了这件事：“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

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太 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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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世界历史将如何结局的细节，先前我们从其他经文

中描述了它的基本轮廓，希望这些细节能让这基本轮廓重现。

在但以理书 12 章 2 节和 3 节，你能看到，忠信的人会复活，

会荣耀地改变，发出光芒。复活时，他们会被授以不朽坏的生

命。耶稣热爱但以理书这段话，在他描述同一情形时，他就引

用了它。耶稣讲到，“义人要复活”（路 14：14）。耶稣对未来

的预言有浓厚的兴趣。如马太所记，耶稣说，忠信的基督徒“在

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太 13：43，引自

但 12：3）。此外，他还描述了不信之人的可怕下场： 

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

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

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

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

切齿了。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

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太 13：39-43）。 

当耶稣传讲神国的福音的时候，所有这些关于世界的未来

和人类的未来的资料，都是他最感兴趣、最关注的。这些关于

世界的未来的画面无可磨灭，我们应该把它们铭刻在记忆之中。

圣经是一本语言生动、振奋人心的书，旨在让我们全心投入其

中。我们已得到奇妙的应许，应许耶稣和他所拣选的合作伙伴，

会管理一个健全的、永远安定的政权——神的国。神的国就要

到了，我们要相信这些应许并为它们而活，从而为神的国做好

准备。在我们这个世界很多地方，都看不到社会公义。所有这

些不公义都会结束。一个全新的政权会出现在地上。耶稣是这

个政权第一位，也是最高位的总统和国王。身为弥赛亚，就是

这个意思。他是神所拣选的世界的统治者。作为“和平之君”，

他将做到目前无人能够做到的事——为世界所有人民带来和

平。 
第一次来时，耶稣宣告神将来要成就的事，然后他死在罪

恶的宗教反对人士和其他狂热分子的手中。在神看来，他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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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正是代替了我们应得的死亡。他“替代”我们，把我们从应

得的死亡的惩罚下解救出来。我们得到了赦免和宽恕。要得到

宽恕，就是要接受耶稣代替每一个人死亡，并且也相信他神国
的福音（可 4：11，12；彼前 1：2）。 

但以理不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复活的大异象，他还使我

们深刻认识到复活前死去的人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同耶稣以及

新约一样，关于“灵魂要去天堂与神在一起”，但以理一个字

都没听过。他和耶稣都坚定地认为，死去的人现在是死了的，

在他们的坟墓里，意识全无。这样，才使得未来复活、重新拥

有生命的应许更加令人心向往之。“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

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但 12：2）。这节简单的经文告诉我

们，死人在做什么，他们在哪里做。他们“睡”在尘土中。但

是，耶稣回来后，他们将要从死亡的沉睡中醒来，从此以后，

永远活下去。他们将被赐予希伯来圣经和新约所说的“即将到

来的那个时代的生命”。 
从死亡的沉睡中复活，但以理从这个期望中得到安慰。天

使告诉他：“你应去等待结局！你必安歇；到了末日，你必起

来，承受你的分”（但 12：13，新译本圣经）。 
这是圣经给的盼望，在教会的传讲中却不见了。 
在但以理书 12 章 2 节，但以理用了著名的“永生”一词，

他的意思是说，那是“即将到来的那个时代的生命”。既然这

个生命是未来复活后的生命，它自然而然就是即将到来的那个

时代的生命。而即将到来的那个时代当然是指神的国，即耶稣

的福音的主题。在新约，即将到来的那个时代与神的国的意思

是一样的。 
在圣经中，你会发现“即将到来的那个时代的生命”被翻

译成了“永恒的生命”（everlasting life）或者“永远的生命”

（eternal life）。这个翻译是不精确的，它隐藏了一个事实，那

就是未来神的国将要取代现在这个被撒但主宰的邪恶的时代。

撒但被称为“这个世界的神”（林后 4：4），他以这个身份“迷

惑普天下”（启 12：9）。他极为广泛地控制着当下这个黑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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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恶时代，以致于使徒约翰说“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约

一 5：19）。这就是说，人人都被囊括其中，而且这意味着我

们必须付出努力以使自己脱离撒但的欺骗和黑暗势力。我们必

须摆脱他狡猾的谎言，并接受真理。这是得以保全、活在神的

恩典里的唯一途径。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骄傲自满。我们应

该热切地追求真理。 
未来神的国的权能、应许以及它的灵我们现在就能提前体

验到。归信于神的基督徒其实是被迁入神的国度，因为他们是

候选人，是神的国来临时要得着不朽坏之生命的候选人（西 1：
13）。当他们彻底归信于神，并相信神国的福音时，他们就不

再是这世界或者这世代的一份子，他们将转而忠诚于耶稣，神

的国的王。基督徒现在是神的国度的继承人，与基督共同继承

（罗 8：17）。耶稣再来时，他们要继承神的国。我们之后会

看到，基督徒现在要经历一个“重生”。耶稣清楚地说：“你必

须重生”（约 3：3）。若是我们现在不经历重生，将来当神的

国到来时，我们就不能进入它。如果我们要预备得着未来神的

国里的生命，重生绝对必不可少。当拉比尼哥底母来见耶稣时，

耶稣教导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看见，也不能进入神的

国”（约 3：3，5）。耶稣把懂得并接受神国的福音作为得救的

必要条件。“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

子，断不能进去”（路 18：17）。 
怎样才能重生？答案是，接受耶稣那样传讲的福音。这个

内容我们会在后面的篇章里详细解释。请继续阅读。 
在目前这章，我希望你能看出来，先知但以理对耶稣来说

非常重要，对我们来说，也应如此。如果我们不知道耶稣之教

导的希伯来圣经背景，也就是旧约背景，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他

救赎的福音。旧约所有的先知都盼望和平遍布世界的时刻。不

管是我们各人面对的问题，还是社会面对的问题，神的国都要

把它们统统解决。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看到的是关于人

子和他的合作伙伴的大启示。 

72 
 



第五章 更多认识神国的福音，包括其旧约背景 

人子（the Son of Man）的意思，就是人。这个称号首先指

耶稣，其次指跟随耶稣的人。神的国到来时，这些人要合力管

理神的国的事务。“人子”，耶稣最喜欢这样称呼自己。他知道

他自己在将来世界中的命运如何，并且他在但以理的异象中找

到了对它的描述。耶稣是至高无上的人，因为他是由圣经里独

一的神，他的天父，用超自然方式所生。在与神的关系上，耶

稣是人类的完美典范。不管遇到多可怕的敌对和试炼，他都坚

定不移地执行神的旨意。耶稣还是一个模范传道人，所传的道

就是神国的福音。他成功地完成了他的使命——传讲神国的福

音。正如他所说，传讲神国的福音就是神差遣他的目的。 
下一章，我们需要追溯圣经剧情，回到亚伯拉罕时期，即

耶稣出生约 2000 年以前。其后一章，我们回到大卫，而他生

活的年代，比他的祖先亚伯拉罕晚大约 1000 年，比耶稣出生

则早 1000 年。 
我们将会看到，在神宏伟的神国-不朽坏生命计划中，亚伯

拉罕和大卫是两位关键人物。正是因为如此，新约第一节便以

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后裔（太 1：1）来介绍耶稣。在神的国这

个宏大的剧情中，他们独树一帜。大卫和亚伯拉罕都是被神的

灵特别膏立的。任何想理解福音的人，都需要知道这两位伟人

是如何融进神的计划中的。他们也是我们要效法的人，他们经

历的一些试炼和考验，与基督徒要经历的一样。神和耶稣需要

知道我们到底是“什么材料”。神不会在他的国度里任命一些

还没完全打扮整齐的人进入他的王室——他要找的是无可指

摘的、可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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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神拣选信心之父亚伯拉罕 

在造天地的独一神创造这个世界之后不久，世界就陷入了

可怕的麻烦之中。亚当和夏娃被撒但巧妙的谎言所骗，结果他

们失去了他们在伊甸园的家。他们没有听从神，却听从了撒但。

从此，情势急转直下。亚当和夏娃的儿子该隐，谋杀了他的兄

弟。稚嫩的人类被强暴和罪恶所淹没，他们的后代也没能扭转

形势。1最终，超自然的恶和人类的恶联手，创世记 6 章特别记

述了这件事情。我们看到，某些天使 2与人类的女子同居，并

生下混血后代，他们体形巨大，给世界带来威胁。希腊文学中

也有他们的身影，他们被称为上古有名的“英雄”。这个灾难

使各种各样的罪变本加厉地扩散起来。神赐人自由，允许他们

做出自己的选择，不管选择是好是坏。可是至此情形，神甚至

1这些被记载在创世记 1-6 章。 
2希伯来语中“神的众子”（sons of God）（伯 1：6；2：1；38：7；比

较但 3：25）总是指天使类，不是人类。有一旧约的希腊文译本把创世

记 6 章 2 节中的这个词正确地翻译为“天使”（angels）。新约在彼得后

书 2 章 4 节与犹大书 6 节提到这种毁灭性的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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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悔造人在地上（创 6：6）。因此，他决心施展他的大能，施

行毁灭性的审判——大洪水。 
挪亚懂得神的不朽坏生命计划，在约 120 年的时间里，他

警告其他人，如果他们不悔改他们的恶行，人类将面临大灾难。

那时世界的情形导致了洪水大审判，耶稣曾预言过迫近他回来

毁灭恶人，建立神的国时满世界的情形，那情形和洪水审判前

的情形很相似。耶稣说，他来之前，情况就像挪亚时的情况，

人类漫不经心，不敬畏神。 
绝大多数人嘲笑挪亚的警告，把他当作某种宗教狂热分

子，拒绝他。最终，神发起大洪水，淹死了所有人，只有挪亚

和他的直系亲属总共 8 个人除外。在新约，彼得提醒他的读者，

要小心自满得意的危害（彼后 2：5-9）。神会继续审判邪恶的

社会。他曾经审判过，他还会再审判一次。我们要紧紧追求耶

稣所说的神的旨意，要是放弃的话，后果是我们承受不起的。

对耶稣来说，行神的旨意，与相信并促进宣扬神国的好消息（福

音）密切相连。根据耶稣的教导，“行神的旨意”与“听道［神

国的福音］并去行道”含义相同。我们会在后面的一章里研究

神的国与神的旨意之间的联系。神没有强加给我们负担沉重的

宗教，但是他对我们的标准是非常高的。神毫不妥协地反对各

种各样的暴行和不纯洁的性行为。圣经强烈谴责各种形式的性

变态，而现在的人却试图重新定义“婚姻”这个词，从中可以

看出人类违背这位造物主（the Creator）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耶稣警告我们，要警惕假先知，他还提醒我们，凭着他们

的“果子”，我们可以辨认出他们。如果有教会领导或者他们

的信徒教导任何形式的性变态，并且他们会这样做，你就可以

确定，他们代表的不是耶稣。有些领导不但自己与人通奸，而

且还鼓吹，通奸对他们的门徒有益。还有一个派别，除了在这

方面与神的旨意作对以外，他们还站在弥赛亚的对立方，提议

说，用不着洗礼。 
尽管洪水带来可怕的审判，但是，时间不长，人类又再次

让世界充满邪恶。挪亚的后代没有吸取洪水的教训。宁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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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反神人物，他的国是巴比伦。在那里，人们集合他们的资

源，要建立一座纪念塔，即巴比伦之塔（创 11）。这座塔象征

人试图通过此塔登上天堂。为了阻止进一步的灾难，神把人分

散至各个地方，并打乱他们的语言。这次对抗神的世界性联合

运动，会给人类招来极大的危险，神采取了这一行动将其化解。 
接下来，可以说神又从头再来。他决定从巴比伦的一座异

教城市吾珥呼召一对夫妇出来，他们的名字已响彻整个历史，

他们被称为有着真信心的英雄。神邀请亚伯兰（后称亚伯拉罕）

为了神的伟业而放弃所拥有的一切。神要他离开自己的家乡和

亲人，出发到一个他不曾去过的地方，纯粹依靠神和神的应许。

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顺从了神，他们是我们所有人的榜

样，让我们知道如何正确地回应福音。3我们要有保罗所说的“亚

伯拉罕之信”（罗 4：16）。在新约，基督徒被认为是亚伯拉罕

属灵的后裔（加 3：29）。 
亚伯拉罕在一个叫做哈兰的地方待了一段时间，最后，他

离开了那个城市，踏上征途，去到现在称为以色列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也叫巴勒斯坦地区。神定意要使这个国家成为他的大

计划的中心。神应许亚伯拉罕要永远承受那片土地（创 13：
15；17：8 等等）。这地他现在还没有得着，但是，他死的时候

百分之百确信，将来耶稣再来，末日复活时，他会得着的。 
圣经有很清晰的经文，支持以上说法：“这些人都是存着

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来 11：13，39）。作者指

的是圣经中所有相信神国计划的信心英雄。 
神应许亚伯拉罕得着这个世界，基督徒就是那些跟随亚伯

拉罕的脚步的人（罗 4：12）。 
在圣经里，亚伯拉罕被誉为“信心之父”（罗 4：11，16）。

我们再说一次，事实上，保罗是在用“亚伯拉罕的信”（罗 4：
16）来表述什么才是真正的信——其实，是真正的基督教信仰。

这样说的原因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一个后裔，他就是弥赛亚，

3亚伯拉罕的故事开始于创世记 12 章，13 章、15 章以及 17 章专门讲

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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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督，是耶稣。同时，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还包含一个保证：

如果亚伯拉罕顺服神，他、他的后裔（基督）还有其他后裔（复

数，基督徒）将会承受整个以色列之地，因为以色列将是神的

国的中心，是整个世界的中心。保罗讲到这个大应许时，说它

是“给亚伯拉罕必得承受世界的应许”（罗 4：13）。这是一个

关键的圣经词汇，可以打开重要的深景图，来理解神的不朽坏

生命计划。亚伯拉罕身为“信心之父”，“承受世界”是给他的

应许；给耶稣以及通过耶稣而给他的跟从者的应许，是“承受
神的国”；两个应许其实是相等的。从本质来讲，这个故事很

简单。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关乎土地和子孙的应许，若是没

有这个极为重要的旧约信息，就无法正确理解耶稣所传的、关

于神的国的基督教福音。 
没错，我们可以把亚伯拉罕这个神圣的应许比作子孙（后

裔）和土地的应许。子孙和土地。这个概念很简单。如果你有

一块土地，你就需要一个王来管理它。土地需要一个管理人。

因此，神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的整个计划，既涉及一片土地，

又涉及一位土地的主人。亚伯拉罕得到的应许就是，有一天，

弥赛亚会出生，从血统上讲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这个弥赛

亚，要教导人，要死亡，然后复活，经历这些之后，他要接管

这个世界的政权，在他的国度里施行统治。这个国度将会是在

这片土地、在整个地球上的国度。它将会是神的国度，由他的

最高代理人，弥赛亚耶稣来统治。神已定意要把土地和世界赐

给那些他喜悦的人（耶 27：5）。 
这里有一把打开整个圣经故事的钥匙。要抓住的基本事实

就是：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土地，新约里的应许是神的国的福

音，两个应许是一样的。换句话说，耶稣所传福音的背景是，

神宣告亚伯拉罕将会永远得着土地。这土地将属于亚伯拉罕和

他特别的后裔，弥赛亚耶稣。耶稣知道，他是亚伯拉罕的直系

后裔，他自己就是那个与众不同的“子孙”，他会在以色列兴

起，在即将到来的神的国里统治。他还知道，他是这土地最终

的继承人，因此他是神的国的王。通过福音，他邀请其他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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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土地上的国度的一份子。“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

承受地土”（太 5：5）。与教会宣传的应许相比，这真是太不

一样了！教会宣传，脱离身体的灵魂会到“天堂”，这个应许

模糊不清，希望渺茫。难怪许多人会彻底“换一条路驶离”教

会。教会给基督徒事业定的目标，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力。他

们发现，灵魂脱离身体到天堂去这个期望，几乎令人反感，很

无趣，没什么吸引力。 
圣经谈论的焦点就是谁会得着“土地”，也正是这个焦点，

现在在中东正引起很大的麻烦。得着土地的人是耶稣，并且在

他回来时，他会与跟随他的人一同分享。试图现在就占领它，

或者策划一套政策让犹太人或者阿拉伯人拥有它，完全超出了

耶稣的教导范围。 
神给亚伯拉罕有应许，给基督徒也有应许，两个应许奇妙

地关联在一起。可是在教会，却并非人人都懂得这一点。这很

是令人惊讶。这种关联就写在圣经中，人人都能看到： 
创 28：4：以撒嘱咐雅各说：“愿神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

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

亚伯拉罕的地”。 
那应许的福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新约的答案： 
加 3：14：“这便叫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

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就是应许给基督徒的福。这福就是

将来承受地土，也就是承受神的国。 
在理解圣经和基督教时，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至关重要的

一环，因此，我想让你听一听整个片段，在这段经文里，神与

亚伯拉罕立约，立下坚定的约。这些话着实美妙： 

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

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作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

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

“我与你立约，你要作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

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作多国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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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

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作永远

的约，是要作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

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

作他们的神。”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

世代代遵守我的约”（创 17：1-9）。 

这是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计划，最后又给了耶稣，美得令人

难以置信。但是，你也可以成为这个计划的一员。 
尽管大部分犹太人拒绝接受耶稣所宣告的，有些人却不是

这样。耶稣宣告的一个内容是，他的确就是那位很久以前神就

应许的基督，王，神的儿子。在他传讲神的国的使命中，在最

重要的一刻，耶稣把所有问题中最根本的一个抛给了他的门徒

兼使徒——彼得。耶稣想确认彼得知道他是谁。耶稣留意到，

关于他是谁，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猜想。有人认为他是复活的施

洗约翰，或者是先知中的一位。但这些看法都是错的。因而耶

稣把问题指给彼得：“你们说我是谁？”彼得给出了这个决定

性问题唯一的正确答案。“你是基督［=弥赛亚］，是永生神的

儿子。”耶稣就是弥赛亚——是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所拣选的后

裔，是神的国的继承人，是所有转向他的人的救赎者。耶稣明

白，彼得能看清楚这一点，是因为有超自然的启示。彼得的这

个信仰声明是一块磐石，正是在这块磐石上，耶稣要建立他真

正的教会（太 16：16-18）。 
整个圣经故事围绕的就两样：土地或神的国，以及它的王，

即耶稣基督（弥赛亚）。 
在这一片段中，彼得正确地认出了耶稣的身份。我们一定

要明白这件事的重要性。关键的是，要懂得、明白耶稣就是基

督，是神的儿子。这些头衔是互相补充的。他们的含义相同。

之前我们看过，耶稣之所以是神的儿子，是因为神在耶稣的母

亲马利亚身体里行了奇妙的神迹。你可以在第四章回顾这一意

义非凡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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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教会传统大幅度改变并模糊了耶稣的身份。圣经时

代过后，兴起一种观念，神的儿子的意思成了“子神”，即所

谓的三一神或者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格。很遗憾的是，这样一

个被篡改得缪之千里的身份，耶稣是不会承认的。耶稣一直自

称是弥赛亚。毋庸置疑，他从来没有自称是神自己。他从来没

有把自己抬高到一个不存在的神的地位。他一次都没说“我是

神”。耶稣一直视自己从属于他的天父。“以色列啊，你要听，

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耶稣吟诵并坚定地声明了这条唯一可

接受的信条，以色列的信条。只有一位主，不是两位，也不是

三位！如果天父和儿子都是神，那当然就是两位神！耶稣会认

为它是危险的异教信仰，他是不会接受的。耶稣和那位犹太文

士的态度一致，认为赐给以色列的这条信条，是“用心灵按真

理”（约 4：24，新译本圣经）敬拜神的、至关重要的要诀。

显而易见，耶稣相信以色列和圣经的这条核心信条。那么跟从

他的人，理所当然地，也应该如此。马可福音 12 章 28-34 节中，

耶稣说的信条就是基督教的信条，如果他听到后来的关于神的

理论，他一定会感到困惑不已，烦恼不安。在今天，这些理论

没有一个犹太人会接受。当然，世界上 10 亿穆斯林同样也会

拒绝信仰这位在圣经写成后才发展出来的三一神。 
神是谁，这绝不是一个无关痛痒的问题。世界上大约 30

亿信仰神的人，都自称是一神论者，4但是在神的定义上，他们

却不能达成共识。耶稣说过，父神是“独一的真神”（约 17：
3）。再次宣告这条信条，意义非凡。那是耶稣本人的信条，我

们应该尽心维护。 
耶稣的新身份是后来杜撰的产物，耶稣是一定不会承认的

——这是极其重要的事实，可是在教会，没人告诉你这一点。

重要的是，要知道耶稣就是神，这种说法是很晚的时期才出现

的。实际生活中，如果有任何教友对此提出质疑，他很可能被

看作是背叛耶稣的人！可事实远非如此，提问耶稣是谁的人，

4相信神只有一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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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是在提醒人注意，耶稣自己是怎么描述他的身份的。他应

该知道。除了称自己是弥赛亚，是所定的那个神的儿子以外，

他从来没说自己是别的人。所有的儿子都从属于生他们的父

亲。儿子不可能和父亲同岁。既然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神所
生的（begotten）儿子，那这就是在证实一件相当明显的事情：

耶稣是他的天父使他存在的。这就是单词“为……的父亲”

（beget）的意思，不管是从英语词典，还是从希腊语词典或者

希伯来语词典，都能查出来。是的，“为……的父亲”，意思就

是成为某人的父亲，就是使这个人开始存在（into existence）。
耶稣是在马利亚的子宫里开始存在的，是神的儿子。路加福音

1 章 35 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当这节宝贵的经文能重新被重视

时，它将会扫除一堆关于耶稣的传统教导，就是那些被盲目地、

不加鉴别地接受下来的“传统”。 
说耶稣这个“子”没有存在的起点，是教会的一贯作风，

可这严重地与圣经相矛盾。这样做，就使得“为……的父亲”

（beget）一词变得毫无意义。有经文讲到，耶稣是被生的

（begotten）——是被……令其存在的（brought into existence）
——神的儿子，可是这些经文被教会巧妙地排除在外，不予考

虑。它们明摆着的含义已经被擦除了。取而代之的是错误的传

统，认为耶稣是自有永有的“子”，没有起始点。这种做法，

对于神通过一个无罪的人来拯救人类的计划，是毁灭性的，而

这个无罪的人就是神所任命的、在独一神和我们自己之间的中

保。保罗说得很清楚：“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

位中保，就是基督耶稣，他自己也是人”（提前 2：5，汉语版

新英语译本）。这个教导真的很难理解吗？ 
亚伯拉罕得到一个应许，有一个“子孙”或后裔将会出现

在历史中，并且最终要统治那地和世界。在回答耶稣的身份时，

这个应许同样重要。显然，我们认出这个子孙，认出他就是亚

伯拉罕合法的、亲生的后裔非常重要。其他自称是他的人都是

冒充的。亚伯拉罕没有得到应许说“神”将是他的子孙、他的

继承人。神不是受造物。神自有永有地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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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儿子，弥赛亚，严格讲就是人类的一员。当代一位大

教会领导人说：“马利亚给神换尿布。”另一位说：“神来到马

利亚跟前，问到：‘你可以做我的母亲吗？’”圣经作者一定不

会接受这种荒唐的说法的。神不可能是个婴儿！神不是人类。

他是神，惟有他是不死的（提前 6：16）。因此，神不可能死，

但圣经说神的儿子耶稣死了。关于弥赛亚，整个要点就在于，

他以人的身份出生。而且最重要的是，神的儿子死了。否则，

赎罪祭就不存在。 
如果耶稣是神，而神又是不死的（提前 6：16），那么耶

稣就不可能死。这样的话，就没有人类的赎罪祭了。圣经声明

了几千次，父是神。如果父是神，那么子就不可能也是神。如

果子也是神，那么就有两位神。圣经警告我们，不可偏离只有

一位神这个真理。 
当天父在天上时，神的儿子降生到地上，并在地上教导人。

如果他们两个都是神，那么加起来就是两位神。我们看看一些

混乱至极的关于神是谁的说法吧，这话来自网站：“神是一位

（Person）……三位（Persons），但仍然是一位神。”说神既是

一位又是三位，从逻辑上讲，这是很荒谬的！三个“x”不可

能等于一个“x”。 
目前，教会信徒接受的教导是，为了得到救恩，他们必须

相信神是三位一体的神。然而，讲道却不讲这是什么意思。他

们只需要相信它就行了，其根据就是“教会”官方的高压教导。 
当一位年轻的神学家勇敢地质疑三位一体论时，约翰·加

尔文，这位宗教改革家便授权法庭做出判决，把他烧死在火刑

柱上。 
耶稣和神是什么关系，那些长达十几世纪的争论，让教会

备受折磨，也成为了一座令人痛心的纪念碑，标记着耶稣的希

伯来信条被抛弃而带来的可怕后果。在这期间，上亿的犹太人

和穆斯林却看得更清楚。他们知道，神是一位，且只有一位。

肯定不是三位。很多神学家都知道，对于神既是一位又是三位

的神秘概念，普通信徒并不知道怎样去理解它。然而，倘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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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质疑这个教义时，那他就要倒霉了！他可能会“遭受冷遇”！

他会被赶出教会。 
令人欣慰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周围有足够的、来自于

一流学者们的文献，提请人们注意，在近 2000 年的时间里，

教会一直宣扬的信条与耶稣的信仰背道而驰。 
说夏娃以及亚伯拉罕的子孙其实就是神，会使给亚伯拉罕

的整个应许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亚伯拉罕盼望他的一个后裔，

即弥赛亚出生。时候到了，马利亚便怀上那位王室后裔。毫无

疑问，这位后裔就是神的儿子（绝不是“子神”！），因为是神

使他在他母亲马利亚的子宫里开始他的生命的（就和所有人类

的生命都始于母亲的子宫一样）。马利亚担任的角色，并不是

某种“导管”或通道，让那位已经存在的“子神”通过，同时

经历转化的过程，从一个灵体转到一个人类。这种概念存在于

异教徒的宗教里。它让我们想到的是异教的“转世投胎”

（reincarnation）概念。那是一种质变而已，根本不是神生他。 
如果你在人类之前就已经存在，那你就不可能是人类。我

们属于哪一类，是根据我们的起点来确定的。耶稣，神的儿子，

他的起点在马利亚的子宫里。他的生命始于他母亲的子宫。神

有新的创造，也是他最后的创造，耶稣便是这创造的开端。亚

当失败了，但是耶稣成功了，我们被召唤就是要跟从他并得到

永久的生命。 
马太在写福音书时，开头就用了一整段来记述“耶稣生命

的起始点（origin）”［太 1：1，18；希腊文是“开端/起源”

（genesis）］。5而教会却用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代替了它，说神

的儿子没有开始！ 
亚伯拉罕满怀激情地盼望着，他所盼望的正是这位所应许

的王室后裔的到来。神向亚伯拉罕保证，应许之地将永远属于

他，可亚伯拉罕去世时，并没有得着那地。他带着极大的欢欣

和鼓舞，在盼望中去世，盼望着那位应许给他的未来的后裔耶

5为了回避更清楚的用词“genesis”（含一个 n），一些希腊抄本就用单

词“gennesis”（含两个 n）来代替，从而出现讹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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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来到。亚伯拉罕去世的时候，坚定地相信，时候到了，神就

会实现他所应许的。相信神所说的是真的，并且相信有一天它

将会成为现实，这便是信心的本质所在。创世记 15 章 6 节是

一节非常关键的经文，它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

此算为他的义了（新译本圣经）”。在新约，保罗把这节经文引

用了三次（罗 4：3，9；加 3：6）。雅各也引用了它（雅 2：
23）。信心，就是完全相信神所说的——相信它是真的，并且

根据神的那些应许而生活。在新约，信心的焦点就在于，相信

耶稣所说的，并依照他的应许生活。而耶稣所应许的，本身就

是在确认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罗 15：8）。 
在这里，关键是要认识到神所应许的到底是什么。用自己

的想法去理解神的旨意和应许，会产生很严重的问题。相信自

己那一套神应该做什么、他可能会做什么的理论，是危险的；

而自己设想获得永生的途径，那是在冒险。真正的信心是以圣

经的话语为基础的。既然神的儿子已经来了，信心的基础就在

圣约之上，在耶稣以及耶稣所委任的信使们关于神的国的话语

之上——这些信使不但是信使，而且还为我们所有人写下了圣

经。 
从人类历史的开端起，人类的失败就在于，他乐意相信撒

但的谎言，而不是神说的真话。这种悲哀，是导致我们所有问

题的原因。要扭转这种情况，意味着我们要开始仔细聆听并遵

行新亚当耶稣的话，还有他的代理人的话。 
真正的信心，要倚靠在所记载的、历史上的耶稣的话语之

上，他的话概括起来就是他的神国的福音。这几个字总结了整

个圣经故事。这个故事围绕的就是神的国，是谁会“得着土地”。

正是为了这个问题，中东的人，还有其他地方的人，现在仍无

休无止地争斗着。圣经已经给了我们解决方案。耶稣会得着土

地。他是弥赛亚，并且他应许跟从他的人，跟从他的各国的人，

如果他们温柔，他们“必承受地土”（太 5：5）。这也是亚伯

拉罕所盼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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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怀疑，土地之应许/神的国之应许，其实就是神给亚伯

拉罕的大应许，这个大应许弥赛亚耶稣已经证实了，并且所有

应许的对象就是他。在神的国这场正在展开的剧中，另一位关

键人物就是著名的大卫王。他非常清楚，在弥赛亚计划实现的

过程中，也就是神国的计划、不朽坏生命计划实现的过程中，

他被拣选所担任的角色有多么重要。当先知拿单解释神建立大

卫王室王朝的目的时，神在历史上所行的一切就更加清晰了。 
这一部分故事我们留到下一章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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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大卫王：神国故事里另一位伟大人物 

亚伯拉罕之后大约 1000 年时，在神正在展开的不朽坏生

命-神国计划中，发生了另一个重大的框架性事件。这件事就是，

神从一个犹太人耶西的八个儿子当中，选出了一位王。神选择

了他最小的儿子，大卫，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在他兄弟眼

中，他最不适合成为以色列国的王室候选人。但是，圣经提醒

我们，神看的是内心，不是外貌。神找的人，是能够坚定不移

地忠于伟大的神国计划的人。这并不是说，在大卫的信心之旅

中，他不会犯下严重的错误。然而，诚心诚意的悔改，把他重

新带回正途。为了他的罪，他痛彻心扉，而且，和亚伯拉罕一

样，他活了很长时间才去世，去世时他也没有看到神的国这个

大应许得以实现，但他仍然相信神国的计划。 
首先，我们来看神拣选大卫的情形。在这里，我们看到的

不只是大卫的图画，原则上讲，它也是所有加入弥赛亚计划的

基督徒的图画。这个弥赛亚计划要在基督里成为现实，另外，

按照血缘关系，基督也是大卫的后代或者“子孙”（太 1：1）。
在新约，基督徒被认为是受了膏的，因为他们接受了神的圣灵

以示膏立。圣灵在我们心里（林后 1：22）。圣经中，圣灵是

神的大能运行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自新约时代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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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神与耶稣亲自在和我们联系。圣灵也是基督的心（林前 2：
16）。圣灵让我们预先体会当耶稣再来时要赐给信徒的不朽坏

的生命。现在，那些顺服耶稣的基督徒（徒 5：32；来 5：9），
在未来神的国到来之前，会先接受圣灵以示被神膏立。圣灵是

通过相信福音接受的（加 3：2）。1基督徒被认为是“从灵生的”

（约 3：5），或者是由神的道，即福音生的（彼前 1：23；雅 
1：18；加 4：28，29）。 

我喜欢这段拣选大卫为王的故事。大卫，耶稣备受赞誉的

先祖，著名的诗篇作者，以色列的王，在神拣选他时，我们能

看到神如何做工。让圣经来讲述这段故事吧：2 

最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自从我厌弃扫罗作以色列王

以后，你已为他忧伤很久了。现在你要拿一瓶橄榄油到

伯利恒去，找一个名叫耶西的人，我已选了他的一个儿

子作新王了。”撒母耳问道：“我怎可以这样做呢？要是

扫罗知道，他一定会把我杀掉。”耶和华回答说：“你可

以带一只牛犊去，对人说是用来献祭给耶和华的，然后

你把耶西叫来参加献祭，我就会指示你膏立他哪一个儿

子。”于是，撒母耳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做。他来到伯

利恒，那城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有

什么不对吗？你是为平安来的吗？”撒母耳回答说：“是

为平安来的。我是来向耶和华献祭的。你们先去洁净自

己，然后再和我一起去献祭吧！”撒母耳替耶西和他的儿

子行过洁净的仪式后，便邀请他们一起参加献祭。他们

来到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了以利押，心里想：“相信这就

是耶和华所要膏立的人了。”但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

要凭外貌和身材来判断人；我要选的并不是他。我并不

像人那样拣选人，人是看外表，我却是看内心。”然后，

1能够理解福音和真理，是圣灵的证据。说圣灵的证据是“说方言”

（speak in tongues）的教导，背离了圣经，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2选自《新当代译本》（New Living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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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西吩咐他的儿子亚比拿达走到撒母耳的面前来，但撒

母耳说：“这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耶西又把沙玛叫来，

但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这个。”耶西的七个儿子

就这样一个一个地走到撒母耳面前，但撒母耳对耶西说：

“这些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 

于是撒母耳问：“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耶西回答：“还

有一个最小的，但他到田间放羊去了。”撒母耳说：“你

派人去把他带回来，他没有到以前，我们绝不入席。”耶

西就打发人去叫他回来。他是一个样貌俊美的少年，面

色红润，眉清目秀。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是这个了，你

来膏立他吧！”这时，大卫站在他的七位哥哥中间，撒母

耳就拿出他带来的橄榄油，倒在大卫的头上。耶和华的

灵从此就降临到大卫身上，给予他很大的能力。事后，

撒母耳又回到拉玛去了（撒上 16：1-13）。 

任命大卫作王的背景极其重要。你还记得，亚伯拉罕获得

应许，要有子孙和土地，即一个后裔和一片领地或神的国，并

且他要永远得到它。亚伯拉罕的应许包括一个地理空间，以及

一位治理它的君主。只要他顺从，有信心，他就保证会得到后

代、富足和地产。此时，土地的应许已经牢固地确立下来，根

据亚伯拉罕之约（Abrahamic Covenant）的条款，神决定要从

大卫开始，立一位王，一个王室。你不能只拥有一片领土，却

没有君主或者王来管理它。大卫被膏立为王，因而他是一位弥

赛亚（即受膏者），但是神应许他一个后嗣，这个后嗣将会是

最终的应许之子，那位弥赛亚耶稣，神独一无二的儿子。 
令人讶异的是，在自称为基督教国家的国家里，学校却没

有忠实地教导真正的基督教历史。我们恰巧出生在某个国家，

可我们真正的历史、真正的根不是在这个国家里，而是在我们

属灵的、圣经的遗产里。美国人常常谈及他们所谓的犹太教-
基督教传统，但他们却从不谈亚伯拉罕之约，不谈大卫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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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ic Covenant），而这约却是神和信他的人打交道时的支

柱。 
基督徒首先是犹大王室的成员。新约教会信徒被授予“以

色列民”的称号（加 6：16）。我们也被称为“真正受割礼的”，

意思就是真正的、属灵的“犹太人”（腓 3：3）。我们是犹太

人耶稣属灵的兄弟姐妹。我们护照上真正写的是“神的国”。

我们的“出生证”表明的是“重生”，即再次出生，生到君王

耶稣的王室家庭里。我们的亲属关系首先不是与肉体的亲人或

出生国相联系，而是与耶稣的国际亲人相联系。耶稣说了一番

很不寻常的话：“谁是我的父亲母亲弟兄姐妹？是那些听了神

的道——神国的福音——又遵行的人”（参看路 8：21）。听神

的道，被定义为“行神的旨意”。“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

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可 3：35；比较太 12：50）。 
不要漏掉很重要的这一点：听耶稣那样传讲的福音和遵行

神的旨意二者是紧密相关的。它是理解基督教信仰的一把钥

匙。 
耶稣重新定义了家人的含义，即相信弥赛亚的人之间、弥

赛亚的门徒之间是超越国界的手足关系。他想让他的国际性教

会成为未来神的国的微型图。教会应该以彼此之间的慈爱和怜

悯而为人所知（约 13：35），然而，目前信徒之间这种爱的理

想状态还没有实践出来。表明基督徒身份的“徽章”已经丢失

了。国与国之间发起战争，战争中信徒互相残杀，为了要支持

他们所生所长的国家。如果是耶稣，他会在国际战争中夺去他

人性命吗？或者，他会不会是外国的大使，以身作则，让跟从

他的人也效法他的榜样？大卫没有资格建造圣殿，就是因为他

流了人的血（代上 28：3）。 
很多很多犹太人，就是与耶稣有着同一血脉的人，都拒绝

耶稣，这让保罗心痛万分。他很清楚地表明，神没有把他们全

都永远弃绝，但是，当他们拒绝接受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时，

他们就是“福音的仇敌”，并且需要被嫁接回他们自己的橄榄

树上（参看罗 11）。当然，保罗承认，他那时代的犹太人“向

89 
 



第七章 大卫王：神国故事里另一位伟大人物 

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罗 10：2）。（对于我们所有

人来讲，这也是很危险的事情。）他们在按照自己的意愿“做

宗教”，但是他们不愿意顺从用耶稣的血所订立的新的圣约，

伟大的神的国之约（路 22：28-30）。3保罗的犹太同胞并非对

神、对宗教信仰缺乏激情，但是他们不接受唯一的，也是真真

正正算数的宗教信仰——信已经来过而且还会再来的耶稣是

弥赛亚——这位弥赛亚是带着神国的救赎福音来的。 
从亚伯拉罕这位榜样身上，我们能发现基督徒真正的生命

特征，同样，大卫的生命也闪现这种特征。在我们以先，亚伯

拉罕就相信耶稣，相信神国的福音。因此，他绝对有资格被称

为新约的信心之父（罗 4：16）。就在同一节经文里，基督徒

的信叫做“亚伯拉罕的信”。保罗指出，福音已经预先传给亚

伯拉罕了（加 3：8）。亚伯拉罕知道神的国，知道耶稣，并且

热切地盼望耶稣出生，盼望之后他回来时的神的国。 
在我们继而观看神如何与大卫立下王室之约之前，我们必

须先回顾一下大卫的祖先亚伯拉罕的榜样。和所有耶稣的跟从

者一样，亚伯拉罕被要求切断所有最近最亲的纽带。他被要求

要听从神，离开他的家乡，离开他的父亲、母亲还有亲人。然

后，他朝向所应许的地方，即应许之地进发。他住在那应许之

地，是个外乡人，算是“手持绿卡”的人。在这片本是应许给

他、要属于他的土地上，他其实是个外国人。但是，他还没有

拥有它，因为弥赛亚耶稣，亚伯拉罕的子孙，还没有出生。请

查阅希伯来书这段很重要的信息：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

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

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棚，与

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来 11：8-9）。 

3路加福音 22 章 28-30 节讲，耶稣与他的跟从者“立约”（covenant），
要赐给他们神的国。神的国是福音的核心，因而也是新约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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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许中，有君王会从亚伯拉罕而出，大卫的出现，使这部

分应许的意义更加丰富。神与大卫美好的协定，即他与大卫的

约，圣经用舒畅优美的语言描述出来，我想让你直接听听圣经

的这些话。下面是先知拿单与大卫见面时的著名片段。你很容

易就能看懂，在历史所展开的神的作为中，神如何通过这一事

件推进他伟大的不朽坏生命计划。这不仅仅是大卫的故事；如

果你开始认真对待耶稣的目标以及他的宣告，如果你想成为伟

大的不朽坏生命计划的一份子，那这也是你的故事。 
我们选取撒母耳记下 7 章这一段： 

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靖，不被四围的仇敌扰

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

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

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当夜耶和华的话临

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

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

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

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

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

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

跟从羊群，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

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

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

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

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敌扰

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一个王

朝。你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

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

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作他的父，

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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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

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王朝和你的国，必在我（原

文作“你”）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宝座也必坚定，直到永

远。’”拿单就按这一切话，照这默示，告诉大卫（撒下 7：
1-17）。 

这些美好的应许关乎大卫自己的未来，也关乎他的后代以

及世界的未来，随后大卫就对这些应许做出了反应。大卫知道，

耶稣的到来将标示神最终实现他与自己所立的约。（大卫的儿

子所罗门的一生只实现了约的一部分。）与大卫所立的约将会

是神与人类所立的大契约的中心，这大契约最终的结果是，所

有顺服耶稣的人民都迎来和平与繁荣。 
神对大卫，对他的家赐以丰盛的恩典，大卫明白其中的重

要意义： 

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啊！

我是谁，我的家又算什么，你竟带领我到这地步？主耶

和华啊，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事，你又应许你仆人的家

至于久远。主耶和华啊，这岂是你给常人的待遇？4主耶

和华啊，你认识你的仆人，大卫还有什么话可以对你说

呢？你因自己应许的缘故，又按照自己的心意，行了这

些大事，并启示你仆人知道。主耶和华啊，因此，你是

伟大的！按照我们耳朵所听见的，没有像你的，除了你

以外，再没有别的神。［注意，大卫的信条和耶稣的信条

是一样的——相信神是一位，绝不是两位或三位！］ 

“世上有哪一个国家像以色列呢？神啊，有哪一个国家，

你曾救赎他们脱离奴役，使他们成为你自己的子民？你

4这个词组的意思更可能是：“这是为人类历史所定的契约。”关于大

卫之约更完整的论述，请参阅我的书《我们不在天堂的先祖们：犹太人

耶稣被遗忘的基督教》（Our Fathers Who Aren’t in Heaven: The Forgotten 
Christianity of Jesus the Jew），尤其是第 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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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埃及救赎你的子民，因此，你为自己立了大名。你行

了可畏的奇事，你从你的子民面前赶出了列国的人和他

们的神。你使以色列永远作你的子民；耶和华啊，你也

作了他们的神。耶和华神啊！你所应许的关于我和我的

家的话，求你照你所说的而行，并且求你永远坚守；这

样，你的名必永远为大，以致人要说：‘万军之耶和华是

以色列的神。’你仆人大卫的王朝也必在你面前得坚立。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为你已启示，你要为

我建立家室——一个永远的王朝，所以我才敢来向你作

这样的祷告。主耶和华啊！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可信

的。你向你的仆人我应许了这美好的福分。现在求你乐

意赐福给我和我的家，使我们的王朝在你面前可以永远

存在。主耶和华啊！你已经向你的仆人应许了这福，愿

你永远赐福”（撒下 7：18-29）。 

有了神给大卫的这个奇妙的启示，圣经的神的国这部剧就

变得更加清楚明白了。正在展开的计划所含的所有组件，都凑

到了一起，只等弥赛亚耶稣的到来，等他作为神的儿子，在马

利亚身体里经过超自然地创造而来到世上（路 1：35）。 
大卫“睡了”，他死了，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徒 13：36），

但是，在他许多诗篇里，5他写到这些应许，写到世界的未来。

正如大卫他自己所写，他最终“沉睡至死”（诗 13：3）。他知

道，在坟墓里，“无人称谢神或赞美神”（诗 6：5；115：17）。
但他死的时候，对未来的弥赛亚和神的国充满盼望和信心。你

的盼望也可以是大卫那样的盼望，这盼望被表达得如此优美： 

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耶西的儿子大卫的宣告，被高举

的人的宣告。大卫是雅各的神所膏立的，是以色列美妙

5请特别参阅诗篇第 2 篇、第 21 篇、第 96-100 篇，其中“耶和华作王”

是关于未来的神的国的预言，到那时，耶和华将开始统治。也可参阅诗

篇第 72 篇，第 89 篇。 

93 
 

                                                 



第七章 大卫王：神国故事里另一位伟大人物 

的诗人。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话，他的话在我的舌头上。

以色列的神说，以色列的磐石告诉我：那以公义统治人

的，那存敬畏神的心施行统治的，他必像旭日升起的光

芒，像无云的早晨，像雨后的晴朗，使地长出绿草。我

的家在神面前不是这样吗？他与我立了永远的约；这约

安排了一切，稳固妥当。我的一切救恩、一切愿望，他

不都成全吗？”（撒下 23：1-5，新译本圣经）。 

拿单预言到大卫将来的子孙，但是，新约讲得非常明白，

这个预言的顶峰不是所罗门，因为作为王，所罗门以惨败告终。

这个预言最终得以真正实现，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撒母耳记下

7 章 14 节中关于大卫后裔的预言，新约把它用在弥赛亚耶稣身

上。“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这是神对大卫的应许。

希伯来书 1 章 5 节告诉我们，耶稣就是这个预言中的“子”。

这节经文引用了大卫之约，并把这话指向耶稣。同时，它还引

用了诗篇 2 篇 7 节来证明这一点，那节经文讲到要出现的、神

所生的儿子。 
因此，约 2000 年前，通过马利亚的子宫，神生了弥赛亚

耶稣（路 1：35）。请特别留意马太福音 1 章 20 节，在那里，

希腊文说的是“被生（begotten）在她体内的是从圣灵来的”。

马太详细讲述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太 1：1）弥

赛亚耶稣的生命的开端/起源（genesis）（太 1：18）。“开端/起
源”，这个很重要的词，提醒我们，神的儿子的生命有明确的

起始点。说他自有永有，这完全是错误的。比大卫年龄大的不

可能是大卫的后代。 
神的儿子降生，的的确确是一个令人惊叹的神迹。再没有

别人可以被一个女子生出，却不用人类父亲的参与。倘若你向

耶稣问及他的父亲，他会回答：“神是我的父亲。” 
这使得耶稣绝对独一无二，举世无双。他不“仅仅是个好

人”！他也不是在他生涯中的某一刻被拣选为神的儿子。他在

马利亚身体里被创造时就身为神的儿子。没有人能与他相提并

论，除了他以外，再没有人是救赎主。他是一个完美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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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了人类与造物主天父建立亲密的关系是什么意思。神渴望

与他的造物建立亲密的联系，并且在他完美的造物——耶稣

——的一生中，他极其积极地参与其中。 
撒但声称，人类没有能力宣讲耶稣所宣讲的话，也做不了

耶稣所做的事，他企图通过这个手段，让耶稣的神的儿子的身

份变成无稽之谈！但是，神完全有权利创造一个有着无限尊贵

与价值、值得受人敬仰的人来担任弥赛亚，而不是神；撒但所

做的，就是在否认神的这个权利。新约中，表示敬拜神的词，

从来没有用于耶稣身上——一次都没有。6耶稣是以弥赛亚的身

份受人尊崇的。 
耶稣对于神与他的祖先亚伯拉罕和大卫所订立的契约有

着强烈、浓厚的兴趣，难怪他不知疲倦地扑在宣告神国的福音

这项任务上（路 4：43）。神国的福音，是整个非凡的圣经这

部剧的中心，它完全就是关于神的大计划的好消息。神计划要

实现他与亚伯拉罕，与大卫，当然也与耶稣本人之间的契约。 
 
 
 
 
 
 

6“没有以耶稣为对象而 latreuein［作为神来敬拜］的例证”〔亚瑟·温

莱特（Arthur Wainwright），《新约里的三位一体》（The Trinity in the New 
Testament），第 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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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神，真正的弥赛亚， 

以及宝贵的不朽坏之生命的种子 

成为基督徒，首先是要懂得神为人类预备的、宏大的神国

-不朽坏生命计划，并且懂得耶稣是人类弥赛亚，是神的儿子。

神通过弥赛亚耶稣施行他的计划。基督徒的信心就在于，要依

照以上的知识去行，要“按神国的计划行事”，要把神国福音

的知识当作无价之宝（太 13：44），要明白亚伯拉罕的神，以

撒的神，雅各的神，也就是耶稣的神，在历史中做着什么计划，

要配合那神圣的计划，要尽我们所能为神的国做工。所有这些

加起来就是，要懂得人类最终的归宿，要懂得生命的目标：永

远地活着，而不是永远地死亡。而选择权就在我们手中。 
成为基督徒，还要意识到，我们没有做一直都应该做的事，

我们一直以草率粗心的态度对待圣经，我们应该为我们不敬虔

的行为和信念“悔改”，应该追求拥有基督的心，拥有基督的

心就等于拥有神的灵和神的心。悔改，意思就是“再思考”，

是按照圣经显示的真理给生命及它的意义重新定向。它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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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学习像耶稣那样思考，像耶稣那样说话，像耶稣那样行事。

耶稣劝告我们，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活着”（太 4：4）。
神最后的讯息，即神国的福音，是耶稣整个传教使命的焦点，

也是保罗传教使命的焦点。 
基督徒信心的关键，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耶稣的话语上。然

而，呈现给公众的内容里，耶稣其实没有传福音！而这个灾难

性的大错已通过各种手段被铸成。 
还有一些教会，他们教导了一个毁灭性的理论，说耶稣传

的福音不是给我们的，而是只给犹太人的！这个奇异的理论会

废除耶稣的教导，并使他与救赎的福音脱节。它断然违背了大

使命。耶稣交待大使命时命令，他的神国的福音要传给万民，

不分薄厚。关于福音，耶稣清楚地下达了“行军令”，任何背

离这命令的言行都应该被坚决地拒绝，还有，约翰二书 7-9 节、

提摩太前书 6 章 3 节以及希伯来书 2 章 1-3 节的警告，也都应

该被用心地记下来。 
论到福音，保罗讲得再清楚不过了。他毕生都致力于传讲

那唯一的关于神的国的福音，当然，这福音就等同于恩惠的福

音（徒 20：24，25）。保罗在顺服地跟随着耶稣。1 
我们被教导说，要像耶稣那样思考，要像耶稣那样为人，

而对于那些像神那样思考、像神那样行事的人来说，耶稣就是

他们完美的典范。毋庸置疑，耶稣自己不是神。如果他是，那

么就有两位神。你不能说：天父是神，耶稣是神，算起来是一

位神！不能这样计算。我想，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是教会

传统极具威慑力，有时候信徒被胁迫相信不可能的事情——例

如，相信天父和耶稣都是神，但是合起来是一位神。这根本讲

不通，它说的是不经之谈。我们再考虑考虑其他几样事情：神

1“显然，传讲恩惠的福音就等于传讲神的国。宣讲神的国即就是在

为神恩惠的福音作见证”〔F. F. 布鲁斯（F. F. Bruce），《使徒行传希腊语

文本评注》（Commentary on the Greek Text of Acts），第 379 页，第 3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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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死，耶稣死了；神不可能被试探，耶稣被试探了；神从

不睡觉，耶稣睡觉；神不是一个人，耶稣是个人。 
最惹人注目的是，耶稣引用了以色列的犹太教信条，信条

毫无疑问地认定神是单独的一位（圣经一神论），而且他从不

容许任何人相信，神既是三位，但又是一位，且神秘莫测，或

者相信神是两位一体。两位一体也违背了“要相信神是一位，

是耶稣的父”这个命令。听一听保罗毫不含糊的声明：“我们

只有一位神，就是父”（参看林前 8：4-6）。这就是基督教的信

条。保罗一直都讲论，在异教信仰里，有很多所谓的神或者主。

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信仰多位神是不可接受的。基督

徒应该致身于耶稣热爱的信条（可 12：28-34）。 
在哥林多前书 8 章 4-6 节中，保罗也引证了这一信条。这

几节经文提到两种信仰，一种是只相信一位神——天父——的

基督教信仰，一种是其他宗教系统里相信不止一位，或很多位

神的信仰；保罗把二者做了对比：“我们知道，神只有一位，

再没有别的神……只有一位神，就是父。”虽然保罗继续说到，

我们相信“一位主，就是弥赛亚耶稣”，但是，请注意，保罗

相信耶稣是主弥赛亚——绝对不是主神！路加在路加福音 2 章

11 节用了同样的词，“主弥赛亚”。 
新约反反复复说到，耶稣是弥赛亚。他不是主神。他是主

弥赛亚，是主耶稣基督/弥赛亚。诗篇 110 篇 1 节提到这两位迥

然相异的主。一位是耶和华，耶稣的父亲，另一位是作为人的

主弥赛亚。在耶稣出生 1000 年以前，大卫就指主弥赛亚为“我

的主”（诗 110：1，所有信徒都应该记住这节经文）。他用希

伯来语的“主”adoni（读作“adonee”）来称呼他。这个形式

的“主”，即 adoni，在旧约希伯来圣经中出现了 195 次，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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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指的是神。2这个词被使用的时候，它就告诉我们，所称呼

的那位不是神，而是一个级别较高的人，或者偶尔是天使。 
彼得认出了耶稣的身份，就在他声明耶稣身份的那段话

上，耶稣建立教会（太 16：16-18）；同是彼得，根据诗篇 110
篇 1 节称耶稣为主。“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徒 2：36）。
在说这话之前，他刚刚引用过诗篇 110 篇 1 节。人人都应该知

道，那节经文的第二个“主”不是神！ 
新约作者常常引用诗篇 110 篇 1 节。如果人们注意到这节

经文，那么，神是谁，耶稣是谁，二者并不会被混为一谈。一

位是耶和华，以色列独一的神，耶稣的天父；另一位是主弥赛

亚，对他不是按照神的身份来称呼，而是按照级别较高的人来

称呼。 
耶稣用诗篇 110 篇 1 节的经文让他的听众思考，弥赛亚是

谁。他请他们思考，弥赛亚怎么既是大卫的主，又是大卫的子

孙（太 22：41-46）。但是耶稣没有让他们去想弥赛亚是大卫的

神！耶稣是马利亚超自然而生的儿子，也是神超自然而生的儿

子（路 1：35），因而，从出身讲，他是大卫的子孙，到了最

后，耶稣升天被提到天父右手边，他就是大卫的主。彼得完全

明白这一点。他引用了那节宝贵的经文证明，神已经立耶稣为

主，为弥赛亚（徒 2：36）。没人猜想耶稣是神。他是弥赛亚！ 
这个讨论正确信条的议题并非芝麻小事。全世界有几十亿

人相信神，但他们却四分五裂，并且暗暗地互相敌对，因为他

们对神的概念各不相同。我们需要团结在圣经的观点周围，这

样做，还会附带地帮助我们打开与穆斯林和犹太教成员的对

话；目前，传统基督徒认为神是三合一的概念，让他们感到愤

怒（他们如此，那也是合情合理的）。基督徒所谓的三位一体

2史特朗（Strong’s）经文索引不会向你显示出这种区别。但是对于任

何阅读希伯来语的人来讲，这是很明显的，而且主要的词典也都能证实。

在诗篇 110 篇 1 节中，RSV（修订标准版圣经）和 NRSV（新修订标准

版圣经）表达得很正确，没有把误导性的大写 L 用在第二个“主”（lord）
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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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基督徒和宗教世界其余很多人之间筑起一道障碍。这道

障碍完全是不合理的。耶稣不相信“三位一体”。保罗和任何

新约作者都不相信。 
耶稣是谁？他是一个完全的、独一无二的人。因为神迹，

他的生命从他母亲的子宫里开始。这就是作为人的含义所在。

人类不是天使，而天使也变不了人类（除了堕落天使与人类女

子交合的奇特邪恶的情况以外，参看创 6）。你不可能既存在

于人类之前，同时又是人类。耶稣不是从一种生命转为另一种

生命。马利亚的子宫不是耶稣转化的地方。他是第二个亚当。

他被称作为人的弥赛亚。因而，在时间上，他有明确的起始点。

他比施洗约翰小 6 个月。他没有同时也比他大亿万年，从逻辑

上讲，也不可能是这样。一条直线不可能有两个不同的起点。

一个人不可能在两个不同的时间点产生。追溯神的儿子生命的

起点，追到的结果是行在马利亚身上的神迹（再次参看路 1：
35）。神的儿子是由神以超自然的方式产生的。 

教会信条带到大众面前的耶稣，被认定是没有时间起点的

神的儿子。这让耶稣不属于人类。这包含的意思就是，他从他

“之前的生命”进入马利亚的子宫，经过那里，然后披上人类

的外衣，看起来像个人，但实际上不是人。如果耶稣的本我是

神，那么他自然而然就不会犯罪，不会被试探，不会死亡。这

种情况下，他所有的试探以及抵挡试探都成了一种游戏，一种

装模作样，一种表演。那这无论如何都无法成为激励我们的榜

样。我们当然不是神，让一位不死的神做我们必死的人的榜样，

简直是不公平的！这就好像是，一位音乐会钢琴演奏家参加了

一场钢琴演奏比赛，而对手是仅仅上过两节钢琴课的孩子们。 
教会称耶稣有“先存性”，这种概念其实是不可思议的。

这是没有逻辑的说法。想一想，把一个动词说成这个样子：“我

预先是（I pre-am），你预先是（you pre-are），他预先是（he 
pre-is）”。一个人如何能够“预先存在”（pre-exist）？你能在你

存在以先就存在吗？那样的话，谁在谁以先存在？整个理论让

人困惑不已，莫名其妙，并且与马太福音及路加福音的记述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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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不入，两福音书都简单明了地记述了神的儿子是怎么开始

的。 
我想让你了解一下教会历史的惊人事实。当你阅读路加福

音 1 章 35 节时，你可能不费力气就能懂得，你阅读的是神的

儿子的起点。可是，到公元 150 年时，教会迅速远离了圣经对

耶稣的描绘，开始教导说，耶稣在他出生之前就活着，并且，

其实就是他使自己在马利亚身体里成胎！对，那位耶稣制造了

自己出生的神迹！ 
请仔细想想这里所发生的事情。一个传统正在形成，而且

后来被写进大部分教会的信条之中，经过这一过程，神的儿子

不再是夏娃、亚伯拉罕及大卫的后裔，不再是以超自然方式在

马利亚身体里被形成，被生。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是

二世纪一位举足轻重的“教父”。关于耶稣的起源，他开始把

路加福音 1 章 35 节加百列的教导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说法。

游斯丁说，那庇护马利亚的力量（路 1：35）不是别的，正是

神的儿子！按照这种理论，神的儿子让自己成胎！这真是无稽

之谈。但是这种思想却被写进教会信条。他们教导，神的儿子

不是在他母亲的子宫里开始的。这个概念更近似于异教“转世

投胎”的观念。 
今天，顶尖的学者们都非常清楚，游斯丁从圣经此处记载

所得出的结论很荒谬，尽管他们对此似乎并不怎么担忧。一位

路加福音的评注泰斗写到：“后来的传统从路加福音 1 章 35 节

得出了完全不同的东西。”3“完全不同”？是的，这句话想要

说的是，那是路加未曾想过的东西。游斯丁创造了一个全新的

耶稣的起源，而后来的传统欣然接受了他的说法，直到今日。

他的说法就是，神的儿子不是开始于马利亚的子宫，而是在他

出生以前就活着，并且其实是他“策划”自己成胎。 
现如今，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格化身为人这个教义，已被

说成是基督教的核心，但是，幸好，学者们承认，路加和马太

3约瑟夫·费茨迈耶（Joseph Fitzmeyer），《路加福音》（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Luke），1981，第 3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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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教义一无所知：“化身为人的概念对路加（也对马太）来

说前所未闻。”4 

路加福音比马太福音更清楚地表明，从出生起，耶稣就

担当了神的儿子这一名分（1：32，35）。但是，此处，

以下内容也是足够清楚的：这是一个生某人（begetting）
的过程，一个成为人（becoming）的过程——这是看得见

的，是一个人开始存在的过程，这个人将被称为神的儿

子，并且他也确实是神的儿子，并不是一个先前就存在

的生命变成一个人类婴儿的灵魂，或者说成是一个神体

变形成为一个人类胎儿……路加的目的很明显，是要描

述神生他时的创造过程……类似地，使徒行传里也没有

基督论（Christology）迹象表明，基督有先存性。5 

圣经警告我们，只有历史上的弥赛亚，为人的基督，才是

真正的救赎主。其他的救赎者只是模仿而已，不能当作真的。

显然，耶稣料到，大部分人会认为他们已经懂得他的教导，他

们会以他的代表的身份行事。但是，他们听起来其实并不像耶

稣，他们的教导存在谬误。教会则自有办法，把不是基于圣经

而是基于传统的观念打造到他们的信仰体系里。 
我们如何才能保证不会“把信仰搞错”？成功的关键，就

是把耶稣的“福音”一词的含义学得通透纯熟。“神国的福音”，

实际上是基督教的头号标题，可以说是基督教信仰的标签。基

督教讲的就是神的国。这一点，耶稣通过他的行动来表明——

他不知疲倦、无所畏惧地宣告神的国，他教导他的门徒要“先

求神的国”（太 6：33），要向神祷告，求他实现他的国：“愿

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太 6：10）。耶稣说，基

督徒将会被授予地土或土地作为他们的奖赏（太 5：5）。耶稣

没讲任何关于“去天堂”的话。在旧约，神，也就是耶稣的天

4同上，第 340 页，第 350 页。 
5詹姆斯·邓恩（James Dunn），《基督论之形成》（Christology in the 

Making），第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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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早先就把土地不但应许给亚伯拉罕和大卫，还应许给各国

忠信的人。他向他们保证，他们会永远拥有那应许之地，当然，

这也意味着拥有不朽坏的生命。那不朽坏的生命，以及现在如

何追求它，就是耶稣神国福音的中心所在。 
如果耶稣一直都在谈论神的国，并且把它作为福音传讲，

那么，跟从耶稣的人做同样的事，那是合情合理的。这对我来

说，似乎是个公平的测试。如果我们的言语听起来都不像耶稣

的话，那么我们是在跟从他吗？成为基督徒，仅仅是像我们定

义的那样，要和蔼可亲，仁慈善良吗？“好人”会被钉十字架

吗，或者说，耶稣的教导所涉及的，是不是比成为“好人”要

多得多？ 
正如耶稣所教导的，成为基督徒，是要活出神说的每一句

话。耶稣的确给我们一条很明智的建议：“人活着，不是单靠

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太 4：4）。顺着这个思

路想一下，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彻彻底底地探索圣经，看看它教

给了我们什么。（特别注意，耶稣不是要求我们按照旧约的律

法生活，该律法是通过摩西给以色列人的暂时的指导。耶稣带

来了新约，它将万民统一在同一个信仰之下。加拉太书论述了

这一重要主题。） 
如果神的国是圣经的中心主题，且与基督相关，而基督又

一直传讲神的国的福音，那么，难道它不应该是所有的基督徒

活动和传道工作的中心吗？如果不是，那我们怎么能肯定地

说，我们是像耶稣那样思想，我们做的是他命令我们的事？“这

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太 
24：14）。“传福音给万民听”（可 16：15；太 28：19，20）。 

这似乎是对教会工作最简单的表述了。大使命非常清楚。

耶稣吩咐他的接班人，“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给他

们施洗，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太 28：19，
20，参看新译本圣经）。当耶稣这样做时，他给的命令是一个

长期有效的命令。很清楚，同一的神国的福音应不加改变地传

到整个世界。无论男女，要接受水中的洗礼，就像耶稣自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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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接受洗礼一样。不错，犹太人是首先听到神国的救赎福音的

人。但是，等到对犹太人的见证满了，并且他们许多人拒绝福

音和他们的弥赛亚的时候，这同样的神国的救赎福音就要跨越

国界传开。这样，世界上所有种族、所有语言的人，都有机会

相信耶稣和他神国的福音，有机会得救。只有当“神国的福音”

（太 24：14）足够强烈地传遍全球，末日才会到来。而后，

耶稣回来的时候也就到了。大卫的王位会在耶路撒冷恢复，弥

赛亚会就职，成为世界的王。 
关于神的国的这个信息，即基督徒的盼望，在耶稣著名的

撒种比喻里，有全面的、吸引人的详细论述。根据马可的记述，6

这个比喻也是关于比喻的比喻。“如果你们不明白这比喻，”耶

稣说，“你们就无法明白一切的比喻”（参看可 4：13）。撒种

比喻/种子比喻，是理解耶稣全部教导的关键，它在“解包”神

国的福音，而神国的福音则对我们的得救至关重要。 
属灵的重生如何发生，耶稣用了一个完美的例子来展示：

一颗种子。我们都知道种子。我们所有人自身就是“种子”。

一切都始于一颗种子。我们周围全是种子之力量的证据。在自

然世界，“种子”是生命的关键。对于永远持续的生命，不朽

坏的生命来说，它也是关键。 
“撒种的人出去撒种。”撒种的人就是传讲神国福音的人。

种子就是“天国道理”（太 13：19）。路加称之为“神的道”（路 
8：11）。马可把它缩略成“道”（可 4：14）。他和路加指的不

是整个圣经。他们指的是神国的福音。 
从这比喻的三个平行记录中，我们得出一个最简单的等

式：“天国道理/神国的福音”=“神的道”=“道”。你可以带

着耶稣给你的这些定义，阅读新约的其余内容。最重要的是，

千万不要丢掉“神的国”这个词。如果你丢掉了，你所思所说

就不像耶稣了。 

6马可的撒种比喻在第 4 章，马太的在第 13 章，路加的在第 8 章。这

三种记述应该要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从而一点点地提取它们对于神的不

朽坏生命计划和救恩途径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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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耶稣就是模范“撒种人”，为永永远远的生命创造

出可能性。希腊人认为，“道”7描述的是宇宙中的连贯一致性

原理。耶稣告诉我们“道”到底是什么，以此，他向我们展示

生命和宇宙的真正意义。“种子就是道”（路 8：11）。它是新

生命的生命力，这新生命最终就会走向不朽坏的生命。它是唯

一有终极价值的“道（希腊文 logos）”，是价值连城的珍珠。

因而，耶稣取代了同期哲学和科学的所有智慧。没有哲学家或

科学家知道永生的奥秘，但是我们能够从耶稣那里学到。 
有的种子落在石头地上。它的意思就是，种子从未打动第

一类听众的心思意念。他们听到了，但是他们不懂。他们很快

就被许多与之相冲突的吸引物分散了注意力，种子便毫无结

果。就像我们说的：“一只耳朵进，另一只耳朵出”，“不知所

云”。 
另外一些人满心欢喜地接受神国的福音这颗种子。可是，

他们做基督徒并不长久。他们只是流于表面，没有扎下根。他

们没有在福音里“落地生根”。他们一时相信（路 8：13，现

代中文译本）。是的，他们是真正相信的人，但是很短命。暂

时的基督徒。当试炼和诱惑来临，他们就丢弃福音。他们背离

信仰，不结果子。 
只有第四类真正地结下了籽粒。种子深深地种在他们的领

悟力中，最终，在试炼当中，靠着忍耐，它结出果实。这是属

灵的果子。这当然意味着，那种子自身携带着的，正是神的灵。

那灵开始住在信徒的心中，到了适当的时候，果子便结出来了。

果子的产量有时候是惊人的——100 多倍。 
神国讯息的种子包含新生命的潜能、不朽坏之生命的奥

秘。我们可以说，它传输着神自己的 DNA。 
怪不得耶稣在讲这个比喻时抬高了声音（路 8：8：“他就

大声说”）。他一遍遍地讲这个比喻。他知道人类的命运已岌岌

可危。这是不能朽坏之生命的信息，众人需要听到它。我们还

7 希腊文是 logos 。有些哲学家讲到“宇宙的生成性原理”

（logosspermatikos），他们意识到了产生出生命并促其成长的那种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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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耶稣“藉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提后 1：
10）。种子是新生命的胚芽。它就是神自己的生命，通过耶稣

传输给我们。神是独一的神，是耶稣的父，而耶稣是神完美的、

人类的代理人。 
说到新生命、生命力还有活力，种子是最完美的例证。我

们都知道种子的生长过程。我们自己就是男性的种子 8和女性

的卵子相结合的产物。我们的生命就是由这神奇的过程产生的，

所有动物的生命都遵循这一模式。到处都有种下的种子，而我

们时时都会见到种子所结的果实。 
种子的这一过程，恰恰就是重生、再生的过程。我们曾由

肉体的种子而生，但这不足以带给我们不朽坏的生命。我们必

须再生。我们必须经历属灵生命的诞生，经历重生。我们不可

能再次进入我们肉体母亲的子宫。可是，教会是信仰的团契，

它的基础是神的应许，我们可以进入教会母亲的子宫。保罗讲

到过“在上的耶路撒冷”（加 4：26）。这是未来的耶路撒冷，

是神的国。神和耶稣现在正在为它做准备。耶稣再来的时候，

它就会展现在地上。我们是神国福音的儿女，是应许的儿女（加 
4：28），因此是神的儿女，是耶稣的兄弟姐妹。我们重生之后，

便成了“新生的婴儿”，接下来就必须吸吮“纯净的灵奶”，这

样，才能长成属灵的成人（彼前 2：2）。那给重生基督徒的奶

其实就是“福音的奶”。彼得在这节经文中用了一个与“道”（希

腊文 logos）相关的词。奶，他指的是福音的奶，“属灵的”（希
腊文 logikos）奶。 

种子就是耶稣传讲的福音（路 8：11；太 13：19）。那种

子必须清楚明白地被纳入我们心里，纳入我们的理解力里。撒

但下定决心，要竭尽所能地毁坏这个过程。他眼瞅着种子的进

8译者注：希伯来圣经中，“种子”（seed, ֶזַרע）一词可以表示“种子”，

“子孙”以及“精子”等。与“精子”有关的表达请参看利未记 15 章

16 节、18 节、32 节，18 章 20 节，22 章 4 节，民数记 5 章 13 节以及

耶利米书 31 章 27 节等。英语的 seed 也有同类用法，尽管在表示“子

孙”和“精子”时分别属于文学用语和旧式用法（或当代幽默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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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只要被允许，他便要把它抢走。我们必须做出选择，跟定

福音。如果我们不留意神国福音的种子，撒但就“把撒在我们

心里的种子夺去，免得我们信了得救”。这是路加福音 8 章 12
节，一节极为耐人深思的经文。耶稣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

经文清晰地描述了属灵战争中所发生的情况。撒但一直敌对神
国的福音，不松劲不歇气。耶稣明白神的旨意和目标。他知道

撒但铁了心要阻挡神的旨意。他也知道，人类被赐予选择的自

由。 
“……免得他们信了得救”（路 8：12，汉语版新英语译

本）。请仔细观察这些话。这里，神国的讯息直接与得救相连。

接受神国的福音是关乎生死的大事。当然，正如我们今天所知

道的，耶稣的死亡和复活，在我们必须抓紧的信息中，也是至

关重要的一部分。当耶稣的传教使命进入尾声，他死亡然后又

复活这两件事发生时，它们也被加入福音，或者说是被包含在

福音里。耶稣作为赎罪祭流出他的宝血，为了我们，代替我们

作祭物。他代替我们死亡，使得我们能被饶恕。我们的罪被遮

盖了。但是，如果我们不彻底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并开始诚

挚地做一名基督徒，我们是得不到饶恕的。“耶稣是凡顺从他

的人得救的根源”（来 5：9）。保罗讲到“信服真道”。而悔改

和宽恕直接依赖于我们接受神国的福音（可 4：11，12），依

赖于我们顺服耶稣要我们相信神国福音的命令（可 1：14，15）。 
这种心思意念上必不可少的转变的基础，就是我们接受耶

稣的神国的福音。马可福音 4 章 11 节和 12 节给我们发出郑重

警告。耶稣在经文中声明，只有我们转变心思意念，即只有我

们悔改，我们才能得到宽恕。但是，耶稣如何定义悔改呢？耶

稣表明，懂得并接受神国的福音，是我们被神和耶稣接纳的条
件。这是耶稣最重要的一个教导。我们应该集中全部心思去阅

读它，因为它提供了一把钥匙，可以打开新约的救恩体系。耶

稣实质上是说：“如果他们懂得并接受了福音的道，他们就能

够改变他们的心思意念，就能被宽恕。”在此，这个选择讲得

很明白了。正如一位评注家所说的，耶稣把人们分成两个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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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阵营：“那些听了、懂了并接受了神国的福音的人，和那些

不听、不懂、不接受的人。”9 
难道这不是马可福音 4 章 11 节和 12 节明明白白的含义

吗？同样的真理，路加是这样记载的：“魔鬼来，从他们心里

把道夺去，免得他们信了得救”（路 8：12，汉语版新英语译

本）。不相信耶稣讲的福音，就不能得救。得救，要依赖于乐

意接受、明白耶稣那样传讲的神国的福音，这一点，耶稣不是

说得很清楚吗？那么路加福音 18 章 17 节呢？“凡不像小孩子

般接受神国的，断不能进去（汉语版新英语译本）。”这些都是

极其令人难忘的、重要的话语。进入神的国，就意味着得救。

“相信神国的福音”就是钥匙，是知识的钥匙（路 11：52）。 
难怪在整个传教生涯中，“耶稣欢迎他们，对他们讲论上

帝的国”（路 9：11，吕振中译本）。保罗的传教风格是一样的。

凡进来见他的人，他都欢迎接待，宣传上帝之国（徒 28：30，
31，吕振中译本）。保罗在遵从大使命。他在传讲福音。耶稣

所吩咐的是万民的得救信息：“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教导他们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太 28：19，20）。 
有人发表错误的言论，说保罗传讲的福音不一样。可是，

如果他真的传讲了不一样的福音，那么他就把他置于自己的咒

诅之下了！在加拉太书 1 章，保罗开始深切地关注那些扭曲福

音的人，这些人给福音增添内容，或者去掉福音某些信息。保

罗用咒诅警告扭曲福音的人。以任何方式篡改福音，都像是给

美好的食物里添加异物，而后毁掉了食物。福音绝对不能有任

何的变动或修改。否则，它就会失去救赎的功效。耶稣传讲神

的国，这是福音磐石般坚固的基础，如果把它从福音中舍去，

那就是在冒可怕的危险。所有使徒传讲的神国-不朽坏生命福音

都是相同的。他们是神国福音传道人耶稣的跟从者，可是，能

说现代的传道人也是这样吗？ 

9乔治·兰德（George Ladd），《新约神学》（Theology of the New 
Testament），第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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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讲述了耶稣和一位名叫尼哥底母的犹太圣经教师的

谈话，根据这段著名的记载，耶稣向这位领导人提出一个挑战：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看见，也不能进入神的国”（约 3：3，
5）。很明显，尼哥底母是一位杰出的宗教领导人，他在晚上去

拜见耶稣。耶稣直奔主题。没有重生，就得不到救恩，得不到

不朽坏的生命，也不能进入就要到来的神的国。耶稣想让尼哥

底母明白，我们必须经历重生，成为属灵的婴儿，之后长大以

至成熟。经过这一过程，我们才能进入耶稣再来时的国度。到

时候，神的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就会被邀请“进入那创世以

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太 25：34）。 
路加叙述了耶稣对公众说的话，这话和耶稣对尼哥底母说

的毫无二致：“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

（路 18：17）。 
有些人把耶稣与尼哥底母的这段对话变得令人费解。他们

教导，耶稣说，在未来复活之前，你不可能重生。耶稣没有这

样说。他只是指出，“肉体”，即自然的、不属灵状态下的人类，

不能生出属灵的生命。只有灵才能生出属灵的生命。神国的福

音携带属灵的不朽坏之生命的种子，当我们悔改归向神，接受

神国的福音时，我们现在就能够是属灵的。神的灵现在在我们

身上的作为，就像看不见的风的力量。要知道，“灵”一词的

希伯来文也有呼吸（breath）或风（wind）的意思。圣经中，

神的话是被灵充满的话（约 6：63）。这些话把圣灵传给我们。

它们把神的灵和意念传给我们。通过注入了神的灵的话语，我

们了解到神的意念——我们就是这样学习真理的。保罗说了一

句经典的话来证实这一点：“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

是因听信福音呢？”（加 3：2）。“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

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弗 1：
13）。怎样接受圣灵，这个很关键的问题，保罗给出了答案。

那就是，真福音的话语把圣灵传给他们，并赐圣灵在他们心里

（林后 1：21，22）。请别忘了，在新约，神国的福音其实就

叫做“话/道”（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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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来再看耶稣与尼哥底母的会面。有一点很有意思，

那就是，在约翰对耶稣的教导的记述中，要得救进入未来神的

国，重生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条件。而在马太、马可和路加的记

录中，我们却在哪儿都找不到“重生”一词。难道说，关于得

救，耶稣首要的、基本的教导，马太、马可和路加都没有意识

到吗？难道他们忘记要提及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教导了吗？

是他们没能记录下得救的关键吗？当然不是。事实是，马太、

马可和路加用了不同的画面来记录相同的教导，“重生”。他们

用的是“种子”的概念。这个画面是从耕作，从农业中提取的。

关于耶稣和学者尼哥底母的谈话，约翰的记录呈现的是，耶稣

把灵里的新生命比作重生，再生。在约翰的记录里，耶稣是用

人类的诞生来做类比。而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里，

对群众和门徒说话时，耶稣用的是农业的类比，就是说，他把

撒在我们心里的种子作为带有生命力的媒介，来展示新生。 
在展示永远活着的奥秘时，新约其余的作者是统一的。他

们在跟从耶稣，并且他们已经从他们的主人那里学到了不朽坏

之生命的“经营方式”。他们知道，不朽坏的生命是通过福音

信息的种子来的。他们在不同场合日复一日地听耶稣教导这个

内容。他们听到他抬高了声音，以此表达出他想拯救濒临死亡

的人类的切切真情（路 8：8；约 12：44）。 
雅各，耶稣的同母兄弟，提醒他的读者，神“按自己的旨

意，用真道生了我们”（雅 1：18）。（单单这一节，就会令不

怀偏见的人相信，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在胎儿阶段！）彼得已经

听耶稣讲论种子和重生很多次了。彼得记下了这很重要的中心

教导，因为他说，基督徒已经“蒙了重生［注意过去时态］，

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藉着神活泼

长存的道……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彼前 1：23-25）。 
我们仔细聆听彼得的话： 

你们既因顺从福音的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灵，以致能

真诚地爱弟兄姐妹，就应当从清洁的心里彼此切实相爱。

因为你们得了重生，并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却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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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坏的种子。这新的生命永存，是因为它来自神永活

长存的道。正如先知所说，“所有的人（‘人’原文作‘肉

体’），尽都如草，他们的荣美，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

干，花必凋谢。惟有主的道，永远长存。”所传给你们的

好消息［福音］就是这道（彼前 1：22-25）。 

“像初生婴孩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好叫你们靠它长大，进

入救恩”（彼前 2：2，新译本圣经）。基督徒被比作新生的婴

儿，而不是胎儿。 
你有没有看到，彼得把真理、重生、种子、道和福音的概

念结合得有多美？彼得的老师耶稣，曾经讲过重生、种子、道

和福音。保罗的理解也是一样的。他讲过，基督徒就是那些“按

着圣灵生的”（加 4：29）。他的意思就是“凭着应许生的”（加 
4：28）。他们是神国里不朽坏之生命这个大应许的产儿。这个

应许带给他们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保罗还注意到，那些“按着

圣灵生的”，很可能会被那些仍然在肉体里的逼迫，抵挡（加 4：
29）。所有这些，都让我们想到耶稣的话：从肉身生的，就是

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约 3：6）。 
旧约，以在西奈山颁布的十诫和整个律法体系为基础。但

是，就在加拉太书这第 4 章，保罗把旧约比作“捆绑”或“奴

役”，相比之下，他把新约下在基督里看作自由。这是一条重

要的真理，却被许多努力理解圣经的人忽略了。新约里有新律

法，或者叫“基督的托拉”（Torah of Christ）（林前 9：21；加 
6：2），这律法绝不仅仅是重复摩西的律法！基督的托拉，是

在灵里，不是在纸上。在旧约，凡是要进入神的圣约的人，都

必须接受身体的割礼（创 17），但是在新约，割礼只在心里。

身体的割礼被心里的割礼取代了。这为两约之间巨大的差异立

下了一个模型。 
使徒约翰对种子有着强烈的兴趣，而这种子，必须住留在

基督徒的心里。在约翰一书 3 章 9 节，他注意到，存在基督徒

里面的种子保护了他们，使他们不受习惯成自然的罪所侵害。

那是带来重生的种子。那种子完全就是神自己的性情与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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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福音和圣经的话传给了我们。耶稣已经说过，那种子“是

神的道”（路 8：11）。那种子，是永久的生命的种子，是即将

到来的国度里不朽坏之生命的种子。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个等式，“神国的福音/天国道理”=

“神的道”=“道”，也不要忘记耶稣展开的顺序，即想得救就

要做的事情的顺序：“看到（seeing）、听到（hearing）、懂得

（understanding）、悔改（repenting）、得宽恕（being forgiven）”
（我的一个学生把它按首字母概括起来，就是“SHURF”）。 

基督徒应该是神的灵和神的话的“管道”或媒介。接受种

子后，他们自己又变成种子，再去繁殖更多的种子。当大卫说

出撒母耳记下 23 章 2 节那些优美的、值得记忆的话语时，他

称他自己就是这样的。大卫描述了他自己与神的经历。“耶和

华的灵借着我说话，他的话在我的舌头上（新译本圣经）。”这

里，我们看到，大卫的意念和神的灵、神的意念是合拍的。神

能够把他的思想和灵放进大卫的意念中，而大卫则用话语表达

出这灵。 
我非常喜欢这段对灵的定义： 

圣灵，不只是神的呼吸，而是他的自我意识、他的意念、

他内在的本体（inner being）。这也许是神的生命力之源

或生命力之所在，但是，不仅仅于此。或许我们可以这

样说，它是他的自觉意识，是真正的他，是他本我的核

心。就像除去一个人所有非本质的东西后，他的灵就是

他最真的自己一样，神的灵就是他内在的自我。因而，

把圣灵和基督两相比较，可以说，前者是神内在的本体，

而后者是他的像（image）。10 

从短句“神的灵讲话”可以看出，圣灵用话语清楚地表达

自己。话语是用语言表达出来的灵。水在水箱里的时候，是看

不见的，但是，当水龙头打开后，水就看得见了。灵先是存在

10W. R. 鲍伊（W. R. Bow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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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意念中，当话语说出来后，话语就表现出了灵，并且使灵可

以被领悟。因此，灵的果效和话语的果效是相同的。灵和话语，

都是在我们里面做工的神的创造性活动。怪不得保罗说到福音

的道时，说它“运行”在我们心中（帖前 2：13）。神通过灵

交流沟通，所有真理的灵和话语都源自于神自己。耶稣说，他

自己的话是“灵和生命”（约 6：63），而彼得知道，耶稣拥有

“即将到来的那个时代的生命之话语”（the words of life of the 
age to come）（约 6：68），并且彼得把“一切有关这生命的话”

（all the words of this life）都讲出来（徒 5：20，新译本圣经）。

在这个主题上，新约领导人的观点完全和谐一致，他们四处传

讲，让群众懂得永生的话（the words of eternal life），也就是即

将到来的那个时代的生命的话（the words of the life of the age to 
come），或者称为神国的生命的话（the words of the life of the 
Kingdom）。 

难怪接下来新约发出最强烈的警告，不可忽略耶稣宣讲/
教导的内容。若是忽略了这些内容，那就会损害不朽坏之生命

的恩典；那也就相当于丢弃了极其昂贵的珍珠，白白浪费掉永

生的奥秘。耶稣不是说过吗：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

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也买到了这个

宝贝！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

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太 13：
44-46）。 

也难怪使徒们总是竭尽全力，防止会众抛弃耶稣的话语/
教导。保罗的话永远有益： 

如果有人传别的教义，不接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纯正的

话语，和那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反

而专好问难，争辩言词，由此产生嫉妒、纷争、毁谤、

恶意的猜疑（参看提前 6：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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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丢失耶稣所教导的宝贵的福音种子时，约翰这样说：

“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的，

就有父又有子”（约二 9）。 
总之，耶稣整个的目的就是要传授给我们正确的理解。约

翰写到：“我们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了，并且赐给我们悟性，

使我们能认识那位真神。我们也在那位真神里面，因为我们在

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约一 5：20）。 
有一段旧约经文，常常被忽略，它预言，一位受苦的仆人

（耶稣）将会“以其知识，俾（使）多人为义”（赛 53：11，
文理本圣经）。 

因此，要有正确的理解，关键就是留心听从神论到耶稣时

所说的话：“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太 17：5）。当

然，耶稣的死亡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神没有说：“这是我的

爱子；你们要看着他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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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公开承认耶稣为弥赛亚，承认以色列

的神——耶稣的天父 

耶稣对他所拣选的门徒讲话时，向教会发出了他的开拔令。

他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命令他们向万民传达他曾教给他们的一

切教导。他吩咐他们给归向神的人施洗礼。这是一个非常清楚

的命令。耶稣曾向犹太人传的福音，他们要把这相同的福音传

给万民（太 28：19，20）。 
有一个广为散布的理论，认为传给外邦人的福音是不同的

福音，但这是个巨大的错误。只有一个福音，一个基督教，而

且建基于耶稣那样传讲的福音。 
那个时候，耶稣已经是不朽坏的生命了。他已经从死亡中

复活。他的墓是空的，而且他向他亲近的门徒显现，并和他们

吃饭。“我们是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

（徒 10：41）。耶稣已清清楚楚表明，显现的就是他，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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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某种看不见的“灵体”，1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从死里

复活的人。他活生生地出现在完全可靠的见证人面前，因为他

们和他一起吃饭，同他谈话，他们知道，他已经从死里复活。

他从死里复活，是世界历史最伟大的事实，支持这件事的证据

无可辩驳。我们根本没有质疑的余地。 
不相信耶稣复活，那才需要多得多的“信心”呢。如果使

徒们见证的是一个谎言，且这个谎言会给他们带来这么多的苦

难，那么，使徒们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他们甚至宣称，是妇

女们首先看到耶稣活着。那个年代，妇女们（颇不公平地）被

认为是不可靠的消息来源！ 
耶稣的门徒们完全清楚，耶稣再也不会死亡。他是神伟大

的不朽坏生命计划的先行者。我们知道这个计划是真的，因为

耶稣在他死亡后又活着显现，他已经证明了这个计划。神把他

从死里复活。他现在永远活着。你也能。 
要成为神国里生命成功的候选人，我们必须乐意听从耶稣

所说的。“爱我的人，遵守我的命令。”耶稣说（约 14：15）。
如果我们一边到处声称自己在跟随耶稣，一边又拒绝他简单明

了的教导，那是毫无意义的。耶稣命令我们相信他神国的福音。

他也命令，男女都要接受洗礼。洗礼，是一个公开典礼，表示

一个人进入了耶稣应许要建立的教会。使徒行传这卷书里，从

头到尾，使徒们都服从耶稣的命令，教导归信的男女，并给他

们施洗。 
保罗说得很清楚，通奸或奸淫的、继续进行同性恋的、醉

酒的、偷窃的，都没有希望进入未来的神的国（林前 6：9，
10）。我们的生活必须彻底地改变。悔改和全新的生活方式，

是对基督徒的要求。不道德的、醉酒的，或者哥林多前书 6 章

9 节和 10 节所列的其他类型的人，神是不会让他们做他国度的

统治者的。 

1他当然不是一个很大的宗派所说的天使长米迦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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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一个非常简单清楚的教导是，当我们认识了神国的福

音，并且做好准备要决心相信它，然后跟从耶稣的时候，我们

就应该接受洗礼。与你信仰相同的已受洗的朋友可以施洗。如

果教会还有其他成员，他们就可以见证这一庄重时刻。一番简

短的祷告之后，受洗的人就浸入水中。这是受洗之人的公开声

明，表明自己要成为基督徒的志向。洗礼是使徒式的举动，因

为耶稣命令这样做。彼得顺从了这个命令，并且他也这样命令。

他只是在听从他的主人的命令。 
在大使命中，耶稣命令了洗礼。他吩咐使徒们以及他们的

继任者（虽然我们现今没有像原来十二使徒那样的使徒，但是

我们必须都成为使徒们的门徒），要联合父、子和圣灵的名为

信徒施洗。这与很晚才出现的称为三位一体的教义一点关系都

没有，三位一体教义认为神既是三位又是一位。在圣经中，神

只有一位，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的代理人，他完全显示出神

的旨意，并始终服从他的天父。圣灵就是神和耶稣运行的大能，

并表示他们与我们同在。使徒们遵从耶稣，为归信者“以耶稣

的名”施洗。“以耶稣的名”的意思是代表耶稣。他们作为他

的代理人，以他的身份施洗。以耶稣的名施洗，它的含义就是，

作为代表人，代表耶稣和神的国施洗。 
洗礼，象征着涤荡我们之前悖逆神的生活，涤荡我们对他

伟大的计划的无知。保罗也把洗礼与耶稣的死亡、埋葬以及他

的复活相比。当我们受洗，标示我们回应耶稣的命令，相信他

神国的福音并过上基督徒生活时，我们就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生

活。洗礼前我们不需要经过多年的训练。在新约，人们对福音，

对耶稣的目标，对耶稣的宣告只学习了一些基本教导之后，就

委身于耶稣。使徒行传第 8 章的太监，经过腓利给予的基本指

导后，他就请求腓利给他施洗，然后他们一同下到水里去（徒 
8：36-39）。 

在使徒行传 8 章 12 节，“当一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腓利所传

的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之后，腓利给他们施洗。连男

带女都受了洗，公开声明他们忠于耶稣。耶稣传讲神的国，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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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不朽坏之生命的种子，因此，正如耶稣所做的，腓利继续传

讲同一个神国的福音。他在归信的人心中，种下不朽坏之生命

的种子。在这件事里，那些撒玛利亚人是整个国家第一批基督

徒，他们需要耶路撒冷的使徒们专门前来，完善他们进入教会

的教导。彼得和约翰从耶路撒冷来到撒玛利亚，为这些独特的

信徒按手，神的圣灵给他们一个特别的记号，表示他们基督徒

的身份：他们用他们从未学过的外语讲话。这完全是神迹，是

个显而易见的神迹。这当然不是说，从那以后，每个信徒都必

须讲他们没有学过的外语！今天，有一些团契，费心费神要讲

别的语言，这与圣经里奇妙地讲起某语言这众所周知的神迹根

本不符。 
一旦我们对耶稣的委身被洗礼所印证，我们必须在余下的

生命里，继续紧紧抓住神国的福音，紧紧抓住耶稣，以他为弥

赛亚，为神的儿子。 
我们必须按着登山宝训的教导生活，它告诉我们神国的候

选人应该怎样生活。在写给教会和年轻的传道人提多和提摩太

的信中，保罗深化了这些教导。 
耶稣引入的新约不只是重复旧约。保罗讲到基督的律法

（the Law of Christ），视之与摩西的律法（the Law of Moses）
并不相同。一共有两个约（加 4：24）。颁布给以色列民的十

诫（the Ten Commandments），是他们必须遵守的整个律法体系

的总结。耶稣解释了摩西律法的属灵含义，直接切中其真义，

那就是，我们的心要随同神和耶稣的旨意。“律法本是藉着摩

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约 1：17）。这里，

二者有着鲜明的对比。我们必须避免将两约混在一起。 
举个例子，以色列每年要过一次逾越节（the Passover），

用一只羊羔作为祭物，为了纪念先祖从埃及出来，也作为所应

许要来的弥赛亚的“预兆”。到了新约，既然耶稣已经来了，

教会就停止每年的逾越节，开始定期举行圣餐（the Lord’s 
supper），以纪念耶稣牺牲自己，并表达一种期盼，期盼他将来

再来，他们与他在神的国里再次相聚（路 22：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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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耶稣所说，我们应该日日称颂，天父“是独一的真神”

（约 17：3）。在给提摩太写信时，保罗重复了同一个重要的

基本真理：“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

是基督耶稣，他自己也是人”（提前 2：5，汉语版新英语译本）。

保罗还鼓励提摩太，无论逢时与不逢时，都要宣扬神国的福音：

“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郑重

向你宣告，耶稣的显现和他的国度为福音。务要传道”（提后 4：
1，2）。2保罗警告，时候将到，听众将不会容纳真理，却堆起

许多教师，这些教师会“令他们的耳朵发痒”，说些他们喜欢

听的话（提后 4：3）。 
神的国与神的计划是铁一般的事实，它们仍然是基督教的

核心。神已经定下日子，他会通过一个他所拣选的人来审判世

界，管理世界。“神已经定了一日，要藉着他所设立的人，按

公义审判天下；他也曾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凭据”（徒 
17：31，汉语版新英语译本）。那一日，就是神的国的日子。

为了神的国，我们要尽心尽力做准备。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

有他相伴，相信他以及他的教导，我们就能保证，他回来的时

候，我们会复活。 
神已经表明，他要赋予人类不朽坏的生命。“他曾叫耶稣

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凭据”（徒 17：31）。这节经文精彩地

记下了正在进行的、正在展开的、神的不朽坏生命-神国计划，

让我们把它牢牢记在心里，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盼望而欢欣快

乐，并全力以赴进入神的国吧。 
当我们在信心的路途前进时，我们也要让耶稣警告的话语

伴我们同行： 

“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

进去，却是不能。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

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

2我认为，他的显现（the appearing）和神的国，是动词“郑重宣告为

福音”（diamarturomai）的直接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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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

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

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

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

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

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

有在前的，将要在后”（路 13：24-30）。 

神国的福音的应许，耶稣的教导，包括他为我们的罪牺牲

自己，是磐石做的地基，我们基督教必须建立在它们上面。 
正如神学家们所说，耶稣的死亡是代替性的。旧约下使用

动物的献祭制度，预示耶稣的牺牲。他作为祭物，来遮盖我们

的罪。因此，我们就被“遮庇”了，免受死亡的刑罚，因为耶

稣代替我们承担了。出于爱，一个生命被交出，从而另一个生

命可以被赦免。这也就是说，一个生命，即耶稣的生命，遮庇

了另一个生命。“你们要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

这是耶利米哀歌 1 章 12 节，讲的是神对耶路撒冷的惩罚。面

对宗教人士可怕的盲目和顽梗时，弥赛亚就是那个无罪的“多

受痛苦的人”（赛 53：3），他也“常经忧患”。神“使我们众

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赛 53：6）。 
认识到福音就是神国的福音，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我们

完全委身给那福音，没有比这更宝贵的了。委身给福音，按耶

稣的话说，就等于委身给他。因为耶稣讲到神国的福音时，会

简单地说成“福音”，或者甚至是他的“名”，即就是他所代表

的一切、他的计划安排。 
在马可福音 10 章 29 节和 30 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

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

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

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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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请注意马太如何记载这段话：“凡为我的名撇下房

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有古卷添‘妻子’）、儿女、

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太 19：29）。 
路加认为是委身给神的国，这只是相同的概念用不同的话

表达而已：“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

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

不得永生的’”（路 18：29，30）。 
只有一个国度会永存不朽。只有一个国度有永恒的价值。

它就是作为基督教的福音由耶稣宣告的国度——那个他命令

我们“先追求”的国度，命令我们切切祷告它来临的国度，因

为这样，世界才能最终安享和平。 
这才是我们生命最终的归处，是你的也是我的，才是生命

之意义的答案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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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成为基督徒——从哪里开始 

以下课程会讨论神的国，即基督教的福音，这些讨论所假

设的前提是，读者已经懂得耶稣的死亡具有献祭、赎罪的意义，

也知道耶稣已复活，并被提到天上去了。这些是基督教福音的

基本要素（林前 15：1-3），但是它们不是全部福音。 
之所以要深入研究基督教的福音，是因为神的国也是耶稣

和使徒们福音工作绝对不可缺少的成分。“神的国”这个概念，

绝不仅仅是耶稣死亡又复活的同义表达。除此之外，在对救赎

福音的新约描述中，神的国常常是信仰的第一条（太 4：17；
可 1：14，15；路 4：43；5：1；徒 8：12；19：8；20：25；
28：23，31；提后 4：1，2 等等），不管是在耶稣复活之前还

是复活之后。在大约 30 章圣经里（据马太、马可和路加记载），

耶稣都在宣扬神的国的福音，而且是在没有提到他死亡和复活

的情况下。他是到很晚的时候，在马太福音 16 章 21 节，才讲

到他死亡与复活的事情的。因而，对于态度开放的人来说，这

个必定能证明，福音不仅仅是“耶稣为我而死”。 



第一课 成为基督徒——从哪里开始 

掌握经文： 

“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好消息］，说：‘日期

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可 1：14，15）。 
“他们信了腓利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

女就受了洗”（徒 8：12）。 
“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引摩西

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他所说的话，有信

的，有不信的”（徒 28：23-24）。 
“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

［既有犹太人又有外邦人］，他全都欢迎接待，放胆传讲神国

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徒 28：30，
31）。 

 
在每个知识体系里，都有一个要抓住的基本思想，一个核

心概念，其他所有资料都围绕它来组织安排。这个中心性的、

起支配作用的思想，会从总体上来决定主题的特征，并使每一

部分都具有一定的意义。这个核心概念，即基本论题，成为所

有次要思想被评价的标准。那么，所有基督教信仰所围绕的中

轴是什么呢？ 
当圣经的基督教信仰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它是一个信息体

系，鞭策我们做出回应和行动。信息的终极源头是神自己，他

通过先知及教法师们传递他的讯息，到最后，他就通过他最重

要的代表，弥赛亚耶稣，他的儿子来传信。 
那么，耶稣的教导中处于中央位置的核心概念是什么？是

什么形成了他所传讯息的核心？是哪一个思想在支撑他所宣

讲的、教导的全部内容？如果想跟随耶稣，必须要抓住、必须

要相信的根本思想是什么？耶稣认为什么才是本质的福音/救
赎讯息？ 

任何人，只要具有普通的阅读能力，持有任何版本的圣经，

切切渴望找出耶稣教导什么，都能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新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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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们都深深认识到基督教的关键思想有多么重要，所以他们

一次次地强调它。 
在 21 世纪的福音传道中，耶稣最主要的思想，即便真的

被讲到，它也几乎没有被清楚地呈现给公众。这种情况证明，

基本概念可能都以不同寻常的方式被弄丢了。同样令人惊讶的

是，组织化基督教的领导们承认，他们没有宣扬耶稣宣为福音

的那个福音。当今，在呈现所谓的“福音”时，耶稣那样传讲

的福音并没有出现，正因为它没出现，所以它常常引起人们关

注。 

基督教的中心思想 

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说——不怕会被人反驳否认——耶

稣的教导所围绕的中轴就是神国的福音。基督教的特质就集中

在这个用词上。它是耶稣和使徒们的主宰思想，是他们对公众

所喊的口号的核心。它被一丝不苟地保存在圣经的书页上，尤

其是记载耶稣传道生涯的篇章中。它是来自“圣经的独一的神”

的福音——“神的福音”（可 1：14）。 
圣经中只有一个福音，即关于神的计划的好消息。在神的

计划里，他要赐予你不朽坏的生命（不可毁坏的生命，永久的

生命），他要预备你，让你在将要到来的国度里，在一个更新

了的地球上，和耶稣一起管理世界（太 5：5；启 5：10；提

后 2：12；启 2：26；3：21；5：10；20：1-6；22：5；赛 32：
1；林前 6：2；太 19：28；路 22：28-30）。它被称作神的福

音，或者神国的福音（参看可 1：14，15）。接下来请注意保

罗是如何讲“神的福音”的（罗 1：1；罗 15：16；林后 11：
7；帖前 2：2，8，9），他的讲法正如耶稣的讲法。所有使徒

传讲的都是同一个救赎的福音，和耶稣讲的是一样的（参看彼

前 4：17）。 
以上关于神的福音的 8 处参考经文，从耶稣到保罗，再到

彼得，都证明了新约的见证，见证唯一的一个救赎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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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把圣经打开，翻到马可福音 1 章 14 节和 15 节。在这里，

耶稣宣讲神国的福音，从此他的宣教生涯便开始了。他来到加

利利，呼唤他的同胞彻底改变心思意念和生活方式——悔改

——并相信好消息，或者说相信神的国的福音。真正的信心、

真正的悔改，就从这里开始。“悔改，信神国的福音”，这是耶

稣的第一个命令，也是他所讲的信仰的总括。我们以耶稣传道

生涯的开端为开端，教导他那样教导的信仰，这才是唯一合情

合理的。我们应该马上就能想起来，“信子的，有永生；不信

子的，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约 3：36）。如此，耶稣敦促我

们，相信他所教导的救赎的福音。我们对耶稣的福音的回应，

就是审判的标准。我们要被他的话所审判（约 5：24；12：44-50；
可 8：35-38）。我们被力劝遵行他向人类发出的开场命令：“信

神国的福音”（可 1：14，15）。神国的福音是神充满恩惠的讯

息，告诉我们他对我们有什么期望。我们应听从福音（帖后 1：
8；彼前 4：17）。弃绝神国的福音，就把我们置于与神、与耶

稣敌对的位置上。 
对于那些声称跟从耶稣但却不理会他的教导的人，耶稣尤

为恼怒。“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

呢？”（路 6：46）。 
所有福音作者都强调，神国的福音是重中之重。〔约翰用

不同的术语表达相同的内容。他把神的国称为“永生”

（everlasting life）或“即将到来的那个时代的生命”（the life of 
the age to come）。〕关于耶稣的第一条信息，是路加提供的，那

时是要宣告弥赛亚降生，这条信息便与神的国有关：“主神要

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路 1：
32，33）。经耶稣训练的门徒们，向他们的老师问的最后一个

问题是，“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徒 1：6）。 
任何虔诚的犹太人都深深知道，加百列关于耶稣在神的计

划里的角色的应许，是在宣告弥赛亚的王权，他是将要来临的

神的国的君王。神的国会建立在地球上，会建都耶路撒冷——

那是一个洁净了的、没有恶人的耶路撒冷，一个与神、与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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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赛亚耶稣和好的耶路撒冷（参看赛 1：26 及许多旧约先知书

经文，例如，赛 2：1-5）。 
耶稣亲自给我们一个清晰的概念，表明他的传道工作的根

本目标。他告知我们他整个生涯的基础是什么。他这样说：“我

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路 4：43）。
“这就是神委任我要做的事。”“这就是我向世界所要履行的基

督使命的驱动力。”这节经文为我们打开了耶稣的心思，并提

供了一把整个基督教信仰的钥匙，而整个基督教信仰都要以耶

稣的教导为基础。在这节经文里，耶稣把他传道工作的所有原

因都告诉了我们。你常常听到这节经文被引用吗？你知道路加

福音 4 章 43 节提供了基督教信仰最基本的一个事实吗？ 
紧接着，路加告诉我们，耶稣在传“讯息”（the Message）

或“道”（the word）（路 5：1；可 2：2；徒 8：4，5，12）。
这是圣经对基督的救赎讯息（ the Christian Message of 
salvation）的简略说法。在整个新约，它出现的形式有“天国

道理”〔或译“天国的信息”（现代中文译本），“天国的道”（新

译本圣经），“天国之道”（吕振中译本）〕（the Message about the 
Kingdom）（太 13：19），“神的道”（the Word of God）（路 8：
11），或者简单的“道”（the Word）（可 4：14），或者其他形

式，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它也会被称为“福音”（the Gospel），
或者“这天国的福音”（this Gospel about the Kingdom）（太 24：
14；太 4：23；9：35；可 13：10）。为了能开始成为基督的

信徒，我们必须理解并相信这个讯息，而不是其他的东西。理

解这个讯息，对我们的属灵健康至关重要，除此以外，再没有

比它更重要的了。要理解的就是这个讯息，而且只有这个讯息

——神国的好消息（福音）〔the Good News (Gospel) about the 
Kingdom of God〕。路加福音 4 章 43 节和 5 章 1 节把这个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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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国的讯息等同于“神的福音（道）”〔the Message (Word) of 
God〕。1 

传播这个福音讯息（the Gospel Message），是耶稣，以及

他所拣选的辅助他的门徒们最重要的大事。毫无疑问，他们到

处所宣讲的，正是这个关于神的国的好消息的讯息（ the 
Message of Good News about the Kingdom of God）：“他（耶稣）

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好消息［福音］”（太 
4：23；9：35）。经文概括说明耶稣所做的事情，马太把它重

复了一遍。之后，耶稣“差遣他们［十二使徒］去宣讲神的国”

（路 9：2，新译本圣经）。 
耶稣向他的跟从者们阐释了生命的终极目标。它就是，寻

求神的国。他教导他们：“先求神的国……”（太 6：33）。 
耶稣死亡又复活后，他和门徒之间的对话，都被这个主题

所支配。在长达大约 6 个星期的时间里，他与他们讲说神国的

事（徒 1：3）。耶稣那样教导的基督教，讲的是神的国，以及

未来那个国度的王耶稣。你艰巨的任务就是，做好准备，当将

来那国来临时，进入那国。怪不得耶稣极力要求信徒祷告，“愿

你的国降临”（太 6：10）。 

给可能成为信徒的人的重要信息 

路加的信息，告诉我们信徒在接受洗礼，进入基督教信仰

之前的要求。他的话读起来像是一条早期信条： 
“他们信了腓利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

女就受了洗”（徒 8：12）。 
耶稣向他的门徒们应许了一个极大的奖赏。在将要到来的

神国的新世界或新时代，他们要成为他统治的左右手：“我赐

给你们［直译：与你们立约］一个国度，正如我父赐给［与……

1关于新约中神国福音不同名称的进一步详情，请参阅附录一。若想

获得我的书《即将到来的弥赛亚国度：解开新约之谜》，请拨打

800-347-4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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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约］我一个国度一样，你们将要坐在宝座上，治理 2以色列

十二个支派”（参看太 19：28；路 22：28-30）。 
因此，忠实跟随耶稣的保罗能把他整个传教职事概括为宣

扬神国的福音（徒 20：25），这一点也不奇怪；在上一节经文

里，他称其为“神恩惠的福音”。路加希望我们永远不要忘记，

使徒们向来是把什么作为福音来传讲的。他让我们明白，保罗

在哥林多传了 3 个月的是神的国（徒 19：8）。为了避免不明

之处或误解，路加在他第二部专著，即使徒行传的结尾处，这

样描述保罗在罗马的活动：有两年的时间，保罗传讲关于神的

国的好消息和耶稣的事情（徒 28：23，31）。他讲给犹太人的

和讲给外邦人的都一样，是救赎的福音讯息（徒 28：23，31）。
耶稣曾命令，将同一个福音传给万民，直到他回来（太 28：
19，20）。 

必须一直在全世界传扬、一直到末时耶稣再来的，正是这

神国的福音：“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

（太 24：14）。 
这样的证据放在我们面前——其实还有更多——可以说，

凡是真心实意寻求圣经真理的人，没有人会看不出基督教救赎

讯息背后所蕴含的基本思想。毋庸置疑，神的国是耶稣和使徒

们救恩传扬工作的核心，是真正的基督教所围绕的基本思想。 

与传统传道工作的对比 

2很多版本中的“审判”（judge）一词，都被正确地翻译成“统治/治
理/管理”（govern），“治理/管理”（administer）或“统治/治理”（rule）。
请比较旧约士师记中“审判”（judge）这个词。士师们（judges）是统

治者（rulers）。再请注意君王“审判”（judge）这一事实（诗 2：10，
马加比一书 9：73 等等）。（译者注：马加比一书为旧约次经，和合本

等新教汉语译本都不将本卷书收为正典，但是天主教思高本将其收录，

译为玛加伯上。）很多现代评注都认识到，马太福音 19 章 28 节、路加

福音 22 章 30 节中“审判”（judge）一词的意思是治理/管理（admin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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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已经看过的，圣经的基督教的基础，是关于神的

国的讯息，以及关于弥赛亚耶稣，即那个国度的王的讯息。然

而，如果我们询问当下各种教会派别，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神

的国是他们传道工作中最鲜为人知的主题。现今，在介绍福音

时，“神的国”这个表达几乎已经完全不存在了。 
取而代之的是，你们听到很多谈论，讲的都是一个含糊不

清的“我们死时要去的天堂”。一位知名传道人说，基督徒将

要“在天堂擦亮彩虹”，“预备天上的餐具”或者“打理天上的

花园”。但是这种语言根本没有圣经基础。耶稣从来不曾把“天

堂”作为忠信之人将来的奖赏。他始终如一地邀请他的门徒做

好准备，以便“进入或承受神的国”。他想让跟从他的人承受

地土（太 5：5），并在他回来时和他一起在地上统管世界（启 
5：10）。 

以下的话出自英国国教一位前领导人，这段话指出，耶稣

的核心信息已经很长时间不可思议地不见了！显而易见，教会

一直都没有像耶稣和使徒们那样宣讲相同的讯息。请考虑一下

这位杰出的教会领导的话： 

每一代人都会在福音中发现某些东西，这些东西对福音

本身有着特别的重要意义，而且似乎是之前时代的教会，

或者有时是之前所有时代的教会所忽略的东西。我们所

生活的这个时代的重大发现就是，我们把神的国的福音

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可是，对我们来说，很不寻常的

是，纵观几乎整个基督教历史，在其神学理论以及宗教

著作中，它出现的频率却如此之少。然而，毫无疑问，

在对观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当中，

它处于非常突出的位置，且突出到几乎不能再突出的地

步。3 

3威廉·坦普尔，坎特伯雷前大主教，自《个人宗教与团契生活》，1926，
第 69 页，强调部分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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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英国国教著名的教会领导人与我们观点相同，神国的

福音在新约讲述耶稣传教工作的记载里，有着“突出得几乎不

能再突出的地位”。同时，他也认识到，“纵观几乎整个基督教

历史，在其神学理论以及宗教著作中”，几乎看不到神国的福

音。他发现这“很不寻常”，正如我们所想。这应该引起信徒

的迫切关注。 
我们相信，这些惊人事实的影响力是不会被忽略的。自耶

稣以来，在过去近 2000 年的时间里，教会一直在运转，然而，

他们一直所教导的和耶稣所教导的迥然不同。这说的可不是什

么次要问题。传道与教导中缺失的成分，恰恰是耶稣所有教导

的核心——神的国的福音讯息。 

当代学者的证言 

神的国是耶稣整个信息和使命的主题，这一点，没有任何

异议的余地。“大家就一个中心点已形成强烈共识……此共识

可以这样概括：耶稣的传道与生命的中心主题，是神的国。”4然

而，这位作者指出，使徒时代以后，教会宣扬的信息里，“神

的国没有占据中心位置”。5 
另外一些著名人士将会证实，在耶稣的教导中，关于神的

国的讯息绝对居于中心地位：“这个用语［神的国］是他宣教

的中心。”6 

关于耶稣的生命，最确定的历史资料就是，支配耶稣传

教工作的概念、让他所有活动富有意义的真正的东西，

是“神的国”。这一事实和它蕴含的意义重要至极。它为

4托马斯·H.格鲁姆（Thomas H. Groome），《基督教的宗教教育》

（Christian Religious Education），1980，第 39 页。 
5同上，第 42 页。 
6汉斯·昆（Hans Küng），《论基督徒》（On Being a Christian），第 2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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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理解耶稣提供了两把关键的钥匙。首先，耶稣不是

他自己的教导的焦点；这一事实已得到普遍认可。正如

卡尔·拉内（Karl Rahner）所说，“耶稣宣扬的是神的国，

不是他自己。”7［不过，耶稣也专门讲论过他自己。］ 

其他重要人士也支持我们的论题：“耶稣的整个信息都聚

焦神的国。”8“耶稣的信息的焦点是，神的国将要侵入，这一

点已经得到广泛承认。”9 
在上世纪之交，神学博士 A. 罗伯逊（A. Robertson）在班

普顿讲座（Bampton Lectures）上，讲了神的国。他坚定地说：

“毫无疑问，在我们主的教导中，神的国代表性地、无所不包

地概括了他特别的使命……自始至终，他的信息就是神的国的

好消息。”10 

耶稣的福音讯息怎么了？ 

有件事很是发人深思，即当代一位著名福音布道作家坦

承，现代传教工作中，神的国很明显已经不存在了：“在这里，

关于神的国，你听到过多少？没多少。我们的语言里没有神的

国，但它是耶稣最关心的事。”11这句话出自一位卓越的福音布

道家之口，这是他在参加了 1974 年洛桑世界福音会议后说的。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一位著名的教会成长运动发言人也这

样承认： 

7乔恩·索布利诺（Jon Sobrino），耶稣会（S. J.），《十字路口的基督

论》（Christology at the Crossroads），1976，第 41 页。 
8诺曼·佩林（Norman Perrin），《神的国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the 

Kingdom），第 1 页。 
9雷金纳德·富勒（Reginald Fuller），《论爱的诫命》（Essays on the Love 

Commandment），第 51 页。 
10《神的国》（Regnum Dei），1901，第 8 页，第 9 页。 
11汤姆·塞恩（Tom Sine）引述，《芥菜种之密约》（The Mustard Seed 

Conspiracy），第 102 页，第 103 页。 

134 
 

                                                 



第一课 成为基督徒——从哪里开始 

现代学术非常一致地认为，神的国是耶稣的中心信息。

如果这是真的，我不知道有什么理由可以来辩驳它，我

禁不住大声说出我的疑惑，为什么在我 30 年的基督徒生

活里，我却从来没有听过更多内容是在讲它？关于它，

我当然已经在圣经里读得够多的了。马太福音 52 次提到

神的国，马可福音 19 次，路加福音 44 次，约翰福音 4
次。但是，坦白说，我不记得哪位带领过我的牧师在讲

道时专门讲神的国。当我翻找我自己的讲道记录时，我

这才意识到，我自己从来没有一篇讲道是关于它的。神

的国哪里去了？12 

再一次，我们希望这些讲话振聋发聩的蕴义不会被忽略。

迈克尔·格林注意到，在知名福音布道家当中，见不到神的国

的用语。彼得·瓦格纳没有宣讲神的国。可是耶稣一直都宣讲

神的国（太 4：17；4：23；9：35；24：14；路 4：43；路 16：
16）。耶稣复活以后，他的传道工作通过使徒们仍在继续，使

徒们一直宣讲的同是神的国的福音（徒 8：12；14：22；19：
8；20：25；28：23，31；提后 4：1，2）。 

另一位知名神学家这样说： 

在过去 16 年里，我只记得有两次，我听到专门以神的国

为主题的讲道……我发现这种沉默相当令人惊讶，因为

新约学者普遍同意，福音书的中心主题，耶稣之教导的

中心主题，是神的国……耶稣使用这个词比使用其他任

何词都多……人们可以想得到，如果哪个现代传道人想

要向他的会众带来耶稣的信息，那他在这个主题上肯定

有许多话要说。而事实上，我所经历的恰恰相反，我几

12彼得·瓦格纳，《教会成长与整个福音》，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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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没有听到关于它的内容。13 

但是，如果基督自己的福音没有传达给有意向的人，基督

又如何能够完全传开？不是说“信是从听而来的，而听是从基

督的话语来的”（罗 10：17，现代中文译本）吗？各方面人士

都同意，耶稣的最高目标与神的国有关。但同时，那些自称是

按照耶稣所传讲的那样宣传福音的人，对神的国却几乎缄口不

言！ 
伊丽莎白·阿赫特迈耶（Elizabeth Achtemeier）写到： 

新约中有一个中心信息，就是宣告神的国就要到来了，

这乃是耶稣本人宣告的，如今普通信徒却很少听到。在

旧约中，每一处重大的神学综合材料都有此应许……流

放审判的另一端是神的国的新时代，先知书应许了这个

新时代，伴随着它的，是再次离开为奴之地（赛 52：
11-12），旷野漂流（赛 48：20-21），去到更新后的应许

之地（结 34：25-31），在那里，以色列将忠实地、安然

地居住，与她的神建立新约（耶 31：31-34），并以她的

光吸引万国同为神的子民（赛 60：1-3；56：6-8）。以色

列期望那个将要到来的国度，在敬拜时，她就知道这个

预兆（诗 47，96-99）。在大部分旧约篇章中，她都竭力

迎向神的国的到来。14 

我们认为，对于耶稣来说，神国的福音具有广泛的意义，

但是对于现代传道人来说，并非如此。我们最后再看一例，它

更能支持我们的主张。在期刊《宣教学》一篇社论中，亚瑟·F.
格雷瑟（Arthur F. Glasser）说： 

13I. 霍华德·马维尔（I. Howard Marwill）博士，“传讲神的国”

（Preaching the Kingdom of God），《解经时代》（Expository Times），1977
年 10 月刊，第 13 页。 

14《传教，是神学也是艺术》（Preaching as Theology and Art），第 41
页，第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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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问一问：你最后一次听关于神的国的讲道是什么时

候？坦白说，我很难记起，曾听人扎扎实实地讲解神的

国。神的国在我们主的思想和传道工作中占主导地位，

这是已被广泛承认的事实。可是我们对此却闭口不言，

我们的沉默怎么与这一事实相配？我的经历不是特例。

我已经问过我的同事们。当然，他们毫不迟疑地表示同

意，他们常常听到这样那样关于耶稣的比喻的讲道，但

是，说到他那样教导的神的国，关于它的本质的、扎扎

实实的讲道——思量之后——他们也开始感到惊讶，几

乎没有牧师着手这个主题。15 

耶稣那样传讲的福音已丢失 

从以上的事实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耶稣和使徒们视

神的国为他们所有教导最重要的主题。无论到哪里，他们都宣

讲神国的福音。救恩的好消息包含神的国的信息。一般来说，

那些自称是基督教的教会都承认，关于神的国，他们从未讲过

太多。现代传道人不传它。当代布道人也承认，神的国不在他

们的布道计划里。这一点也很容易证实，因为在宣传所谓的福

音的册子里，“神的国”一词不见踪迹。因而，把耶稣和使徒

们的基督教与持续了大约 1900 年的所谓的基督教对比一下，

我们就能看出，福音的内容中明显地有一块儿不见了。 
纵览圣经关于耶稣和使徒们传教工作的记载，我们发现一

个清楚的记录，那就是，神的国是基督教的首要概念，而耶稣

将开创这个国度，并作它的王。然而，神的国不是传统基督教

的首要概念，且从来不曾是。 
我们认为，可以断定，在界定福音的内容这个重要问题上，

耶稣和使徒们的基督教与传统基督教有着本质的区别。 

15《宣教学》，1980 年 4 月刊，第 1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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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圣经的事实 

在很多圣经经文中，耶稣都讲到神的国。下文引用了其中

一些，我们可以从中感知到，神的国在圣经的基督教中有多么

重要。〔“天国”（Kingdom of Heaven）这一术语只有马太福音

使用，它与“神的国”意义完全相等。二者可以互换。〕： 
太 4：23：“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

国的福音。” 
太 8：11，12：“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

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惟有本国的

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太 9：35：“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

天国的福音。” 
太 13：11：“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门徒］知道，不叫

他们知道。” 
太 13：19：“凡听见天国道理……” 
太 6：33：“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太 13：41：“人子要差派他的使者，把一切使人犯罪的事

和不法之徒，从他的国中拔掉，丢进火炉（新译本圣经）。” 
太 13：43：“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

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太 6：9，10：“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愿你的国降

临。’” 
太 19：24：“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太 20：21：“她说：‘求你下令，使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

国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新译本圣经）。’” 
太 26：29：“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

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 
太 24：14：“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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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4：43：“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

是为此。” 
路 8：1：“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

国的福音。” 
路 9：2：“差遣他们去宣讲神的国和医治病人（新译本圣

经）。” 
路 9：11：“耶稣欢迎他们，对他们讲论上帝的国（吕振

中译本）。” 
路 9：60：“耶稣说：‘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应该

去传扬神的国（新译本圣经）。’” 
路 12：32：“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

把国赐给你们。” 
路 21：31：“同样，你们什么时候看见这些事［临近耶稣

回到地球时要发生的事情］发生，也应该知道神的国近了（新

译本圣经）。” 
路 22：28-30：“我在磨炼之中，常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

我与你们立约，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与我立约赐给我一样，

叫你们在我的国里，坐在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治理以

色列十二支派。” 
引用的这些经文足以突出表明，神的国的确是耶稣传教工

作和使命的主要焦点。神的国的重要性无可比拟。它决定着基

督教的意义，是打开新约教导的钥匙。 
在加利利，耶稣向人们发出呼召，“你们当悔改，信神国

的福音”（可 1：14，15），以此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涯。复活后，

带着这铿锵有力的命令，耶稣继续在所到之处与人讲论，听的

人有男有女。那时耶稣发出要求：改变你的心思意念，改变你

的生活，相信救赎的好消息，也就是相信耶稣和使徒们一直宣

讲的神国的福音。时至今日，这个要求仍然紧迫如初。 
下一课，我们将仔细研习“神的国”这个关键词组的含义。

这项学习将明确我们对神、对耶稣的信心的基础。眼下，我们

诚请读者下定决心，把自己交给耶稣传讲的福音，并悉力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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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成为基督徒——从哪里开始 

理解耶稣的关键概念。无论去到哪里，耶稣都会邀请人人相信

并听从神国的福音，通过这种方式，他向人们宣告神的不朽坏

生命计划。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真正的福音）（提前 2：
4）。 

 
“人，身为人，他的目标是什么，这是人类必须解答的最

为重要的问题，而神的国，正是基督给出的答案。”16 
 

16A. 罗伯逊，《神的国》，班普顿讲座，1901，第 vii.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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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相信神国的福音 

掌握经文： 

“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这国必打碎灭绝那

［之前的］一切国，但它必存到永远”（但 2：44）。 
“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他［弥赛亚］坐在其上，在大卫

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赛 16：5）。 
“那时，人必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万国要聚集到

她那里，因耶和华名的缘故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必不再随从自

己顽梗的恶心行事”（耶 3：17，新译本圣经）。 
“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

他们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们，顺从他们”（但 
7：27）。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

裔［弥赛亚］；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

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

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耶 23：5，6）。 
 



第二课 相信神国的福音 

约公元 27 年，当耶稣开始在加利利投入他紧张密集的福

音传道战役时，他向他的听众提出一个要求：“悔改，信神国

的福音”（参看可 1：14，15）。他呼唤人们彻底改变心意的根

据是，神通过但以理和所有先知给出应许，有一天，他将会在

全世界创立一个国度——一个应许给大卫后裔的国度（撒下 
7）。懂得并相信神的国的应许，是成为门徒的第一步。我们要

为这个国度做准备，以便当它到来时能有资格进入。 
耶稣的行为的性质，并不像我们今天所说的“讲道”而已。

他所做的是个传令官的工作，代表以色列独一的神向公众发出

宣告。他所传信息的要旨是，神的国必然要来，而面对这种形

势，每个人都应该彻底改变生命的方向。这曾是基督教福音的

本质，现在依然是。既然这福音是基督亲自从口里说出来的，

那它怎么能是别的意思呢？基督教的基础就是基督的教导。它

是建立在马太福音 28 章 19 节和 20 节的大使命之上的，在那

里，耶稣指示他的门徒，把他的福音带给万民，并给归信的人

施以洗礼。耶稣要求的是，我们相信神的国这个伟大的计划，

并成为宣扬它的“团队”的一员，只要是我们能宣扬的地方，

就宣扬。 
成为神的国之计划的成员，并在它到来时完全进入其中，

意味着我们要满怀信心地相信，神会在耶稣回来的时候带来他

的国。 
懂一些常识的话，就会认识到，耶稣在使用“神的国”这

一词时，应该会令他的听众想到一个在地上的、属于神的世界

性政权，其首都是耶路撒冷。这肯定就是神的国对于他的同时

代人的含义。作为犹太人，耶稣视先知们的著作为神授的神圣

的话语，这些著作一致性地应许，一个新的世界和平与繁荣的

时代会到来。但以理书就是典型的一卷。它已讲到，一个时刻

即将到来，那时“普天之下各国的统治权、王权、尊荣都必赐

给至高者的圣民”〔但 7：27，耶路撒冷圣经（Jerusalem Bible）〕。
这个理想的政权，或国度，或帝国将在地上施行统治，直到永

远。神的子民将在焕然一新的地球上得胜。和平将遍及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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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相信神国的福音 

事实是，“神的国”这一用词，毫不含糊地，首先是指在

地上的属于神的世界性政权；如先知们所预言，这个政权将会

在超自然的剧变中来临。在耶稣开始传道时，建立在地上的新

秩序是以色列民族的盼望。研读一下先知们的作品，以及旧约

正典结束后的文学作品，就能够证明当时这种历史形势。因此，

宣告神的国到来，既包含一个警告，也包含一个应许。有些人

对福音的回应是，相信福音并对他们的生命做出相应调整；对

这些人来说，等待他们的是应许，他们会在未来属神统治

（Divine Rule）的荣耀中，获得一席之地。对于其余的人来说，

神的国预示的是毁灭，那时，神的国到来，神会对那些不配进

入神国的人施行审判。这个主题支配着整个新约。耶稣应许了

两种命运：对于听从他的人，是进入神的国；对于拒绝他神国

福音的人，是毁灭。自马太福音到启示录，这个主题贯穿整个

新约。 
耶稣的基督教，并不是在他离开地球后就要废弃不用！甚

至到了第一世纪末，耶稣的同母弟兄犹大，仍然力劝人们，应

该迫切地“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地争辩”（犹 3）。 

信福音的障碍 

与神的国连在一起的情况是，神要壮观地介入，然后建立

世界新秩序（New World Order）。这一点，让过去 1600 年的

大量神学陷入困境。神的国是建立在我们的世界之上的一个真

实的政权，这是耶稣之教导的中心观念，但各种各样的技术手

段已经被采用，把这个中心观念从耶稣的教导中消除。然而，

耶稣前来证实的先知们的异象（罗 15：8），是清清楚楚的，

不会有错。此外，新约中有大量证据，证明耶稣和他同时代的

人一同盼望，一个真真实实的、“外在的”、“具体有形的”国

度建立，在这国度里，他和跟从他的人会得享统治的权位。用

实例来说，有什么能比救赎主对忠信基督徒的应许更加清楚明

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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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相信神国的福音 

至于那得胜的、持续遵行我命令到最后的人，我要将我

从我父领受的统治列国的权柄赐给他们，他们要用铁杖

治理列国，像击碎陶器一样粉碎他们……得胜的，我要

赐他们在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

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启 2：26；3：21，耶路撒冷圣经）。 

这些保证是作为“神的儿子的信息、忠信真实的见证人的

信息”给教会的（启 2：18；3：14，新译本圣经）。（真实的

见证人，意思是真正的福音传道人。）它们是耶稣直接给教会

的。众所周知，它们准确地反应了犹太人（及新约基督徒）的

盼望，盼望所应许的弥赛亚和他忠实的仆人建立世界性统治，

正如但以理所预言的那样。同样是在启示录中，我们发现天使

齐声歌唱，歌唱神的计划的奇妙之处。他们的圣歌是在赞美弥

赛亚，神神圣计划的执行人： 

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

从各族、各语言、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

神，又叫他们成为众王，作祭司，服侍神，统管世界（启 
5：9，10，耶路撒冷圣经）。 

现在普遍存在一种倾向，就是想崩溃这些直截了当的表

述，使它们变得没有那么“让人不舒服”，但是，我们必须有

意识地克服这种倾向。为了使耶稣多一些“宗教”的意味，而

少一些“政治”的感觉，很多人费尽心思，想到的便是将其理

解为现在教会在“统治”，或者是基督“在我们心里”“统治”，

但是，这显然不是这些关于神的国的经文所表达的。应许给信

徒的王权，只有在他胜过现在这一生中的试炼之后，才会赐给

他。他将在他（未来）复活后，与耶稣同享神的国，正如耶稣

是在他复活后，才坐在父所赐的宝座上得到王权一样。在神准

许耶稣成为未来世界的统管者之前，耶稣也必须经历试炼与磨

难。 
评注这些经文的评注家们，总是试图把这样的应许拉到触

手可及的地方来。他们似乎想把自己和任何如此“犹太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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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相信神国的福音 

西撇清关系，有时候甚至不惜给这些圣经经文贴上“非基督”

或“粗糙拙劣”的标签。这样的话，就是说耶稣是非基督的，

他是非弥赛亚的弥赛亚！ 
另外一种躲避这令人不舒服的内容的办法就是，把它归类

为“末世”1文学，好像给它分个类别它就没那么令人不快了！

它的确是基督的末世启示，以启示录（Revelation）〔又称

Apocalypse（默示录）〕的形式放到我们面前，是神赐给基督的

（启 1：1）。然而，这并不是说，它反映出来的耶稣的思想，

比新约记载的、他所说的其他任何内容反映出来的要少。如果

对于某些人来说，“掌管万国的权力”显得政治味儿太浓，那

可能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抓住神的国的本质。政治性的东西，不

一定就得出结论说，它是不属灵的。有耶稣来当神的国的王，

在耶路撒冷执掌王权并管理这个世界，没有比这更大的属灵祝

福了。 
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思考习惯使我们认为，“属灵的”

东西和在地上运行的真实的政治结构是两相分离的。这种思想

是多个世纪的希腊、柏拉图思想的产物。耶稣不是柏拉图主义

者，并且保罗也警告我们提防哲学的巨大危害（西 2：8）。耶

稣所持的是希伯来观念，无论如何，希伯来观念都不会根据那

些二元论的（dualistic）思想来运作。因此，如果我们希望和

历史上的、复活的耶稣保持一致，那我们也不应该用二元论思

想。倘若我们试图把圣经关于未来的浅显易懂的表述“属灵化”

或者寓言化，那我们不过是把简单的信息溶解，然后把它的含

义变成取悦我们的东西。这与顺从神和耶稣的意念与旨意是背

道而驰的。不能说，在我们看来，有些东西从属灵角度或政治

角度来讲，似乎是“正确的”，我们就根据它来制造我们的基

督教。我们不能冒这个险。 
早在最后的晚餐（the Last Supper）时，耶稣就已经讲过，

他会在神的国度里与他的门徒分享王权。他向他们保证，他们

1描述一个灾难性的、神的介入，在地上开辟一个新时代及一个新政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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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相信神国的福音 

会得到荣耀的职位，成为新政权下的国务大臣。事实上，这就

是新约的要旨：“我在磨炼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

与你们立约，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与我立约赐给我一样，

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治理 2

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路 22：28-30）。 
准确地说，这个政治奖赏已经在更早的时候应许给使徒们

了，当时还特别指明了弥赛亚政权开始掌权的时间：“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在新世界里，人子坐

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治理以色列

十二个支派’”（太 19：28）。 
在耶稣的“神国的好消息（福音）”里，耶稣给我们呈现

了基本概念，但重重障碍已被建起长达十几个世纪，它们让我

们无法理解这个概念。当神的国脱离它的圣经背景后，“重新

解释”它（这真是一个精巧地抛弃它本义的办法！），然后用我

们自己更能接受的“在人们心中的国度”来代替它，这种情况

就找机会出现了。因此，一个新版本的福音就取代了耶稣原本

的福音信息。我们“美好的事业”上加了耶稣的名字，而耶稣

所指的关于弥赛亚国度的好消息，却常常被信徒和传道人所丢

弃。 
令人心痛的是，这正是基督教核心思想——“神国的福音

和耶稣的事”（徒 8：12；28：23，31）——的发展历史。出

于对神的弥赛亚耶稣的敬重，为了遵从他要我们相信神国的福

音这个最初的要求（可 1：14，15），我们必须坚决根据神的

国的圣经背景来定义它。难道这不是懂得并回应福音的最低含

义吗？ 
 

神的国的背景 

2在此处的上下文中，“审判”（judge）一词意思是“管理”（administer）
或者“治理”（govern）。请注意，在希伯来思想中，王是“审判者”（judges），
即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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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相信神国的福音 

耶稣宣告，神的国“近了”（可 1：14），人应该悔改，信

神国的福音（可 1：15）。这个宣告会鞭策他的听众，令他们

懂得，他们民族的盼望就要实现了。耶稣没说神的国什么时候
会到。很久以前，在讲到耶和华的日子时，先知们就用了同一

个词，“近了”，它和耶稣的“近了”意思相同。宣告神的国“近

了”，意思就是说，人们应该带着最大的紧迫感为它的到来做

准备。不管怎么说，我们当中任何人都可能在神的国到来前死

去。（对我们来说）我们在死亡中睡去后的下一秒，我们就会

面对未来神的国。我们死后，我们一无所知（传 9：5，10），
包括时间的流逝。到了将来末日复活的时候，我们就会从死亡

的沉睡中醒来（但 12：2；林前 15：23）。 
神的国的概念，在所记载的以色列先知们的信息中，有着

丰富的历史。耶稣说得很清楚，他来不是要废掉先知们的信息

（太 5：17）。耶稣宣告神的国，会引起人们注意，那些预言

确定要实现了：一个属神的政权要在地上建立，由以色列理想

的王，也就是弥赛亚来掌管。 
那时，以色列在盼望弥赛亚政权下世界和平的时代，这一

点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不去怀疑。这一事实被记录在关于圣经的

数百个权威作品中，也被记载在犹太教的历史里。一位研究先

知著作的专家，说出了任何读过先知作品的人都清楚的事实： 

多个世纪以来，犹太人相信，在不久的未来，他们的神，

宇宙的创造主，会在全人类眼前彰显他自己，荣耀他的

名，荣耀他的子民以色列。这是弥赛亚盼望（the Messianic 
Hope）的基本主旨。 

考虑到这个盼望，早期基督徒的态度可以表述如下： 

他们的心中一直充满着期待，充满着一种波澜壮阔的巨

变将要临到的感觉，在这巨变中，耶稣会以弥赛亚的身

份居于中心的、显要的位置，而他们，作为耶稣所拣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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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门徒，将会分享耶稣的荣耀。3 

不用说，基督徒的盼望指向的就是耶稣带着权能与荣耀归

来，开创他的国度的伟大时代。 
另一位旧约学者指出，先知但以理“把神的国的到来看作

是一个黄金时代，并且把它形成一幅图画：神的国要建在这里，

在地上，且它的建立就是历史的最后阶段。”4神的国的意思就

是，属神的政权运行在更新了的地球上，在这个政权下，重建

人类社会。 
我们只要看一下耶路撒冷圣经的翻译们给出的主题标题，

就能体味到耶稣宣告神的国的旧约背景。在伟大的先知以赛亚

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时代：“永恒的和平”（赛 2：
1-4）；“未来的恢复”（赛 4：4-6）；“美善的王到来”（赛 33：
17-24）；“以色列得解脱”（赛 43：1-7）；“耶路撒冷荣耀的复

兴”（赛 60）。 
在耶利米书，我们读到：“弥赛亚时代的锡安”（耶 3：

14-18）；“列国归信”（耶 16：19-21）；“未来的王”（耶 23：
1-8）；“恢复以色列北国的应许”（耶 30）；“恢复犹大的应许”

（耶 31：23-26）；“耶路撒冷宏伟的重建”（耶 31：38-40）；
“未来的任命”（耶 33：14-26）。 

以西结为我们描述了“犹大和以色列合为一国”（结 37：
15-28）；何西阿讲到“以色列悔改并与神和好：未来幸福生活

的应许”（何 14：2-9）；约珥预言了“以色列荣耀的未来”（珥 
4：18-215）；阿摩司温馨地写出“复兴的景象和田园般的繁荣”

3H. D. 汉米尔顿（H. D. Hamilton），神学博士（D. D.），《神的子民》

（The People of God），第二卷，第 19 页，第 20 页。 
4D. S. 罗素（D. S. Russell），《末世，古代与现代》（Apocalyptic, Ancient 

and Modern），第 26 页。 
5译者注：希伯来马索拉文本中，约珥书一共是 4 章，一些英语圣经

也是 4 章，但是大部分汉语圣经都是 3 章。希伯来圣经和这些英语圣经

的约珥书 3：1-5 节=这些汉语圣经的约珥书 2：28-32 节。因此，希伯

来圣经和这些英语圣经的第 4 章=这些汉语圣经的第 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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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 9：11-15）；俄巴底亚描绘了神的国国势上的得胜（俄 21；
比较弥 4：1-5）；最后，撒迦利亚给出了一幅生动的图画，描

绘了“弥赛亚的救赎”（亚 8：1-17）、“弥赛亚”（亚 9：9-10）、
“以色列的复兴”（亚 9：11-17）。在结束时，他描写了“耶路

撒冷的荣光”（亚 14：1-21）。 
但凡曾仔细考虑过这激动人心的关乎未来的异象的人，都

不可能抓不住它的要点。以色列先知们异口同声地宣告，在地

上会有一个时代到来，这个时代，是个和平的时代，万民都会

长久地安然居住，一切要由神所拣选的代理人，即就是应许给

大卫的后裔来管理。欧文·柴特林（Irving Zeitlin）所写的关于

以赛亚书的话，概括了犹太人对地上的神的国的盼望： 

先知期盼着这个时代结束，新时代到来，在新时代中，

傲慢、压迫、战争和偶像崇拜统统都消失殆尽。只有当

以色列的傲慢不逊被洁净之后，她才能真正成为神的子

民，才能把神的话带给其他国民。“因为律法自锡安而出，

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6 

牛津一位著名的旧约教授，在他对但以理书的评注里指

出：“以赛亚书和弥迦书描述的弥赛亚时代，在艰难困苦刚刚

结束之后开始——这些艰难困苦是他们的民族在亚述（the 
Assyrian）手中所遭受的（赛 11：1-10；参看 28-34；30：19-26，
参看 31 节；31：7，32：1-8，参看 31：8；弥 5：4-7）。”在

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在将来最后的敌人是谁。 
有一种不寻常的观念认为，在耶稣传道的历史时期，或者

在此之前，或者自那时起，关于未来的这个异象已经成为现实

了。我们在这里必须对此表示反对。所有人都能清楚地看见，

各国还没有把他们的刀剑打造成农具，作为弥赛亚王，耶稣还

没有在所有人眼前登上给大卫所恢复的王位，成为万国的王

（路 1：32，33）。耶稣曾在过去的什么时候把以色列从亚述

6《古代犹太教》（Ancient Judaism），第 2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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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解救出来呢（参看弥 5：5-7）？弥迦书给出的是关于未来

的预言。 

未来的美事之应许 

先知们对未来黄金时代的预言，对于我们理解基督教的福

音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必须详细研究他们的话语。当耶稣命令

人们悔改并相信神国的福音时（可 1：14-15），他的信息所包

含的，远远超过个人的罪得以赦免的应许。他要求人们相信主

宰历史的神，懂得并信他的计划，这计划必定以在地上建立神

的国达到它的最高潮。我们被要求“悔改”，即：改变我们的

整个观念，信神国的好消息——信神通过耶稣要成就的计划，

这个计划为了我们个人的好处，也为了这个世界的好处。 
要顺服地回应神国的好消息，很明显，需要理解“神的国”

一词是什么意思。如果一个人不懂得好消息是关于什么的，那

他就不可能相信这个好消息！那么，好消息是什么？耶稣使用

“神的国”一词的背后，有许多基本的经文。对神的国的盼望，

就建立在这些经文之上。我们必须坚决主张，好消息包含的信

息是，一方面，一个世界性政权将要到来，耶稣是这个政权的

总统，另一方面，我们要怎样为它的到来准备自己以回应这个

消息。尽管在见过权力被滥用之后，“政权”和“总统”这类

词语对我们来说，可能带有负面含义，但是圣经的应许是，在

弥赛亚仁慈的治理之下，地上有公义，有和平。有谁不渴望在

人类事务中有公义与和平呢？ 

应许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的国度 

对耶稣和他的听众（当然还有我们）来说，给大卫王的著

名的应许至关重要，这个应许就是，当大卫王很尊贵的后裔执

掌王权的那天，以色列国会永远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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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

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

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

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

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他们安靖，不被一切仇敌扰乱。

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寿数满足、

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兴起从你而出的后裔接续你

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

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

的子……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

王位也必永远坚立”（撒下 7：8-16，约公元前 1000 年）。 

这段圣谕非常引人注目，是神通过先知拿单给大卫的，是

个真正的信息宝库。它包含了许多必不可少的新约神学要素，

这些神学要素都与耶稣本人和他的工作相关。要理解耶稣神的

国的好消息，它是绝对必要的向导。 
了解犹太人如何理解这个应许，对我们来说很重要。这个

应许是民族的荣耀，是要在所应许的弥赛亚身上和他的国度中

而实现的应许。以下内容节选自“所罗门诗篇”（Psalms of 
Solomon），它们写于耶稣出生前 50 年左右。所选内容以恢复

大卫王国的盼望为基础，描绘了未来的弥赛亚之国。这些诗篇

本身不是正式的圣经正典的一部分，然而，它们的灵感直接来

源于无数旧约诗篇和先知书关于弥赛亚的经文，尤其是撒母耳

记下 7 章，诗篇 72 篇、89 篇和 132 篇： 

耶和华啊，你拣选大卫作以色列的王，并且对他立下永

远的誓言说，他后裔的国必不在你面前灭亡……耶和华

啊，神啊，求你观看，求你在你所定的时间，为你的仆

人以色列民兴起大卫之子，作他们的王，统治他们。求

你赐能力给他，使他摧毁不义的统治者，使他洁净耶路

撒冷，清除践踏耶路撒冷、令她毁坏的外邦人；使他以

智慧和公义从以色列的产业上赶出罪人；使他击碎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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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狂傲，如同击碎陶工的罐子；使他如铁棒捣碎他们的

财物；使他用口里的话毁灭不法之国；使他一发警告，

列国就从他面前逃跑；让他按罪人心中所思所想来定他

们的罪。他必招聚圣民，引导他们进入公义，他必审判

各支派的民，这些民的神耶和华曾使他们圣洁。他不会

容许不义在他们中间停留，任何诡诈的人不能与神的子

民同住，因为他知道他们全是神的儿女。他必按宗族把

他们分派各地……必有外邦人服侍他，他必在全地上引

人瞩目的地方荣耀耶和华。他要洁净耶路撒冷，使她圣

洁，如她刚开始时那样圣洁，因为万国要从地极前来观

看他的荣耀，带来耶路撒冷曾被掳去的儿女，前来观看

耶和华的荣耀，神已经以此荣耀来荣耀耶路撒冷。 

在他［弥赛亚］的日子，他们中间没有不义，因为他们

全都是圣洁的，他们的王就是主弥赛亚。他不靠马匹、

骑士和弓箭，他也不为战争搜罗金银。他不寄希望于众

民，不靠他们去打仗。耶和华就是他的王，是所有坚定

仰望神之人的盼望…… 

耶和华啊，你永远怜悯你手所做的工。你赐以色列厚恩

以彰显你的美善。你的眼目看顾他们，他们当中没有穷

困缺乏之人。你的耳垂听贫穷人满怀盼望的祷告，你公

义的审判临到全地，你的慈爱留给亚伯拉罕的后裔，以

色列的子孙。你视我们为头生的儿子，为独生子，管教

我们，使敏锐的人避开无心之失。愿神在赐福施怜悯之

日，也就是在他的弥赛亚掌权之日，洁净以色列。在那

日子出生的人是有福的，因他们将看见耶和华为将来一

代所做的美事；他们必在主弥赛亚管教的杖下，敬畏他

的神，他要以圣灵的智慧，以公义，以力量引导人们行

公义，敬畏神，在神施怜悯的日子，使得他们全都敬畏

耶和华，成为神的好子民，一生敬畏神（选自所罗门诗

篇 17 篇，18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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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诗篇捕捉到了旧约所呈现的弥赛亚盼望的本质，也道

出了耶稣开始宣告神的国时的思想潮流。它们也与路加福音（1：
32；2：11）、启示录（11：15-18；19：15-16）和其他新约经

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君王和国度的异象 

有一位出类拔萃的、解释神国福音的人，他就是公元前 6
世纪的先知但以理。在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异象中，他预言，“天

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这国必打碎

灭绝那一切国，但它必存到永远”（但 2：44）。 
但以理书第 2 章里壮观的图画所描绘的是，神的国必定会

取代世界上敌对的帝国。要我们相信先知的信息，确实是个挑

战。根据先知所说，“至大的神把将来［希伯来语，be acharit 
hayamim，即在弥赛亚时代］要发生的事给王［尼布甲尼撒］

指明。这梦是真实的，解释是可靠的”（但 2：45，参看现代

中文译本）。与神国的应许相随的是，神的国一定会由“人子”

（耶稣最喜欢这样称呼自己，但是它也包括组成“基督身体”

的跟从他的人）统治，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

国必不败坏”（但 7：14）。统治权要被授予人子，辅佐他的是

他的圣民（但 7：27），并且“权柄、荣耀和国度”都赐给了

他们，“各民、各族、各语言的人都必侍奉他们”（但 7：27，
RSV）。 

先知以赛亚的话，最为生动地描绘出这光明的未来。他的

异象是： 

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

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

“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他必把他

的道指教我们，我们也必遵行他的路；因为律法必出于

锡安，耶和华的圣言必出自耶路撒冷。”他要在列国中施

行审判，为多国的人断定是非。他们必把刀打成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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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矛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

习战争。雅各家啊，来吧！我们要在耶和华的光中行走

（赛 2：1-5，耶路撒冷圣经）。 

当新时代到来时，“那些锡安余剩、仍留在耶路撒冷的人，

就是所有登记在耶路撒冷活人名册上的，都必称为圣”（赛 4：
3，新译本圣经）。当圣殿被洁净，也就是“主将锡安女子的污

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净”（赛 4：4）以后，“耶

和华必显现于锡安全山和会众之上：白日藉着云和烟，黑夜藉

着火焰的光亮；因为在一切之上，他的荣耀就是天篷和亭子，

白日可以使人得荫凉、避炎热，也可以作为庇护，以避狂风暴

雨”（赛 4：5-6，参看思高本圣经）。 
所预言的神的国的非凡性质，与弥赛亚超自然成胎相合：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赛 7：14）。在

马太看来，耶稣奇迹地成胎，是最终成就了 700 年之前以赛亚

所传的圣谕。谈到马利亚奇迹地怀孕，他只是简单地写到，“这

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藉先知所说的话”（太 1：22）。“被

生［被……令其存在的］在她体内的是从圣灵来的”（太 1：
20）。 

与未来神的国的辉煌不可分割的，是应许之王的威仪： 

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

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必称为：奇妙的策士，全能的神 7，

即将到来之时代的［希伯来经文的希腊语译本也是这样

表达的］父 8，和平的君。他的政权宏大，他的泰平无穷，

他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坚立

稳固，从现在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Yahweh Sabaoth）

7根据标准的希伯来语词典，全能的神（Mighty God）的意思是“神

圣的英雄/神威的勇士”（Divine Hero）。弥赛亚要映出神的荣耀，也就

是他的天父的荣耀（路加福音 1 章 35 节给出了这种父子关系的依据）。 
8当然，弥赛亚不是神，不是父，但是弥赛亚是未来神国时代的先辈。

他现在正在为那个国度做准备，而且他将会掌管一切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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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万军之主（the Lord of the armies of heaven）］的热

心必成就这事（赛 9：6，7）。 

当所应许的以色列民族英雄出现时，以赛亚的话进一步应

验了： 

从耶西的树墩子必生出一根枝条来，从他的根必发生（传

统：结果实）一条嫩枝子（吕振中译本）：耶和华的灵必

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

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敬畏耶和华是他的呼

吸。）他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

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

击打强横人，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

信实必当他胁下的带子（赛 11：1-5）。 

在未来君王公义的治理下，甚至自然也会反映出相应的和

谐： 

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

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它们。牛必与熊同食，

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

必玩耍在虺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

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

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赛 11：
6-9）。 

如同但以理的异象所展示的，和平的国度要被建立在此前

邪恶政权的废墟之上： 

施压的人定然止息，毁灭者终局临来，践踏人的从地上

消失了（汉语版新英语译本）。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必

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

求公平，速行公义（赛 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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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国得胜，将意味着所有敌对力量都要被消除：“到那

日，耶和华必在高天之上惩罚天上的众军，又在地上惩罚地上

的列王。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被聚集在牢狱里一般；他们要

被关在监牢中，多日以后，他们要被惩罚”（赛 24：21，22，
新译本圣经）。那时，荣耀的神的国将会显现：“月亮必蒙羞，

日头要惭愧，因为万军之耶和华（Yahweh Sabaoth）［天上万军

之主］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赛 24：23）。 
神为地球准备的伟大计划实现的那一刻一定会到来：“看

哪！必有一王凭公义执政，必有众领袖按公平治理。个个就都

像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密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

的影子在疲乏之地”（赛 32：1，2）。 
这一系列概念，为耶稣的口号——神的国——提供了不可

缺少的背景资料。有了它们，我们就应该对所记载的、耶稣的

第一个命令有所理解并做出回应：“悔改，信［神国的］福音”

（可 1：14，15）。 

福音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基督徒的盼望 

耶稣一到加利利，就代表神国的福音发起一场战役。他使

用“神的国”这一熟悉的词汇，激起了人们对全地和平的盼望，

这些盼望是所有先知都说过的。他出现的身份，是终极的“神

权统治者”，即第一个能保证世界和平与繁荣的那个人。 
如果“神的国”这个表达对很多人来说，已经失去了确切

的含义，那么，我们或许应该把它换作“未来地上属神的弥赛

亚政权”（Future Divine Messianic Government on Earth），因

为这是贯穿耶稣整个使命的概念。这个概念并不是开始于耶

稣。相反，他来是要“证实给先祖的应许”（罗 15：8）。作为

委任的神国的统治者，他不停地呼唤众人，要他们在神的国到

来前对福音做出回应。现在，正是为神的国到来而进行的紧要

的准备时段。我们被呼召进入神的国，所以我们就必须学习以

与这个呼召相符的方式来生活。要人们懂得并回应福音的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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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还在继续散发，因为教会要忠实地顺服它“把这天国的福

音传遍天下”（太 24：14）的使命。当世界收到应有的警告时，

这个时代的末期就会到来（太 24：14）。而只有到那时，地上

神圣国度的新时代才会开始。 
世界上到处都是宣称基督之名的福音，在这样的世界中，

我们迫切地需要坚持强调，真正的基督教福音——由耶稣自己

宣讲的福音——是神国的福音。我们的基督教文献所记载的事

实，要高于其他所有资料： 
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

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可 1：14，15）。 
“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路 

4：43）。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太 24：14）。 

昔日的福音、今日的福音都是同一福音，直到神的国到来 

“神学”发明出很多手段，用以躲避明明放在眼前的事实。

就像我们在第一课所看的那样，很奇怪，它已丢掉了最为重要

的词语“神国的福音”，然后用一个只讲耶稣的死亡与复活、

而不讲他的国的福音来代替。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回避了马

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无可争辩的证据，这些证据表

明，耶稣无时无刻地宣扬神的国（路 4：43 等等，在耶稣提到

他的死亡与复活很久以前，他就这样做了！参看路 18：29-34）。
它还撇开路加在使徒行传中所给的毫不含糊的信息不理，这信

息描述的是耶稣复活后教会的活动。路加竭力让我们不要忘记，

懂得并相信神的国，是信仰圣经所讲的基督教的第一步： 
“等到腓利向他们传了神的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

他们就信了腓利，连男带女都受了洗”（徒 8：12，新译本圣

经）。 
路加精心选择这样的模式，用以描述救赎福音的内容。在

他记述的关键处，他重复地说明这一点（徒 1：3，6；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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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8：23，31）。他甚至把它保留下来，用在他最后描

述保罗在罗马的传教情况的语言中：他“放胆地传讲神的国，

教导有关主耶稣基督的事，没有受到什么禁止”（徒 28：31，
新译本圣经）。这里，不只是救赎主（the Savior）有了正式的

完整的头衔，“主耶稣弥赛亚”，他自己的神国的福音也得到了

正式的身份，现在传给外邦人的讯息就是它。被有些犹太人所

拒绝的也正是这个讯息，那时，保罗“从早到晚向他们讲解，

为神的国竭力作见证，引用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话劝他们信耶

稣”（徒 28：23，新译本圣经）。不必惊讶，神国的讯息不是

别的，就是耶稣自己一直宣讲的讯息。希伯来书 2 章 3 节明确

说明，救赎的讯息起初是由耶稣亲自宣讲的。罗马书 16 章 25
节把保罗的福音和耶稣所传的福音二者等同起来。 

根据圣经，神的国是福音的基本要素（当然，除此以外还

有“耶稣的事”），这个结论谁能不承认呢？在耶稣整个传道生

涯中，神国的福音是他最关心的事；使徒行传里被圣灵充满的

基督徒，他们一贯所传的讯息也是神国的福音。这些基督徒给

别人施洗（按照耶稣所坚决要求的，可 16：15，16；太 28：
19，20），但只有当他们的听众宣称信神国的好消息（福音）

和耶稣弥赛亚的名（徒 8：12；19：8；28：23，31）的时候，

才会这样做。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使徒们对受洗人员所要求的信心模式

（徒 8：12），以及信“神的国和耶稣的事”的信仰模式（比

较徒 28：23，31），教会都不再使用了。早期这个信条，首先

强调的是神的国；如果我们使用这个信条的话，不就可以有助

于确保耶稣自己的基督教福音永远不被忘记吗？ 
在第三课，我们将从先知书的背景中探究神的国的意义。

这样能使我们在圣经背景中理解耶稣的讯息，从而阻挡把它从

旧约传下来的预言里连根拔除的所有企图。我们必须不惜一切

代价保护福音讯息，使它不被许多信息取代，这些信息时而不

时地威胁着福音。耶稣的福音绝不是“消费主义的福音”，也

不是“天堂的福音”——把天堂作为脱离了躯体的灵魂的处所。 

158 
 



第二课 相信神国的福音 

 
“他的教导是，神国的福音——神国的‘好消息’。”9 
 

9A.罗伯逊，《神的国》，班普顿讲座，1901，第 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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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经文：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

他的肩头上……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

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

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赛 9：6，7）。 
“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

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赛 52：7）。 
“我也必须到别的城去传神国的福音，因为我是为了这缘

故奉差遣的”（路 4：43，新译本圣经）。 
 
从所记载的耶稣基督的传教工作中，我们已经看到，他传

福音的活动的焦点是，向公众宣告：神的国就要在地上开始了，

无论男女都应该回应这个神国的好消息，他们要相信这个讯息，

改变心思意念，并相应地改变生活（可 1：14，15）。这样，

当神的国随着耶稣再临而到来时，他们才能做好准备进入神的

国。我们仍然在等待那个国度的到来。当耶稣在地上的使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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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后，亚利马太的约瑟，基督的一个门徒，正在等待神的国（可 
15：43）。他并没有想象神的国已经来了！ 

我们肯定地说，既然这是耶稣一直讲说的福音讯息，那么，

按照定义，它就是基督教的福音。因此，早期教会要求可能进

行洗礼的人要相信“神的国和耶稣基督的名”（徒 8：12；比

较徒 28：23，31），这也不足为怪了。耶稣没有改变（来 13：
8），他神国的福音讯息也没有改变，它仍然要求所有听到的人

立即有所回应。所有基督徒，如果他们要参与神的工作（林前 
15：58），就应该在耶稣那样教导的神国的福音上，按他们的

职位积极做工，或做老师，或给予支持（参看路加福音 8 章 3
节的例子）。他们应该是为神的国一同做工的（西 4：11）。但

是，在他们公开进行教导之前，他们应该花大量时间来做准备。

福音能在很多不同场合谈论。重要的是这个讯息要传开（路 9：
60）。马太福音 5 章 5 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

承受地土/神的国”——是个很好的入手点。要鼓励归信的人放

弃“去天堂”，“当我到天堂的时候”，“某某人已经去了更好的

地方”等等这些说法，开始学用耶稣的、与当他回来时进入并

承受神的国有关的语言。这才是好的门徒做法。常常讲“去天

堂”的人，听起来一点都不像耶稣。 
我们还指出，神国的好消息根源于旧约的预言。这些预言

宣告，地上的黄金时代就要到了，在此之前，神会介入，出现

决定性的、灾难性的情形，那日子叫做耶和华的日子，或者“大

而可畏的耶和华的日子”。神的目的是要在全世界建立一个公

义的政权，该政权由他所拣选的代理人，即弥赛亚（基督）来

掌管。（特别参看但以理书 2 章 44 节，7 章 18 节、22 节和 27
节。） 

在第一课，我们详尽引用了一些圣经神学专家的话，他们

认为，神的国的讯息，是耶稣前来宣讲和教导的所有内容的核

心和灵魂。任何新约读者都能抓住这个基本事实，尤其是看到

耶稣那句总括他目标的声明时：“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

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路 4：43）。 

161 
 



第三课 相信基督教神国福音的基础 

圣经清清楚楚地把神的国置于非常突出的位置，可是，对

比之下，我们留意到，很多自称是基督教的教会在神国的福音

这个主题上，却异乎寻常地沉默。根据他们著名的、不管是过

去的还是现在的发言人所说，神的国从未在他们的福音信息，

或他们的信条里占据中心位置。他们讲论福音传道的著述和小

册子，仍然很少说到，或根本不说神的国。我们对此感到惊讶，

他们似乎也有同感。作为基督徒，为了确定我们到底应该相信

什么，眼下的情形，似乎急需重新研究一下圣经的记载，与最

关键的主题——福音讯息——有关的记载。福音是神给我们

的、关乎我们救恩的信息！我们必须正确地理解它。成为基督

徒，是要对耶稣宣讲的福音有所回应，而后，以耶稣为主弥赛

亚，顺服耶稣（路 2：11）。 
我们推断，在使徒时代之后，原本的信仰被大量异教思想

所淹没，这些思想主要是由外邦人引入的，原因在于他们几乎

不懂耶稣宣讲神的国的旧约根源。逐渐地，神国的概念丢失了

它的含义，不再是未来要在地上掌权的真正的政权，而变成了

一个“内心的国度”——一个宗教理想，它往往是人类自己的

愿望和梦想的产物。通过这种方式，世界历史就要进入危机时

刻的充满张力的宣告，很大程度上被换成了一个更“舒心”的

福音，这种福音自称是要解决“个人”的救赎问题，或者是要

促进社会进步。使徒们所宣讲的讯息的一些基本事实，即耶稣

死亡、被埋葬以及复活的事实，还是被保留了下来，但是，福

音的基本要素，也就是必须理解并相信即将到来的神的国（可 
1：14，15；徒 8：12；28：23，31）这个要素，却被弄丢了。

耶稣回来，在地上开创神的国的黄金时代，这个应许被替换了，

换成了模糊不清的死时“去天堂”的承诺。 
福音这个被削减的、被缩略的、被扭曲的版本能够被广泛

接受，原因是： 
1.神国福音的旧约根源被忽略。 
2.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对耶稣所传的福音做了

明确的见证，但是它被置之不理。没能首先使用耶稣的福音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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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传福音，路德、加尔文、我们这个时代的 C. S. 刘易斯（C. S. 
Lewis），多数情况下还有布道人，都有份于此。 

3.使徒行传清楚地说到，教会继续宣扬神的国，把它作为

福音的核心（徒 8：12；19：8；20：25；28：23，31），这些

陈述也被忽视了。 
4.反犹太倾向，让耶稣的福音似乎“犹太味”、弥赛亚味太

浓。 
无可置辩，基督教文献表明，耶稣宣讲神国的福音。不仅

如此，他起初没说任何关于他自己的死亡与复活的事情（路 
18：31-34）。这绝对可以证明，神国的福音所包含的信息不只
是救赎主死亡又复活。 

这一点对于我们整个的论证过程太重要了，所以我们必须

进一步强调它。耶稣与十二使徒一起宣讲神国的福音：“过了

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

的有十二个门徒”（路 8：1）。之后，“他召齐十二门徒，给他

们能力、权柄，制伏一切鬼魔，医治各样的疾病，差遣他们去

宣讲神的国和医治病人”（路 9：1-2，新译本圣经）。 
在这个阶段时，门徒们根本不知道耶稣会死，会复活。当

耶稣向他们说出他就要被逮捕并被钉十字架时，他们随后的反

应可以证明这一点： 

耶稣把十二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我们现在上耶路

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要

被交给外族人，受戏弄，被凌辱，他们要向他吐唾沫，

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这些话的含义对门

徒是隐藏的。他们听了，一点也不明白，不知道他说的

是什么（路 18：31-34，新译本圣经）。 

即使耶稣刚刚复活之后，门徒们仍然不明白。可是，此前

他们一直在跟耶稣一起传讲神国的福音。“他们还不明白经上

所说‘他必须从死人中复活’这句话的意思”（约 20：9，新

译本圣经）。这是耶稣死亡又复活已经发生之后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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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如果像通常所说的那样，福音只包括耶稣死亡与复

活的信息，那么，在没有提到救赎主死亡与复活的情况下，耶

稣和十二门徒是如何传福音的？答案一目了然。神国的福音不

但在耶稣死亡前被宣扬（可 1：14，15；太 4：23；9：35；
路 4：43；路 8：1 等等），而且在他复活后也被宣扬，正如使

徒行传告诉我们的（徒 1：3；1：6；8：12；19：8；20：25；
28：23，31）。然而，在使徒行传，我们发现，当时已成为历

史的、耶稣的死亡与复活，被作为新事实加添到神国的福音上，

结果就成了神国的福音和耶稣的名（徒 8：12；28：23，31）。
神国的信息仍旧是福音的基本要素。耶稣的死亡与复活是后添

的信仰主题，不过也是必不可少的主题。 

更多希伯来背景 

现代一位评注家说，神的国，“对于耶稣首批听众来说……

不像今天这样，往往是空洞的或朦胧的概念。这个概念有着悠

久的历史以及广阔的旧约背景。”1那么，既然神的国是救赎福

音的主要主题，我们就可以推断，对于现代听众来说，基督教

的福音本身也已经成了“空洞或朦胧”的东西！因而，我们急

切地需要从福音的旧约遗产中和耶稣的话语中定义它的核心

内容。只要神的国仍然是个朦胧的概念，那么，对于耶稣起初

要人悔改和信神的国的呼召（可 1：14，15），人们显然不可

能产生信心。信心，必须有一个对象，而那个对象就是神国的

讯息，以及耶稣自己。你不能完全把耶稣和他的讯息拆开。所

以耶稣才这样说：“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把我和我的

道当作可耻的”（可 8：35，38）。福音，曾经是，也永远是神

国的福音。 

1休·安德森（Hugh Anderson），《新世纪圣经·马可福音》（New Century 
Bible，The Gospel of Mark），第 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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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以色列民已经深信，神定意要赐给他们崇高的

命运。这个民族与神之间的圣约的一部分，是以色列将会身居

享有特权的高位：“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

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出 
19：5-6）。 

整个以色列再三辜负了这个神圣的呼召。尽管这样，世界

最高政权的应许仍然为那些忠信的余剩之民存留着，他们必定

会继承未来神的国度。通过先知以赛亚之口，拥有王权的邀请

被重申： 

你们要侧耳而听，要到我这里来；你们要听，就可以存

活；我必与你们立永远的约，就是应许赐给大卫的那确

实的慈爱。看哪！我已经立了你（传统：他）作万族的

见证人，作万族的首领和司令。看哪！你要召来你不认

识的国；那些素来不认识你的国也必奔向你，都因耶和

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的缘故，因为他要荣耀你（赛 55：
3-5，耶路撒冷圣经）。 

在新约，神国里王室职位的机会给了教会的新以色列民

（加 6：16；腓 3：3），被招聚而来的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

我们已经看过耶稣亲自给忠信的教会的保证： 

得胜的，我必定赐他和我一同坐在我的宝座上，正像我

得了胜和我父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一样……得胜的，又

遵守我的旨意到底的，我必把统治列国的权柄赐给他，

他必用铁杖治理他们，好像打碎陶器一样粉碎他们，好

像我从父领受了权柄一样（启 3：21；2：26，27，新译

本圣经）。 

这个希望产生了基督徒的“标语”，我们在提摩太后书 2
章 12 节可以看到它：“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

各个时代、各个国家忠信的人都要“在地上执掌王权”（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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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这是他们会拥有王位的未来，他们必须现在就为了这个

极高的荣耀做准备。 
在启示录 2 章 26 节（见上文），耶稣引用了著名的“弥赛

亚诗篇”，诗篇第 2 篇，它是众多描述未来神国荣耀的诗篇之

一。当神决定性的介入世界时，这个情形就出现了，那时，神

差派他的弥赛亚，彻底击败各国的反叛，在耶路撒冷建立一个

新政权。启示录援引了这篇诗篇，这表明传统的弥赛亚盼望已

经移交给了基督教，而且得到耶稣的完全许可： 

列国为什么骚动？万民为什么空谋妄想？世上的君王起

来，首领聚在一起，敌对耶和华和他所膏立的［弥赛亚］，

说：“我们来挣断他们的镣铐！我们来脱离他们的束缚！”

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耶和华必讥笑他们。那时，他必

在烈怒中对他们讲话，在震怒中使他们惊慌，说：“我已

经在锡安我的圣山上，立了我的君王。”受膏者说：“我

要宣告耶和华的谕旨：耶和华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了你。你求我，我就把列国赐给你作产业，把

全地都归属于你。你必用铁杖击打他们，好像打碎陶器

一样粉碎他们’”［耶稣在启示录 2 章 26 节引用］。现在，

君王啊！你们要谨慎。地上的审判官啊！你们应当听劝

告：你们当侍奉耶和华，当敬畏他，又当战战兢兢，亲

吻他的脚，否则他一发怒，你们就会灭亡，因为他的怒

气快要发作。凡是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诗 2，耶路

撒冷圣经）。 

“把全地都归属于你”的应许，从耶稣自己宣称的话反映

出来，他称拥有“从我父领受的权柄”（启 2：26）。与此相同

的主题被两处采用：一处是，天使合唱，唱到忠信的人“将会

在地上执掌王权”（启 5：10）；另一处是在著名的千禧年片段，

这段经文预言圣徒要和弥赛亚共同统治一千年（启 20：4）。
这个圣徒的国度属于基督统治一千年的未来时期。耶稣把那个

时期说成“那［著名的］世代”（路 20：35）。那个世代，是

166 
 



第三课 相信基督教神国福音的基础 

将来在新生地球上的神国的世代，并且只有那些现在对神国的

福音做出回应、遵照使徒行传 2 章 38 节和 8 章 12 节等等接受

洗礼并持守信仰直到耶稣回来的人，才能进入。（如果他们在

耶稣回来之前就在死亡中睡了，耶稣会把他们复活，让他们参

与神的国。参看但 12：2，13；林前 15：23 等等。） 

福音中弥赛亚元素遗失 

评注家们试图躲避弥赛亚资料的行为，是一块纪念碑，标

示着人类努力建造他自己“去除弥赛亚化”的基督教版本。这

个问题的症结，其实是人类不想神在地上施行统治。他更不想

耶稣打碎列国，用铁杖治理他们。因此，原始的弥赛亚版基督

教，即耶稣和使徒们传讲的基督教，被拆解了。它的弥赛亚框

架已经被拿走。剩下的“基督教”，几乎已认不出来是新约信

仰。耶稣的名字已经被贴在一个与原本的信仰显著不同的宗教

体系上。虚无缥缈的“天堂”之承诺，与耶稣的邀请是天壤之

别：耶稣不断邀请人们寻求神的国，并“承受地土”（太 5：5）。 
新约的最高目标是，通过神的介入，在就要到来的弥赛亚

政权下，建立世界和平。“修订”版的信仰，承诺了一个在远

离地球的领域中的个人救赎；然而，耶稣却赐给跟从他的人掌

权之位，这掌权之位就在未来新的世界秩序下——神的国度里。

相信那个新的世界秩序，在过去，在现在，都是懂得并信福音

的第一步。“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可 1：14，
15）。 

基督教丢失了它的中心点，这可以比作一个希望登上月亮

的小组。他们断定，为了实现他们的梦想，他们需要一个发射

台和一艘宇宙飞船。当他们配齐了旅程中所需的装备之后，他

们忘了要拿这些装备来做什么。他们对发射台和宇宙飞船的兴

趣还在，但是去月亮的旅行却被忘掉了。与此相似，教友们几

乎不知道他们的未来和归宿是什么。这不但导致了他们的信仰

贫乏，而且还把他们与耶稣和圣经的话语相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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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约基督教信仰中，将来在神的国中有一席之位的盼望，

激励着基督徒走完整个信仰之旅。耶稣的死亡与复活，使得信

徒的盼望成为可能之事。抓住这个盼望的本质，是被选为门徒

的第一步。信耶稣，是通向这个目标的道路，也是使它最终得

以实现的保障。 
现在给人们呈现“福音”的时候，人们被要求“相信耶稣”，

“把心掏给耶稣”，“邀请耶稣进入他们的生活”等等，但是耶

稣代表什么，却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听众没有接触到耶稣关

于神的国的讯息，可这个讯息是他提到他的死亡与复活很久之

前就宣讲的。这种情形就好比政治上的竞选活动：一个参选人

呼吁投票人支持他，而投票人却还不知道他的宣言是什么。当

一个人不明白耶稣的“神国的消息”——福音——是什么意思

时，要他懂得并信耶稣，那是不可能的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在使徒行传中，路加要如此精准地概括归信之人踏入信仰的过

程：“他们信了腓利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

女就受了洗”（徒 8：12）。相信神国的好消息的要求（可 1：
14，15），在耶稣复活后，仍然是基督徒宣教的核心。在今天，

我们急切地需要它，以它为不可缺少的指导，指导我们按照使

徒们的方式传福音。如果我们不理解耶稣对神的国的一腔激

情，我们又怎能与他产生共鸣呢？当他说他奉差遣就是为了宣

讲神的国（路 4：43）的时候，他为所有的信徒树立了一个榜

样。而我们能说我们也是“奉差宣讲神的国”吗？在这一方面，

我们应该能充满信心地照着耶稣的样子去做。 
在圣经里，人们不只是“接受主”，他们还接受耶稣传的

信息（约 17：8；徒 8：12 等等）。“接受耶稣”在圣经中就意

味着“信他的名”（约 1：12）。耶稣的名的含义，就是他为我

们的救恩所带来的福音启示。不相信耶稣说的话，就无法相信

耶稣。我们不应该只是相信耶稣。我们必须相信耶稣所相信的

（参看约 5：47）。成为基督徒，所包含的意思就是，不但要

信耶稣，还要有“耶稣的信”（the faith of 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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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翰福音 12 章 48 节，耶稣亲自发出了最后的警告：“弃

绝我又不接受我的话的人，自有审判他的。我所讲的道在末日

要定他的罪”（新译本圣经）。如果说弃绝耶稣意味着不“接受

他的话”，那么显然，“接受耶稣”就意味着接受他的话。但是，

在现代呈现“救恩”的小册子里，你在哪里能找到这条简单的

信息？ 

先知书中更多关于神国福音的信息 

先知书中有大量信息，都是专门描述即将到来的神的国

的。这些热情洋溢的记述，讲的是未来世界性的弥赛亚帝国，

至于它们的含义，我们一点都用不着怀疑： 

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政权必

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政权与平安必无穷无尽地增加，

他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坚立

稳固，从现在直到永远（赛 9：6，7，RSV）。 

这位委任的统治者，他的特征是“有智慧和聪明的灵，有

谋略和能力的灵，有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

华为乐”（赛 11：2，3，RSV）。同他一起的，是“按公平治

理的众领袖”（赛 32：1）。弥赛亚完美政权的成果，从大自然

本身就能看到： 

旷野和干旱之地必欢喜；沙漠要快乐，又像番红花一般

开花，必茂盛地开花，大大快乐，并且欢呼。黎巴嫩的

荣耀、迦密和沙仑的华美也赐给它；人们必看见耶和华

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

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

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灼热

的沙地必变为水池，干渴之地必变为泉源……并且耶和

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远的喜乐必临到

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和快乐，忧愁和叹息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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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走（赛 35：1-10）。 

在以赛亚书 40 章 10 节，这个好消息所用的语言与未来的

时代密切相连，在那时，“主耶和华必像大能者临到，他的膀

臂必为他掌权”。在前一节经文中，我们读到，一个人“报好

消息给锡安，报好消息给耶路撒冷”（40：9）。“好消息”与“掌

权”两个概念之间相互联系，这种联系自然而然地指向新约“神

国的福音”这个概念。每当圣经经文讲到“神作王”时，犹太

评注都会用一个名词来翻译希伯来动词“统治”（rule）：“神的

国将会显现”（The kingdom of God will be revealed）〔《犹太塔

古姆》（Jewish Targum），即“解释”或“评注”（commentary），
以赛亚书 40 章 10 节评注〕。出埃及记 15 章 18 节也是这样翻

译的，“耶和华必统治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意思是“耶和华

的国存到永永远远”。 
当我们遇到耶稣福音讯息里的神的国时，我们必须时时把

它的旧约根源考虑进去。把神的国从它的希伯来背景拔出来

后，它在很多圣经读者的头脑中的确是一个含糊不清的用词。

而给这个福音的中心用词加入一个不是耶稣与门徒们认为它

所具有的含义，则会存在重大隐患，其结果就是不可避免地丢

失极其重要的、救赎的信息。 
在以赛亚书 52 章 7 节，我们同样能发现福音与神的国二

者之间的联系：“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

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它的上

下文说的是耶和华向人显示：“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

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赛 52：10）。这指的是耶

稣再临以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这件事。 
这些极为重要的经文，连同但以理书 2 章 44 节中神国要

取代世界上的帝国的描述，展示了一幅清晰的神国的图画：它

是未来神在地上的统治或政权，经过神超自然的介入而建立。

当耶稣呼召我们“悔改，信［神国的］福音”时（太 1：14，
15），他要求我们相信的正是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通过悔改

并信神国的福音，我们坚定对神的应许的信心。这才是信心与

170 
 



第三课 相信基督教神国福音的基础 

盼望的本质。相信神正通过耶稣而成就在地上的事，就表示我

们加入到神的计划中来。 
为了更多了解神国的图画，我们进一步引用一些经文，它

们来自以赛亚对光明未来的异象： 

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记念，也不再追

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

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

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

号的声音。其中必再没有数日夭折的婴孩，也没有寿数

不满的老人；因为百岁而死的人，仍算孩童，百岁而死

的罪人算是被咒诅的。他们必建造房屋，住在其中；他

们必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

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

树木的日子，我的选民必长久享用亲手劳碌得来的。他

们必不徒然劳碌，他们生的孩子也不遭灾害，因为他们

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他们

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豺狼

必与羊羔同食，狮子要像牛一样吃草，蛇必以尘土为食

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

耶和华说的（赛 65：17-25，RSV）。 

神国的福音 

在使徒们整个的传教工作中，救恩的基本讯息就是“神国

的福音和耶稣的名”（徒 8：12）。同样的信息，可能会以不同

的名称出现，如“神的福音”（the Gospel of God），“基督的福

音”（the Gospel of Christ），“恩惠的福音”（the Gospel of Grace），
或者“平安的福音”（the Gospel of Peace）。从统计数据来看，

显然，用得最多的福音名称是“神国的福音”，这个可以从随

后的全面研究中看到。我们永远都不该忘记，在耶稣被钉十字

架之前，耶稣自己、十二门徒、七十门徒所宣讲的讯息，都聚

171 
 



第三课 相信基督教神国福音的基础 

焦于神的国。然而，即使在耶稣死亡又复活之后，同样的神国

讯息仍然是宣讲的核心。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使

徒行传的证据，不容我们对基督教福音的内容有所怀疑： 
太 4：17：“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

你们应当悔改！’”（在马太福音 3 章 2 节，施洗约翰发出了同

样的要求，要人悔改，信神国的福音。） 
太 4：23：“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

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 
太 9：35：“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

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 
太 13：19：“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

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 
太 24：14：“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无可置辩，这个信息表明，福音讯息的主旨是神国的福音，

那时候是，现在还是。而且同是这个神国的福音，依然是救赎

的讯息，直到这个世代的末了（太 24：14）。 
马可的福音有 14 处出现了“神的国”。和马太一样，马可

也明白，神国的福音是本质的救赎信息：“约翰下监以后，耶

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

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可 1：14，15）。正如耶稣所教导的，

成为基督徒，开始于信神国的福音。传播福音，意思就是广泛

地宣讲关于神的国的好消息：“我们到邻近的乡镇去吧，我也

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就是为这事而来的”（可 1：38，新译

本圣经）。 
路加讲得清楚无误，好消息是关于神的国的好消息。有 14

次（路 4：43；8：1；9：2，11，60；10：9，11；16：16；
徒 1：3；8：12；19：8；20：25；28：23，31，引文如下），

他把福音定义为神国的福音： 
路 4：43：“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

是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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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8：1：“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

国的福音。” 
路 9：2：“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 
路 9：11：“耶稣欢迎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 
路 9：60：“至于你，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 
路 10：9，11：“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 
路 16：16：“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

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可能这样翻译更贴切：“人人被郑重

敦促要进去”）。 
徒 1：3：“［四十天之久］他讲说神国的事。” 
徒 8：12：“及至他们信了腓利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

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 
徒 19：8：“［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

神国的事，劝化众人。” 
徒 20：25：“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

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 
徒 28：23：“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

道，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 
徒 28：30，31：“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整整两

年。凡来见他的人，他都欢迎接待，并且放胆地传讲神的国，

教导有关主耶稣基督的事，没有受到什么禁止。” 
在使徒行传 20 章 24 节，保罗对以弗所人把他的传道工作

总结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紧接着，他就指明那是“传

讲神的国”（25 节）。最近有一项研究，研究路加对神的国的理

解，它正确地指出：“传讲神的国，概括了耶稣、使徒、门徒

以及保罗的传道工作。”2这个研究的作者说，“基督的讯息可

以归纳成‘神的国’这个词。”3然而，纵观成百上千宣传“福

2罗伯特·奥图尔（Robert O’Toole），耶稣会，《20 世纪评注里的神的

国》（The Kingdom of God in 20th-Century Interpretation），由温德尔·威

利斯（Wendell Willis）编辑，第 153 页。 
3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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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的小册子和宗教书籍，人们从中绝对想不到神的国是这讯

息的核心，甚至根本想不到它是这讯息的一部分！“神的国”

以及“神国的福音”几乎已经彻底消失了。 

信息被压制了？ 

在我们最期待“神的国”出现的地方，它却不见踪影。有

一位教会合一运动（the ecumenical movement）著名领导人，

曾担任普世基督教会协会副秘书长（Associat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他说： 

我们发现，在新约，神的国是耶稣宣教工作的中心主

题……然而，我们却不能说，它是基督教世界中影响深

远的古典传统的中心主题。使徒信经（the Apostles’ Creed）
没有提到它。尼西亚信经（the Nicene Creed）讲到基督时

说，“他的国没有穷尽”，但是它没有用“神的国”这一

词。源于宗教改革运动的主要传统讲到了“宣讲福音”

或“宣讲基督”，但是几乎没有讲“宣讲神的国”。4 

最近，葛培理福音布道协会（the Billy Graham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发行了一个小册子，标题为“福音是什么？”作

者绕开了“神国的福音”这个词，但他告诉我们福音是“神的

福音”（the Gospel of God），“基督的福音”（the Gospel of 
Christ），“我们得救的福音”（the Gospel of our salvation）以及

“平安的福音”（the Gospel of peace）。虽然他也提到了“神恩

惠的福音”（Gospel of the grace of God）（徒 20：24），但是，

令人惊奇的是，出现在下一节（徒 20：25）中提供信息的、

解释性的词却完全被忽略了。保罗在这里把“神恩惠的福音”

定义为“宣扬神的国”（the proclamation of the Kingdom）！ 

4莱斯利·纽比根（Leslie Newbegin），《神的国的记号》（Sign of the 
Kingdom），第 vii 页，强调部分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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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圣经词典》（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Dictionary）讨论了“福音”这一词条，解释说这个词指的是基

督和他的使徒宣讲的信息。它接着指出： 

在有些地方，它被称为“神的福音”（the gospel of God）
（可 1：14；罗 1：1；帖前 2：2，9；提前 1：11）。有

些地方是“基督的福音”（the gospel of Christ）（可 1：1；
罗 1：16；15：19；林前 9：12，18；加 1：7）。另外，

有一处是“神恩惠的福音”（the gospel of the grace of God）
（徒 20：24）；一处是“平安的福音”（the gospel of peace）
（弗  6：15）；你们得救的福音（ the gospel of your 
salvation）（弗 1：13）；还有一处是“荣耀的福音”（the 
glorious gospel）〔林后 4：4，AV（英王钦定版圣经）〕。5 

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有 20 处左右，福音都直接

与“神的国”一词相连，它是“神的国的好消息”。尽管这个

事实放在眼前，但是该词典却对“神国的福音”只字未提。这

种对神的国极不寻常的沉默，真是基督教作品的典型特征（参

看第一课）。 
在我们继续前进，从先知书研究神的国之前（第四课），

我们先完成对福音内容的分析，这是使徒行传里由使徒的教会

传讲的内容。在使徒行传第 8 章，路加用了几个平行用语来描

述教会传福音的活动。他们“把这个讯息作为好消息在传讲”

〔照字面翻译就是，“传道”（evangelizing the word），4 节〕；

腓利“向他们宣讲基督”（proclaimed the Christ）（5 节）。撒

玛利亚因而“领受了神的道”（the Message of God）（14 节）。

当“他们证明了主的道（the Message of the Lord），而且传讲，

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一路上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

（preaching the Gospel）”（25 节）。然而，在这段记述的中心，

对救赎讯息的内容，路加给出了最易于理解的描述。他谨慎措

5第 12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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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让我们准确理解“宣讲基督”、“传道”或者“传扬福音”

是什么意思。它们的意思就是“传神国的福音［福音是关于神

的国的。神国的，‘……的’（of），即‘关于……的’（about），
希腊文是 peri］和耶稣基督的名”（徒 8：12）。这是路加对福

音最完整的概括。在他的叙述中，他在其他两处极为重要的地

方又将它重复（徒 28：23，31）。它给出了他使用的其他“省

略”说法的定义，并且它应该作为一个集结点，来号召所有的

福音宣讲工作。但极不寻常的是，这些经文在定义福音的文献

里几乎没有被提到。如果它们被严肃认真地对待的话，当下的

“福音”将被曝露出是有缺陷的。另一个重要事实也会浮现出

来。使徒们坚持认为，神的国是他们所传讯息的核心，其坚定

的态度一点也不亚于耶稣。他们忠诚地跟随他们的主人。但是，

能说如今的福音传播工作也是这样吗？ 
不理解“神国的福音”这个词，就不可能懂得并回应耶稣

的第一个命令。我们被要求“悔改，信神国的好消息”（可 1：
14，15）。新约中所有后续的传教工作，都应该指向救赎福音

的这个基本论题。耶稣呼吁人们相信神国的福音，如果传教工

作脱离了这个呼吁，它就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也就是说，它

要面对一个扭曲的、继而“改头换面的福音”。这种扭曲已经

发生了，这不难看出。大家只要听一听传道人所讲的“福音”，

就能判断出他们另外还会传讲些什么，传的不是神的国。这只

能说，耶稣所宣内容的基本要素已经被压住了。以救赎主的名，

“封住”救赎主的口，这种做法留下的后果是，当代的讲道令

人费解，令人不安。 
 
“在基督的教导中，神的国是中心点……耶稣的基本教导

自然而然围绕在这个中心主题周围。”6 

6《基督与使徒词典》（Dictionary of Christ and the Apostles），第 1 卷，

第 4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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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懂得并回应神国的好消息 

掌握经文： 

“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

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

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

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

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

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

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赛 2：1-4）。 
“当［但以理看到的画面所代表的］那列王在位的时候，

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这国必打

碎灭绝那一切国，但它必存到永远”（但 2：44）。 
“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

给他［撒下 7：14-16］。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路 1：
32，33）。 

 



第四课 懂得并回应神国的好消息 

有位作者，做了一个关于“基本基督教”（Essential 
Christianity）的解经讲道系列。在 1894 年，他问了这些问题： 

你有没有认真、深入地思考过，耶稣基督总是在宣讲“神

的国”，并且在给我们的祷告范文中，他教导我们，要常

常祷告，求他的国度降临（太 6：10）？现今，人们总

是谈论“教会”……可是，主祷文根本没有提到“教会”，

反而“神的国”却极为突出，显著。想想现代这种实际

做法，再想想主祷文的内容，难道不感到震惊吗……？

就记载而论，基督只有两次提到教会……另一方面，他

讲到神的国却不下 112 次。 

这位作者继续指出： 

基督教历史上危害最大最致命的错误之一，就是圣奥古

斯丁（St. Augustine）所犯的错误，他把神的国与教会等

同视之……但是，认为教会是神的国，就相当于认为英

国的军队就是英国。就神的国而言，时候真的到了，所

有基督徒都应该认真考虑一下基督这个教导，它已经失

传太久。1 

我们的看法是，若神的国的概念不够清晰，那这一定会直

接影响我们充分理解耶稣的福音讯息——基督教的福音。正如

我们已经看过的，神的国是耶稣所有教导的基本主题（路 4：
43 等等）。因而，如果我们不懂他说的神的国是什么意思，那

么，对于他让我们悔改并信神国的福音的呼召，我们就不可能

做出回应。不提及神的国，却呼吁我们接受“福音”，这肯定

是有欠缺的，因为它忽略了救赎福音的基本部分，这福音是耶

稣和使徒们呈给我们让我们相信的（可 1：14，15；路 4：43；
太 4：17；徒 8：12；28：23，31）。 

1休·普莱斯·休斯（Hugh Price Hughes），文科硕士，《基本基督教》

（Essential Christianity），第 57-59 页，强调部分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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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可能已经隐隐约约地设想，神的国就是教会的同

义词，是信徒的团契，那我们就必须得仔细研究一下圣经的证

据，来看一看神的国是否有可能限指神现在的统治，或者在我

们心中的统治，再或者是在总体信徒内的统治。如果我们一直

把“天堂”作为基督徒的目标来谈论，那我们就必须要开始换

个词语，讲神的国，就像耶稣一直做的那样。 
我们上文引文的作者继续告诉我们耶稣的神国概念的根

源： 

耶稣基督是从哪里得来并丰富他神国的教义的？我想，

答案清楚无疑。他从但以理书得来，尤其是但以理书第 7
章。有很多证据证明，但以理书是耶稣基督最喜爱的书

卷之一，是在他风云迭起的、公开的传道生涯开始之前，

在拿撒勒那段平静的、默默无闻的岁月里，他深入刻苦

钻研的书卷之一。他几次提到但以理书的内容，因此，

一旦但以理书被读懂，它一下子就能阐明许多我们主描

述神的国时的比喻……他一次次声明，神的国是他的生

命所要建立的首要目标，而且，他坚称，它应该也是我

们的生命所要促成的首要目标。在“先追求神的国和他

的义”这条令人难以忘记的命令中，他归纳了我们所有

的职责（太 6：33）。2 

从但以理书的提示中，我们很容易就能证实，神的国（或

者天国）是一个真实的、外在的帝国。不仅如此，这个帝国还

会突然地、激烈地从存在于它之前的、世界的政权手中把权力

夺过来，并且由“人子”（the Son of Man）（但 7：13，14）和

“圣民”（the saints）（但 7：27）来管理。从但以理书的证据

来看，它决不可能只是一个建立在信徒心中的、看不见的政权。

它的疆域以及位置都在地上，这一点清楚无误。同样清楚的是，

但以理书所描写的神的国，还未出现。 

2同上，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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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建立一国［在新约里，

称为神的国或天国］，这国必永远不被毁灭，国权也不归给别

族的人。这国必打碎消灭其他各国，但它必存到永远”（但 2：
44）。在后面一节，神的国的影响力被比作一块石头，打碎之

前世界各个帝国的“铁、铜、泥、银和金”。我们确定这震天

撼地的大事一定会发生，根据就是“至大的神给王指明的”事，

也是“将来要发生的事。这梦是真实的，解释是可靠的”（但 2：
45，参看现代中文译本）。 

他［人子——耶稣最喜欢的自我称呼］得了权柄、荣耀、

国度，使各国、各族和说各种语言的人都侍奉他。他的

权柄是永远的权柄，是不能废去的；他的国度是永不毁

灭的……那时，国度、权柄和普天之下万国的大权，都

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们的国是永远的国；所有掌权

的都必侍奉他们，顺从他们（但 7：14，27，RSV）。 

很明显，神的国是一个帝国，并向万国施行统治。它会在

地上（“在整个天下”）当权，而且它的建立，要通过一场大灾

难、一个国际性的突变，最终带来彻底的政权重组。神国的管

理大权会由“人子”和“圣民”接手。在新约，反复出现（但

很少被传讲的）一个主题就是，耶稣和跟从他的人会成为行政

长官，管理新的世界性政权——神的国（太 19：28；路 22：
28-30；林前 6：2；提后 2：12；启 2：26；3：21；5：10；
20：4）。新约里，成为圣徒，就是成为未来神国里被委任与弥

赛亚一起统治的人。 

耶稣宣告大灾难即将来临 

耶稣公开宣告神的国临近了。从以上这个背景信息来看，

他的宣告肯定要被理解为一个警告，警告未来历史上会出现规

模宏大的灾难。这件惊人的大事不只是但以理预见了，其他希

伯来先知也预见了。它要求人们立即悔改，并改变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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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国近了”（可 1：14，15），所以要悔改。之所以呼吁人

们悔改，就是因为神国里的位子只会留给那些在生活中忠诚地

顺服神的人。宣讲福音，也是提出一个警告。这个警告的成分

从施洗约翰的呼吁中也能看出来。他呼吁，不管是个人还是国

家的举止行为，都要有“180 度大转弯”，因为神的国“近了”

（太 3：2）。论到耶稣，约翰说：“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净

麦场，把麦子收进仓里，却用不灭的火把糠秕烧尽”（太 3：
12，新译本圣经）。马太在描述这个讯息和他概括耶稣的教导

时，用的话是一模一样的。约翰和耶稣，都是神的话的代言人，

都呼吁人们悔改，“因为神的国近了”（太 3：2；4：17）。这

个讯息既包含一个警告，又包含一个应许：执意不悔改的人，

得到的可怕后果是立即死亡；听从讯息并相应地做好准备的

人，得到的是神国的荣耀。这个简单的主题统管整个新约。对

人类来说，有两种命运——“要么谷仓，要么焚烧的火。”一

个人不是进入神的国，就是被毁灭。这就是基督教福音中所含

的严厉的警告。 
呼召人们悔改的背后，是著名的“耶和华的日子”这个概

念，旧约的先知们预言过这个日子。在新约，这个神发出可怕

的烈怒的日子，正是耶稣再临以建立所应许的神的国的日子。

因此，在著名的稗子的比喻中，好种子就是： 

天国之子［门徒］；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

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

天使。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

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不法之徒，从他

的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太 13：38-43）。 

在神的国里，义人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而神的

国到来的时间是世界的末了，注意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同时，

神的国出现的时候，恶人将会被“丢在火炉里”。“他们父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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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神的国），很明显是一个以审判开始的新体制。在这个国

里，义人会荣耀地显现，而在审判时，恶人会遭遇毁灭。在这

些经文里，神的国肯定不是指当今的国度，更不是“神在人心

里的统治”。它会在“世界的末了”出现。所有这些，都与但

以理书第 2 章和第 7 章所描述的国度美妙地吻合，显然，耶稣

的教导源自于这卷书。 
但以理书的上下文可以证明这些基本事实，耶稣引用的

“义人要发出光”，正是出自那里。这话是但以理死人复活之

预言的一部分（但 12：2-3）。就在“许多睡在尘埃中的人醒过

来得到永生”的时候，义人就必在神的国里“发光，如同穹苍

的光体”（但 12：3）。我们注意到，耶稣所说的义人（太 13：
43），就是“那些使许多人得智慧归向义”的人（但 12：3）。
也就是说，“我的义仆，将以其知识，俾多人为义”（赛 53：
11，文理本圣经）。这些是描述基督徒生命的最重要的经文。

懂得神的国度这个计划，是基督徒生命必不可少的基础。 

耶稣同时代人所期待的神的国 

耶稣的同胞们切切盼望的神的国，无疑是一个新的世界秩

序，它所影响的不仅仅是少量的门徒，而是整个世界。带来这

个新秩序的“耶和华的日子”，将会是像大洪水那样的灾变，

因为它的大能是具有毁灭性的。然而，在可畏的审判之后，一

个更新了的、重生的世界会出现，一个健全的、和平的政权，

将为所有被允许活下来进入新国度的人保证一个黄金时代。与

许多当代听众不同，那些听到耶稣宣告神的国的人，一定完全

明白先知们所说的事，说的就是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就要到来

了： 

人屈膝，降为卑下……耶和华起来使大地震动的时候，

你当进入岩穴，藏在土中，躲避耶和华的可畏和他威严

的荣光。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

必屈膝，惟独耶和华被尊崇。那一日，万军之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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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weh Sabaoth）［天上万军之主］，必要攻击一切骄傲

的、狂妄的，和所有高抬自己的，他们都要降卑……人

的高傲必变为谦卑，人的狂妄都必降为卑微，在那日，

惟独耶和华被尊崇，偶像必全然废弃。耶和华兴起，使

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石洞，进入土穴，躲避耶和

华的可畏和他威严的荣光。到那日，人必把那些自己所

做、供自己敬拜的金偶像和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赛 
2：9-20，耶路撒冷圣经）。 

只要阅读一下先知们是怎么说的，就能理解那时人们对世

界新和平时代的盼望，那时代就是随着耶和华可畏的日子而来

的时代。当耶稣开始他的传道活动，要人悔改并相信福音的时

候，人们期待神的国到来。这种期待，这种思潮，已经被历史

学家和神学家都清楚地记载下来。他们所展现的事实，提供了

一个不可缺少的引导，引导我们去理解耶稣最爱的词，“神的

国”。如果这个词没有牢牢地扎根于公元 1 世纪时希伯来背景

环境的话，想要理解耶稣发出“悔改，信神国的福音”这个呼

召时他对我们有什么样的要求（可 1：14，15；比较徒 1：3；
1：6；19：8；20：25；28：23，31），那是极不可能的。脱离

了它的希伯来背景后，“神的国”已经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重

新定义，几乎完全离弃了它的圣经含义，以迎合我们自己的宗

教概念和宗教理想。然而，认为这些定义是耶稣的意思，或者

把它们叫做他的福音，这绝对是有问题的。定义基督教神国的

福音时丢失了它该有的历史含义，究其根本，是由于我们神学

的混乱和分裂而造成的。 
一位著名的基督教历史学家描述了必要的历史背景，可以

帮助理解耶稣和施洗约翰宣告神的国时所产生的影响力： 

对大救赎……以及对公义的、和平的、繁荣的黄金时代

的期待，依然保持着生命力，因为在会堂，会有圣经选

段被朗读，被阐释……这期待时而不时地产生出一些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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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他们宣告，那伟大的时刻就要到了。3 

通过宣告，耶稣和约翰都在呼吁人们做好准备，准备未来

神介入的时刻，准备耶和华的日子。在新约，这个日子指的就

是所期待的神国的到来。自始至终，在耶稣和使徒们的教导中

起支配作用的都是，对未来的审判以及在此之后建立新的世界

秩序的期待。他们告诫的每个字，针对的目标都是让我们为这

个大事件做好准备。整个新约就是一本指导手册，为那些准备

在未来神国里和耶稣一同统治的人提供的指导手册。 
使徒们宣讲神国的福音，也就是基督教的福音时，预先假

定，听众理解希伯来人看历史的这种角度。而我们的问题是，

现在的听众对耶稣之教导的希伯来背景知识一无所知，但他们

却常常被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接受“福音”。这种做法导致的结

果就是错解，而且要纠正这种错解，只能是向慕道者教导新约

的基本“词汇”。把福音缩减，只剩下耶稣的死亡与复活，这

根本行不通。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两件事为未来神的国的建

立提供了保证；但是神的国仍然是先知们所预见的那个国度。

我们依然需要为它的到来祷告（太 6：10）；它是救赎福音的

核心（徒 8：12；28：23，31；太 13：19；路 8：12）。 

耶稣的犹太人身份长期以来被人厌恶 

当评注家们遇到耶稣的弥赛亚式思想观念时，他们常常表

现出他们对救赎主，即基督的嫌恶。有些人，不承认启示录来

自耶稣基督的启示。通过引述他们的思想，我们就能非常容易

地说明这种对弥赛亚国度的反感（对它反感，继而对神国的福

音也会反感）。对于持这种信念的学者来说，写启示录的人： 

继续活在过去时代的学习成果里。他学习圣经经卷，消

3G. F. 摩尔（G. F. Moore），《宗教史》（History of Religions），第 1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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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圣经经卷。他从它们当中得出他那恢宏的末世论［与

未来相关的］体系……这纯粹是他产生的人类智慧，却

弄得它好像是神的话，并且他还尽可能大声地断言这卷

书的源头是神，通过这个手法，他试图刻意隐藏他心里

知道这卷书的真正来源……因此，他的书成了预言衰亡

的纪念碑……这部剧的最后一幕被他描述成两个阶

段……首先，在弥赛亚之役以后，是基督和殉道者共同

统治一千年……这其实是犹太人公认的末世论……这

里，我们看到的是能想象得到的最完全的倒退，倒退到

古老的、熟悉的、犹太民族语言里。基督徒取代了犹太

人，也沿袭了他们对外邦人的蔑视……耶稣转变了神的

国的概念，但是对这种基督徒来说，整个转变已经全是

枉然。4 

对启示录的耶稣，说的可真不少！从我们的引文来看，耶

稣只是一个无知的犹太人。不幸的是，那些属于这个学派的人

起步时就误解了耶稣和他神国的讯息。接着，他们又指责（启

示录里的）耶稣违背了他们的错误概念！看起来，不信的后果

就是不可避免的惩罚：“你们若是不信，就必定不懂”〔赛 7：
9，LXX（七十士译本）〕。我们可能会被交于自己的罪的操控

之下。 
我们进一步引用证据来证明，启示录里耶稣的讯息已被许

多人拒绝。他的信息被拒绝，他整个弥赛亚式思想观念也就被

拒绝了。 

有一卷书需要引起注意，因为它特征奇特，又因为它对

基督教末世论［教导关于未来的事情］所产生的影响，

它就是约翰的启示录……大部分异象所包含的内容，与

基督教特有的事物相关甚少［尽管它是耶稣基督启示

的！］，以致于有人曾严肃地提出疑问，这些异象是不是

4保罗·温勒（Paul Wernle），《基督教起源》（The Beginnings of 
Christianity），1903，第 I 卷，第 364 页，第 372-374 页，强调部分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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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从犹太资料中挪过来，只是稍稍做了改编，就在基

督教使用。无论作者的原创性有多少，其本质思想从头

到尾都是犹太的。圣徒复活，与弥赛亚统治一千年；一

千年结束的时候，在歌革和玛各有征战，撒但他们毁灭；

所有人复活，接受最后的审判；金光闪闪、从天而降的

新耶路撒冷，有生命水的河，每月结新果子的树，能医

病的树叶，这些都是陈腐的犹太末世论思想与想象……

连同肉体的复活以及一千年的统治。［这些］被带到教会，

并在无知的基督徒当中……被接受。第二世纪，千禧年

末世论［相信圣徒会与基督一同统治一千年的信仰］是

小亚细亚（Asia Minor）以及广泛地区的正统信仰，他们

的神学理论就源自于那段资料；爱任纽（Irenaeus）所信

的就是它。神学理论经过种种变化，但它却依然存在，

而且一次又一次地掀起大范围宗教狂热。5 

这段文字精彩地概括了启示录对未来的预见，这一点，我

们应拍手称好，可同时，我们对它轻蔑的风格甚是惊讶，因为

在此处，新约伟大的真理被认为是非基督的，耶稣的异象是“陈

腐的”，因此被弃之不理。 
鲜为人知的是，大多数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 Christianity）

的“创建之父”，也认为启示录里记载的耶稣的讯息难以接受： 

起先，路德（新约译本序言，1522）表达出对这卷书［启

示录］强烈的厌恶，声称对他来说这卷书无论怎么看都

没有预言性质，也没有使徒的风格……他看不出这卷书

是圣灵的作工。此外，他不喜欢其作者关于这卷书所给

的命令和警告（22：18，19），也不喜欢赐予那些遵守这

卷书所记内容之人的祝福的应许（1：3；22：7），因为

没人知道书里所记载的是什么，更别说去遵守它了，况

且还有许多更优质的书卷要去遵守。另外，许多教父拒

5G. F. 摩尔，《宗教史》，第 144 页，第 145 页，强调部分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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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这卷书……“最终，人人都按照自己的灵所提示的去

看待它。我的灵无法认同这卷书，并且我有足够的原因

让我不给它很高的评价，因为在这卷书中，既没有教导

基督也没有承认基督，而这是一名使徒应该最先做的

事。” 

后来（1534 年），路德在这卷书中发现可能对基督徒有用

的东西……但他仍然认为，它是一个隐藏的、不能用言

语表达的预言，除非对它做出一番解释，而且，经过多

次努力之后，即便他得出了解释，也仍然没有定论……

他对这卷书的使徒性依旧持怀疑态度，（1545 年）他出版

他的新约时，把这卷书与希伯来书、雅各书和犹大书一

起放在附录中，在目录中也没有列出……慈运理

（Zwingli）［著名宗教改革家］认为启示录“不是圣经书

卷”，甚至有很高属灵眼光的加尔文，也没有对约翰二书、

约翰三书和启示录做出评注。6 

加尔文对启示录有迟疑，路德则明显地拒绝听从耶稣在启

示录发出的警告。尽管如此，教会却一直拥护加尔文和路德。

对于这一引人注目的事实，读者应该慎重地思考思考。我们看

看耶稣的警告： 

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

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

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

树和圣城，删去他的分（启 22：18，19）。念这书上预

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

为日期近了（启 1：3）。 

这听起来可不像是说，这卷书能轻易地被贬低至附录！ 

6“启示录”，《黑斯廷斯圣经词典》（Hastings Dictionary of the Bible），
第 IV 卷，第 2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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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所公认的，启示录把旧约的预言线索都归拢到一起，

并描述耶稣再临时神的国在地上建立的情况。它描绘了神的国

战胜敌对世界的情形，是旧约及新约之盼望合适的高潮。 
当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耶稣宣告的神的国，最终就会

在地上掌权： 

世上的国［注意，当今没有任何一个现存的国是神的国］，

成了我们的主和他的弥赛亚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

远远……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

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比较诗 97：1 和 99：1，“耶和

华作王”］外邦发怒，你的忿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

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

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毁灭那些败坏世界之

人的时候也就到了（启 11：15-18）。 

这就是福音里宣告的神的国，也是基督徒祷告“愿你的国

降临”时祷告中的国！人们还没有广泛地认识到，在这样祷告

的时候，基督徒是在期望人类政权被推翻，以使和平、和谐遍

布全球。新约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只有当神介入，结束“这

罪恶的世代”（加 1：4）以后，神的国才会到来。 

反弥赛亚倾向 

拒绝启示录这卷书，表明了许多传统神学中一种根深蒂固

的反弥赛亚倾向。评注家们把启示录评价为“非基督的”，试

图把它从圣经正典中除去，或者对它“重新诠释”以避开它“犹

太的”千禧年预言。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表达了他们对

耶稣的嫌恶。可是，耶稣耗尽心力想要成就的，正是通过他的

国为世界带来和平，为所有人带来公义。 
真正的耶稣从未抛弃先知们对地上的弥赛亚政权的盼望。

然而，他明白，神的国得胜，必须等他再次荣耀地降临。因此，

新约中，“耶和华的日子”的到来，要在耶稣“在火焰中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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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应那不认识神的人”的时候（帖后 1：7-8）。那时，神的国

就到了；那时，世世代代的盼望就实现了；那时，“主啊，要

等到几时？”这样苦苦的呼喊就得到应答了。新约在一节又一

节的经文中竭力要表达的正是这个弥赛亚式的未来。（有人曾

计算过，耶稣再临在新约被提到超过 300 次。要是把耶稣再来

的同义表达也考虑进去的话，这个数字还要高得多。）可是，

一旦信徒与神国里光明未来之间的张力线松弛下来，信心就失

去了生命力，并且成为门徒的意义也就被毁坏了。如今，教友

们常常缺少的，就是那种要进入应许之国的原动力。没人告诉

他们那个国度是什么。他们的指导人中有很多似乎也不明了基

督徒的未来。他们圣经的最后一章整个都是空白的，需要装满

圣经所有丰丰盛盛的盼望，盼望基督在地上掌权。 

没有实质的未来 

将来基督和忠实的信徒在地上统治，这个期望是福音讯息

的重要部分，与耶稣的牺牲及复活密不可分（徒 8：12；28：
23，31）。遗憾的是，很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却轻视这个即将

到来之神国的盼望，认为它是可以被丢弃的，是古老思想的残

留物，而对于这种思想，带着很优越的科学观的我们，认为它

狭隘。他们这样做，就把基督神的国的教义置于迷雾的笼罩之

下。基督徒的未来被降成毫无意义、无趣无味的事，而不是了

不起的、人人都要做准备的历史高潮。的确，不是所有人都能

活到耶稣带着大能降临的时候，但是不能以它为借口，不理会

关于弥赛亚再来的教导。他再来的日期无人知晓。那些在末期

到来之前就去世的信徒，会通过复活进入神国的荣耀之中（帖

前 4：13；林前 15：23；启 11：15-18）。 
以下的询问，是向一家长老会（Presbyterian）杂志一位神

职人员代表提出的。对这个问题的回应，说明了很多人不情愿

面对严峻事实的态度，他们不愿面对耶稣给出的关于未来的警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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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为什么在我们教会中，关于耶稣再临的讲道这么少？

它是不是我们的信仰的一部分？ 

答：关于神学的问题，不是所有基督徒的看法都是一样

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不懂得神是已经来过的神，是同

在的神（基督已经复活），是将来必然会来的神——不管

未来的结局是什么样子的，神都会来——那么他在我们

的传统中就会感到不自在。照字义解释耶稣再临，将会

破坏它的美，也会破坏它的意义。不讲它，是为了避开

就我们所了解的可能是福音最重要的那部分，因为相对

来说，过去和现在是短暂的，而明天却与永恒相接。 

在该杂志后来一期内容中，刊登了对这个答案的合理的反

应： 

我确信，关于耶稣基督再临的问题，是一个很严肃的问

题，而他对此给出的却是一个迷惑人的、等于没回答的

回答。我倒是很佩服他用启示录____来作为他的答案。

如果我看懂了他的答案，他的意思其实是说，“我们不全

都同意。但是，如果你想在我们的团契里待得舒服自在，

你就需要同意，耶稣会再来，但又不完全是这样——因

为如果你真的相信他会再来，你就会破坏它的美，也破

坏它的意义。然而，你又不能不理会它，因为它发生在

未来。”为什么不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为什么不承认，

那些不真正接受圣经的人必须把“耶稣再临”“属灵化”，

不承认他们这样做是因为“耶稣再临”是新约一大块内

容，不能不理？ 

这种处理新约关于未来的教义的方式，是很多世纪以来所

发生的许多事情的典型特征，并且这些事都被冠以基督教教导

的名义。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很难洞察其中所用的文字把戏，

因为公然拒绝神的国的圣经教义的行为，已经被蒙上了气势不

凡的“神学”语言的面纱。许多传统神学对“耶稣再临”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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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都不应该用“属灵化”这个术语来为其添光加彩。它已

经让“耶稣再来”蒸发了。如果先知的预言和神国的福音里最

重要的未来成分被拿走，那它们所言的整个景象就会受到严重

损坏。甚至很多福音派所讲的福音，也同样不提任何关于未来

的事情。这里是他们如何给福音传播下定义的： 

传福音，就是传播好消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

并且根据圣经所记，他被从死人中复活；作为统治的主，

现在他会赦免所有悔改并相信的人的罪，并赐给他们使

人自由的灵作为礼物。7 

这对我们来说，似乎缺少了基本元素，就是耶稣那样教导

的福音的基本元素。耶稣传讲的是神的国的福音，到了后来才

增加了他死亡与复活的信息。耶稣讲，回应神国的福音，是得

救和得不朽坏之生命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他教导说，不朽坏之

生命的种子就在神国的福音里（参看太 13：19；路 8：12；
彼前 1：21-25）。 

福音中未来神的国 

耶稣迫切要求人们“悔改，信神国的福音”（可 1：14，
15。为什么传福音不从这节开始呢？），这个要求暗示我们要

理解“神的国”这个词。当耶稣的主导词词义不清楚的时候，

福音本身也就让人费解了。或许正是因为无法确定耶稣宣讲神

的国是什么意思，才导致福音派在定义福音的时候放弃了所有

与神的国有关的信息，从而倚靠他们所认为的救赎福音的完整

叙述来定义：耶稣死亡，被埋葬，复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15
章 1-5 节的话常常被用来支持这种说法： 

7《洛桑信约》（The Lausanne Covenant），世界福音会议（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World Evangelization），洛桑（Lausanne），瑞士（Switzerland），
1974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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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们，我要把我从前传给你们的福音向你们讲明。这

福音你们已经领受了，并且靠着它站立得稳。你们若持

守我所传给你们的道，就必靠这福音得救，不然就是徒

然相信了。我从前领受了又传交给你们那最要紧的［字

面意思是“在首要的事当中的”，NASV（新美国标准版

圣经）页边注］，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记的，为我们的罪

死了，又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记的，第三天复活了，

并且曾经向矶法显现，然后向十二使徒显现……不论是

我，或是众使徒，我们这样传，你们也这样信了（新译

本圣经）。 

要理解保罗这段精妙的关于他自己所传福音的论述，关键

在于理解短短的词组 en protois，“最重要的事当中的”（3 节）。

当时，有些哥林多人开始产生怀疑的事，是耶稣的复活：“怎

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林前 15：12）。
为了回应这一特别的信仰危机，保罗提醒他的听众，耶稣的死

亡与复活在基督教的福音中具有绝对重要的意义。没有耶稣死

亡使我们所有人得到宽恕，没有他从死亡中复活，就没有在即

将来临的神的国里得救的盼望。 
然而，从这段经文论证耶稣的死亡与复活组成了整个福音，

是个危险的错误。保罗用词非常谨慎，他说，所传的这些中心

事实，是“最重要的事当中的”（3 节）。然而，这不是整个福

音。福音中还有其他同样重要的事，即宣告神的国（徒 8：12；
19：8；20：25；28：23，31）。我们记得，耶稣在讲到他死亡

与复活很早以前就已经宣讲神的国了（路 4：43；比较路 18：
31-34）——这个事实就能证明神的国不是耶稣死亡与复活的同

义表达。 
此外，很明显，保罗在这里直接针对的主题，不是与未来

耶稣回来这件事同时发生的神的国。哥林多人已经把它作为救

赎福音的一部分接受了。因此，保罗能够在几节之后的经文中

再详述神国的教义。在他刚刚提到未来耶稣再来（23 节）之后，

他就讲到神的国，这个国在耶稣来的时候由他掌管（25-2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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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特别留意，这个国是“血肉之体”不能进入的，因为“必

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50 节）。要进入神的国，基督徒必

须在最后的号声响起时从死亡中被唤起，眨眼间转变成不朽坏

的人（51 节，52 节）。这些经文再一次证实，神的国会在耶稣

再临的时候开始取得统治之权。 
神的国在新约福音讯息中处于首要位置，当然，在它以外，

宣讲救赎主的死亡与复活同样重要。大量证据表明，不管是在

复活前的传道工作中还是在复活后的传道工作中，神的国都处

于极重要的中心位置（路 4：43；可 1：14，15；太 4：17；
徒 8：12；19：8；20：25；28：23，31 等等）。用哥林多前书

15 章 1-5 节来反驳这些证据，是严重地错解圣经。我们必须再

一次强调使徒行传 8 章 12 节的重要性（与徒 28：23，31 相呼

应），在这节经文中，路加简练地概括了福音讯息：“及至他们

信了腓利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

洗”（比较太 13：19；路 8：12）。 

对福音的当代表述 

1974 年 洛 桑 福 音 会 议 （ Lausanne Conference on 
Evangelism）给福音下了一个定义（上述引文）。它讲到通过耶

稣死亡，罪得以赦免，讲到他复活，讲到他现在在天上掌权。

可是，对于神的国是基督徒的目标，它却什么都没讲。关于救

恩未来层面的信息，在新约中如此突出，却没有出现。不讲神

的国，似乎把福音切成了两半，然后把它强烈强调的神的计划

这部分拆下来。神计划派遣他的儿子回到地上，与跟从他的人

一起，统治先知书中所应许的弥赛亚政权。新约的福音讲论的

不是只有过去和现在，而是过去、现在，还有未来。然而，搜

寻一下当代的福音说明（宣传小册、书籍以及广播和电视上的

宣传），我们找不到任何关于耶稣基督在未来要做的事情的相

关材料。而福音中耶稣的关注点却把我们指向最终的目标：不

是在“天堂”里，而是在地上的神的国里，获得一席之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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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看不出还有什么比以下经文更能清楚地定义基督徒的

目标：“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太 5：5）；
“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启 
5：10）。 

福音的盼望 

神的国从基督教的福音中丢失，其根源是，原基督教的重

要部分、圣经关于未来的观念丢失了。多个世纪以来，信徒已

经被劝服，认为他们委身于基督的最终目标，是他们死的时候

“去天堂”。这种概念根本不符合圣经。它逐渐削弱信徒对耶

稣回来在地上建立神的国的那份需要。在新约，盼望（基督徒

三美德之信、望和爱的第二个）直接指向荣耀的弥赛亚未来。

“盼望，可以说是对未来美好事情的渴望，与之相伴的是相信

它会实现的信心……信心，既涉及过去、现在，也涉及未来，

但在圣经中，毫无疑问，它主要是指未来。盼望则单单指向未

来。”8 
当信徒听到关于神的国的福音信息后，他心中灌入了一个

清晰的盼望：“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对众圣徒的

爱心，这都是由于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是你们从

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听过的，这福音……也就是你们从以巴弗

那里学到的”（西 1：4-7，新译本圣经）。“你们既然听了真理

的道，就是使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就在他里面受了

所应许的圣灵作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弗 1：
13，14，新译本圣经）。几节经文之后，保罗祷告，“使你们心

灵的眼睛明亮，可以知道他的呼召有怎样的盼望；他基业的荣

耀，在圣徒中是多么的丰盛”（弗 1：18，新译本圣经）。对信

徒来说，让他们知道，他们是被邀请在未来的新秩序里与弥赛

亚在地上共同统治，这是至关重要的。 

8“盼望”（Hope），《黑斯廷斯圣经词典》，第 I 卷，第 5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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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经文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出，对未来的盼望，是保

罗所传福音的一部分。使徒们的福音布道，超出了罪得赦免的

应许，以及对耶稣的死亡与复活的信。它放在归信之人面前的，

包括在耶稣回来时承受神的国这个应许。因此，如果一个福音

信息没有应许未来神要介入，推翻所有人类政权并把他的国赐

予教会，那它就不是新约的福音。当歌罗西人听了福音后，他

们学到盼望，而且他们的盼望意义如此重大，以致于保罗说他

们的爱心和信心都是“发源于这个盼望”〔NIV（新国际译本）〕。

正是“因为这盼望”（西 1：5，NASV），为他们存在天上的这

盼望，歌罗西人在灵里生出信心和爱心。我们应该注意，他们

承受神国的盼望是“存在天上的”。这是典型的犹太信仰，相

信未来美好的事物已经为忠信的人存留在天上，等着在弥赛亚

来临的时候展现于地上（参看彼前 1：4，5）。因而，事实仍

然是，基督徒的盼望指向的不是死时“去天堂”，而是“承受

地土”（太 5：5），并且在基督回来的时候在其中执掌王权（启 
5：10）。这个国在天上预备着。但是，它将会在耶稣回来的时

候显现在地上。 
我们不会离开地球去到天堂！正好相反：耶稣会离开那里

回到地上来。 
鉴于以上事实，我们建议，洛桑会议的福音传播定义需要

稍作修改： 

传福音，就是传播好消息：神已经计划，历史前进的目

标是，耶稣回来的时候，神的国在地上建立；信神国的

福音、信耶稣为赎罪而死、信他复活的人，耶稣会赦免

他们。因为对于所有相信福音并听从他的人（徒 5：32），
他都应许赐下圣灵作为“凭据”，授予他们权力在今生做

准备，准备在随着他回来而开始的神的国里，与基督一

同作王。 

这样，使徒们“朝向未来神的国”的基本态度就被包括在

福音里，从而反映出新约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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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切需要恢复福音的背景 

耶稣的讯息是以犹太教的、旧约的体系为背景的（耶稣来

并不是要废掉它！太 5：17）。他前来是要带来律法的根本含

义，而不仅仅是从字面上对它加以重复而已。与现代圣经读者

不同，耶稣相信先知们的信息，并且随他们一起，渴望他们的

启示能得以实现。他们一致得到启示，充满和平的神的国将要

到来。同样地，我们也要相信这些先知，这是对我们的呼吁，

而且这个呼吁就内嵌在耶稣的福音讯息里。耶稣极力要求我们

悔改，并信神国的福音（可 1：14，15）。这也正是新约布道

工作开始的地方。福音布道，是呼吁人们相信神的计划，不但

相信神赐下他的儿子作为献祭的羔羊，为世界的罪牺牲，还要

相信神会差遣他回来，在他的国里施行统治（徒 3：21；提后 
4：1）。 

根据新约，基督教是在提出一项要求，要求人们现在就为

进入神的国做准备，而神的国将会在耶稣回来的时候经过一场

超自然的激变来建立。让那些带有科学思想的人头脑中带着这

个简单的计划阅读新约，验证证据，圣经就会变得清晰了。可

是，一旦神的国被“重新诠释”（这完全是一种骗人的方法，

假装不拒绝它，但其实就是在拒绝它！），让它的意思变得只是

一个宗教理想，所应许的是“死时去天堂”，那么新约一目了

然的条理就找不见了。基督教福音的背景是犹太的末世预言，
想简单地把该背景去除，却不摧毁整个福音，这是不可能的事。
现代“福音”介绍内容中，没有“神的国”一词，这种情况证

明，基本的救赎信息丢失了。正如英国国教一位知识渊博的学

者所说：“当希伯来思想被取代，希腊思想和罗马思想开始主

宰教会的时候，信仰上和实践中都发生了一场灾难，而且我们

从未从其中恢复过来，无论是在教义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9 

9卡农·H.高治（Canon H. Goudge），“犹太人的圣召”（The Calling of 
the Jews），自《犹太教与基督教论集》（Essays on Judaism and 
Christia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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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耶稣和保罗神国的福音讯息恢复原义时，康复过程就开

始了。 

宣讲神的国，是耶稣之教导的中心主题，这一点毋庸置
疑……好消息，或称福音，准确地说就是神的国就要到
了：这是毫无疑问的……福音与神的国，就好比是请柬
与筵席。10 

 
 
 
 
 
 
 
 
 
 

10查尔斯·吉尼伯特（Charles Guignebert），基督教历史教授，《耶稣》

（Jesus），第 325 页，第 3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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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 

神的国——神对世界历史的计划 

掌握经文：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

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直到永远……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

你’”（创 13：14-17）。 
“神对亚伯兰说：‘看哪，这就是我和你所立的约：你要

作多国的父。你的名不要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国度

因你而立，君王必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和你世世代代的后裔，

坚立我的约，成为永远的约，使我作你和你的后裔的神。我要

把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作永

远的产业，我要作你们的神’”（创 17：3-8）。 
“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

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加 3：8）。 
“如今你们［以色列］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

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出 19：5-6）。 



第五课 神的国——神对世界历史的计划 

“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给亚

伯拉罕的］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加 3：29）。 
 
作王以及拥有巴勒斯坦之地，是神自己与他所拣选子民之

约的基本内容，最初的代表就是亚伯拉罕。然而，以色列拥有

王权，要依赖于他们的顺服。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向他们

所要求的高标准，都记录在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中。那常常是

失败的故事，他们没有达到神的标准，但大卫是个特例（尽管

他犯过一些错误），他的统治总是有神相助。以色列的先知们

也是顺服神、为他伟大的神国计划而侍奉的好榜样。 
我们已经看过，先知书生动地描述了世界和平的黄金时

代，而以色列的民族盼望，就是那位最理想的王弥赛亚最终会

带来这个时代，并且，这个盼望，即使在被他们的敌人压迫的

年代，仍然熊熊燃烧。那个伟大的日子来到的时候，神的国也

就临到了。我们知道，当耶稣开始传道时，愿神的国降临的祷

告，在会堂里就没有停止过。我们不可能注意不到，会堂里的

祷告和“主的祷文”极为相似：“愿他的名在这世上被尊为大，

被尊为圣，因世界是遵他的旨意被造。愿他在你在世的时候，

在你的日子里，在所有以色列家在世的时候建立他的国，愿他

速速建立，愿那时间快快到来！” 
正如德国一位著名神学家所说：“耶稣之教导的真正背景

是……犹太思想，在这个思想中，神是统治者，他作为王的行

事作为，就显现于他的国之上。”1 

韦斯称，旧约重点强调的就是这个，他还表明，强调这

个内容，含带着一种对于世界的或人类的王权的对抗。

这种概念是，神会通过审判世界的王权来展示他的王权。

在这个背景的映衬下，我们能够看出，很自然地……当

先知们宣告大灾难就要到了的时候，他们是在宣告神要

1约翰·韦斯（John Weiss），《耶稣传讲神的国》（Jesus’ Preaching of the 
Kingdom of God），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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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王的身份施展他大能的作为。［先知书］表达的盼望是，

神施展大能的、王的作为，通过他的作为，他的子民得

到救赎，他的仇敌和他子民的仇敌被毁灭，现在这邪恶

的世态［比较加 1：4，“这罪恶的世代”］彻底地、永远

地被扭转过来……耶稣使用“神的国”一词，背后放着

的就是这个盼望。2 

人必定要作王 

基督教福音的主题，神的国，深深植根于希伯来圣经（颇

为不幸的是，我们称之为“旧约”，因为很多自称是基督徒的

人认为“旧”实际上就相当于“废弃”）。我们最好还是记住，

保罗提到旧约时，说它是“圣言，能使你［基督徒］因信基督

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提后 3：15）。因而，成为基督徒，我

们必须获得希伯来圣经中神圣启示所含的智慧和悟性；希伯来

圣经是我们的圣经的一部分。 
人类得到的第一个命令是“管理……全地”（创 1：26）。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神的国这条金线的起头，这条线贯穿整个圣

经，从创世记到启示录。亚当被委任为神的副摄政王。人是按

照神的形象（image）和样式（likeness）被造的（创 1：26），
因此，人是神的“摹本”，也就是一种与模型相一致的描摹。“形

象”（image）一词，意思是“劈砍或雕刻出的雕像，比如神像

（idol）”，是雕塑。“‘形象’和‘样式’都是一种表达式，表

达……从人指回神……而神把他自己展示为人的‘原型’

（prototype）和‘原形’（original）。”3 
诗篇作者歌颂了神赐给人高贵的地位：“人算什么，你竟

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神微小一点，并

2诺曼·佩林，《耶稣之教导中的神的国》（The Kingdom of God in the 
Teaching of Jesus），第 19 页，讨论约翰·韦斯的作品。 

3弗里德里希·霍斯特（Friedrich Horst），“面对面”（Face to Face），
《解释》（Interpretation），1950 年 7 月刊，第 2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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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都服在

他的脚下”（诗 8：4-6）。尊荣和威严是归给王的（诗 96：6，
10，13：“带着尊荣和威严，神要统治全地”）。因此，人被造，

就是要代表神在地上统治。问题是，“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

（来 2：8）。但是，等到所应许的第二个亚当耶稣回来的时候，

人将再一次真正地管理世界。 

对地上公义政权的盼望 

“现在这邪恶的世态”（加 1：4）与未来神国的盼望之间

存在一种张力，这种张力给整个圣经带来一种紧张激烈的、戏

剧性的感觉。圣经贯穿着一种连贯的“剧情”。亚当被造时给

他了一个圣职，可他被撒但（剧中的头号反面角色）狡猾的伎

俩所骗，把它“卖给”了撒但。结果第一对夫妇“投票”给邪

恶的王，而这种屈服于撒但的倾向一直在各代人身上延续。这

种反叛日积月累，终于在创世记第 6 章达到顶点，在那里，恶

的天使（“神的众子”，比较诗 29：1；89：6；但 3：25；伯 38：
7；伯 1：6；2：1）涉入人类基因体系，生出一族巨人。地上

这种可怕的情况，招致大洪水的世界灾难，在这场洪水中，只

有八个人从该审判中存活。挪亚的后代也不比他们的祖先好。

另一族巨人由于天使与人类“联姻”也出生了（创 6：4；民 13：
33；另请参看犹 6；彼后 2：4）。 

要把人类从他显然已是积习难改的恶中拯救出来，神的方

法就在于“亚伯拉罕的子孙”（基督，加 3：16）之应许。只

有等到“女人的后裔”（创 3：15）终结我们现在这（邪恶的）

世界政体的时候，最终从撒但的政权下（林后 4：4：撒但是

“这个世界的神”）被解救的盼望才能得以实现。而这件事就

发生在世界的所有权交在它合法的继承人，即基督和他忠信的

跟从者手里的时候。创世记中，统治这世界的权力本来就是要

交给人的。当第二个亚当——人类本应成为的样子——接管

“世上的国”（启 11：15）并“在他的仇敌中掌权”（诗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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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的时候，这种统治就会成为现实。当新的世界性政权开始

时，与弥赛亚并肩战斗的人，将是“那些在［弥赛亚］掌权的

日子甘心牺牲自己的人”（诗 110：3）。耶稣那些生机勃勃、

享受复活后新生命的人，那些有不朽坏之生命的人，会辅佐他

在地上建立新的人类社会。〔当代所有在基督回来之前就推进

教会统治的“新时代”（New Age）运动以及团体，都是在危险

地扭曲为世界带来和平的圣经计划。〕 

亚伯拉罕，应许之地与王权 

亚伯拉罕得到拥有那地的应许（创 13：14-17，上文），条

件是他要放弃他的一切以顺服神（创 12：1-4）。亚伯拉罕，“信

心之父”，是一位“模范基督徒”，显示出他对看不见的神的信

心。虽然所有情况都对他不利，但他依然有信心，这就是他受

称赞之处（罗 4：18），他绝对称得上是应许之弥赛亚的“父”。

他的产业包括神的国，这国就是应许之地，它延伸到巴勒斯坦

边界以外，到达地极：“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

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来的义”（罗 4：13）。 
《国际批判性评注》（International Critical Commentary）

中的罗马书评注，准确地阐述出这个应许的含义： 

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将会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弥赛亚统

治，正如这个应许不是依赖于割礼一样，它也不依赖于

律法，而是依赖于由于信心而得来的义。如果这个世界

性产业真的依赖于任何律法体系，如果它真的只限于那

些在这种体系之下的人，那么信心或应许根本就没有用

武之地。4 

“弥赛亚在全世界的统治”是神的国的同义语，而神的国

是基督教福音的基本主题（路 4：43；可 1：14，15；徒 8：

4第 1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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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9：8；20：25；28：23，31 等等）。从这当中肯定推断得

出，耶稣和使徒们在宣讲福音时，就是在宣告“弥赛亚在全世

界的统治”。这个统治，是要等待耶稣再临时向众人展现的统

治。（耶稣现在坐在天父的右手边，所以未来神国的大能和灵

已经预先在现在运行。除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以外），所有把

弥赛亚的统治强行推入当下的举动，都是在打乱圣经的安排，

并且这样做，还会导致就神的国这一主题而存在的大规模混乱

（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基督教自身的混乱）。我们要祷告“愿你

的国降临”，意思就是说这个国还没有降临！ 
使徒行传 7 章 5 节讲得很简单，在亚伯拉罕活着的时候，

他连产业的“一平方英尺”都没有得到，可是神应许，他会得

到的：“神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希伯来书 11 章

8-13 节应该认真地读一读： 

亚伯拉罕因着信，往他将要承受为业的地方去……因着

信，他在应许之地寄居，好像是在异乡，与承受同样应

许的以撒、雅各一样住在帐棚里……他们都是存着信心

死了的，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他们却是寻求那将要

来的城（来 11：8-13；13：14，参看新译本圣经）。（注

意，那城是要来到地上：先祖们没有去到那里！） 

应该极其用心地注意，先祖们寄居在应许给他们的地方
（来 11：8，9）——那个地方他们将来有一天会承受为业。

那个地方不是“在天空上的领域”，而是坐落于地上的地土。

它是注定要由神的子民治理的地土。当耶稣作为弥赛亚，作为

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子孙（太 1：1）回来统治的时候，他将会

给地球带来理想的政权。全部圣经伟大的中心主题就是这个应

许。对于圣经读者来说，是时候该“听一听”并理解他们作为

“亚伯拉罕的后裔”、弥赛亚的“共同继承人”以及未来的“共

同统治者”而被呼召的意义了： 
太 5：5：“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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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 5：10：“你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祭司，归于神，在

地上执掌王权。” 
启 20：4：“他们都［在复活时］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

王一千年。” 
提后 2：12：“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 
林前 3：21：“万有全是你们的。” 
来 2：5：“神并没有把我们所说的‘将来的世界’，交给

天使管辖［但交给耶稣和他的跟从者了］（新译本圣经）。” 
诗 115：16：“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 
启 2：26：“那得胜的要统治列国。”路 19：17：“可以有

权柄管十座城。”太 25：23：“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 
诗 112：1，2；111：6；113：7，8：“敬畏耶和华的，这

人便为有福……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他向自己的子民彰

显大能的作为，把列国赐给他们为业……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

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 
帖前 2：12：“要你们行事为人，配得上那召你们进入他

的国和荣耀的神（新译本圣经）。” 
应该要强调一点，那就是只有“温柔”的人，才必定有这

个光明的未来。有些信徒还在继续威胁另一些土地上的敌人，

以及有着同一信仰的教友，他们的威胁是以核武器灭绝对方。

这些信徒应该问一下，他们是否属于耶稣讲的那种人。即便是

大卫王，他也被取消建造圣殿的资格，原因就是他身为战士，

夺取了其他人的性命（代上 28：3）。对于基督教教会来说，

这其中包含着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对于那些希望承受神的国的人，“登山宝训”阐明了他们

的性情和行为应有的品质。耶稣要求灵里的顺服：“凡听见我

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太 7：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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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广为流行的所谓“时代主义”（dispensationalist）的

神学，竟然骇人地声称，“确切地说，登山宝训不是教会真理”。5

恐怕很难想到比这更眩人眼目的、背离耶稣话语的说法了。我

们必须明确说明，“登山宝训”恰恰就是基督教教会的真理，

没有这真理，就不可能进入神的国。对这种声称“属于基督教”

但却否认耶稣教训的教导，使徒约翰的认识入木三分：“凡越

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

又有子”（约二 9）。 
就这一点而论，一位贵格会（Quaker）领导写于 1676 年

的话，也许能帮助理清思路： 

有人能把“不要与恶人对抗”与“用武力对抗恶人”调

和；再有，把“连左脸也转过来”与“毁掉他们、捕获

他们、用火和刀剑追赶他们”调和；或者，把“为那逼

迫你们的祷告”与“用罚金、牢狱还有死亡逼迫他们”

调和。无论他是谁，只要他能找到路子调和这些事情，

他就应该也能找到路子把神与魔鬼调和，把基督与敌基

督调和，把光与黑暗、美善与邪恶调和。6 

先知们看到的神的国 

在之前的课程中，我们大量引述了希伯来先知的话，用以

表明，他们经常讲到人类未来的和平时代，也就是由神所拣选

的王弥赛亚所管理的和平时代。“耶稣去了天上，而当他以同

样的方式回来”的时候（徒 1：11），历史就迎来了它伟大的

转折点。这件事将是世界政体要发生的最大的改变，我们在为

此做准备，而新约的每个字都是在规劝我们，要我们尽心竭力

去做。 

5约翰·沃福尔德（John Walvoord），《马太福音评注》（Commentary on 
Matthew）。 

6罗伯特·巴克利（Robert Barc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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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结写到一个时代，那时，神将要： 

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

引导他们归回本地。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

成为一国，有一王作他们众民的王。他们不再为二国，

决不再分为二国（和合本圣经）。他们必不再因自己的偶

像和可憎的像，以及一切过犯，而玷污自己；我必拯救

他们脱离一切背道的罪（“背道的罪”有古卷作“他们在

其中犯罪的住处”）；我必洁净他们，他们就必作我的子

民，我必作他们的神（新译本圣经）。我的仆人大卫必作

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

谨守遵行我的律例。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

上，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

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那里。我的仆人大卫必作他们的

王，直到永远。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

我也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使他们的人数增多，又在他

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和合本圣经）（结 37：
21-26）。 

以色列的众山啊！你们必长出枝条，为我的子民以色列

结出果子，因为他们快要回来了。看哪！我要帮助你们，

我必转向你们，使人可以在你们上面耕种和撒种。我要

使以色列全家的人数在你们上面增多；城市有人居住，

废墟可以重建。我必使人和牲畜都在你们上面增多；他

们必繁衍增多；我必使你们有人居住，像从前一样，并

要使你们比先前更繁荣，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

使人，就是我的子民以色列，在你上面行走；他们必得

你为业；你必作他们的产业，也不再使他们丧失子女……

我必使你不再听见列国的羞辱，你必不再受万族的辱

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结 36：8-15，耶路撒冷圣经）。 

对于以色列荣耀的未来，何西阿的异象同样清楚明晰，鼓

舞人心。首先，神强烈要求他的子民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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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为自己的罪

孽跌倒的。你们预备好要说的话，归向耶和华，对他说：

“除去我们一切罪孽，悦纳我们的祷告，这样，我们就

把嘴唇的赞美献上。亚述不能救我们，我们必不再骑马，

不再对我们亲手所造的说‘我们的神’，因为在你那里，

孤儿才得着怜悯。”我必医治他们背道的病，甘心乐意爱

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已经远离他们了。我对以色列必如

甘露。他必开花像百合，扎根像杨树；他的嫩枝必伸展；

他的荣美要像橄榄树，而他的香气像黎巴嫩。他们必再

住在我的荫下，必种丰收的五谷，栽种葡萄树，其名声

如黎巴嫩的酒。以法莲与偶像还有什么关系呢？垂听他

祷告的是我，看顾他的也是我。我如同时常青翠的松树。

你的果子是从我而得。谁是智慧人，让他明白这些事吧！

谁是明达人，让他领会它们的含义吧！因为耶和华的道

路是正直的，义人要行在其中，罪人却必在其上绊倒（何 
14：1-10，耶路撒冷圣经）。 

到那日，大山都必滴下新酒，小山都必流出奶，犹大的

一切溪流，都必有水流着。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里流

出来，灌溉什亭谷。埃及必然荒凉，以东必变成凄凉的

旷野，都因为他们向犹大人所行的强暴，又因为在他们

的国中流了无辜人的血。但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

必存到万代。“我必报复他们流人血的罪，必不让他们免

受处罚”，因为耶和华在锡安山居住（珥 3：18-21）。 

这些经文之前的几节经文描述了耶和华的日子（珥 3：
15-17），这些应许就会在耶和华的日子到来后得以实现。 

同样地，阿摩司也绘出了以色列的命运： 

然而，我必不把雅各家［以色列］完全除灭——这是耶

和华说的。我必下令，我必在列国中筛以色列家，好像

人用筛子筛谷，但谷粒不会落在地上。我民中所有犯罪

的人，就是那些说“灾祸必不临近、必不追上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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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他们必死在刀下。到那日［耶稣在耶和华的日子介

入之后］，我必重新竖立大卫倒塌的帐棚，修补其中的破

口；我必重建它的废墟，使它像往日一样建立起来，好

使他们获得以东所余剩的，以及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

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他要成就这事。耶和华说：“日子

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

大山要滴下新酒，小山必融化。我必恢复我民以色列的

故业，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

中所出的酒，修造果园，吃其中的果子。我必把他们栽

于他们自己的土地，他们再不会从我赐给他们的土地上

被拔除。”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摩 9：8-15，耶路撒

冷圣经）。 

万物复兴 

五旬节刚刚过后，彼得进行了一次刚劲有力的讲道，在结

尾处，他发出一个代表性要求，要人们悔改。这个传道程式对

于我们这个时代，同样适用： 

所以你们应当悔改，归向神，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

样，那更新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必差遣所预定

给你们的弥赛亚耶稣降临。这耶稣，天必留他，直到万

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藉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徒 3：
19-21）。 

关键词“复兴”使他的听众想到的，是所应许的、未来弥

赛亚时代的一系列祝福。门徒们已经完全有资格解释神国的福

音（徒 1：3），但是，就在不久之前，他们还曾兴高采烈地询

问：“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徒 1：6）。 
大复兴的时间没有启示出来，因为关于耶稣归来开始神国

的日期，耶稣自己也声明他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马可福音

13 章 32 节——这是事实，它应该会止息那些称他无所不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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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当然，复兴的国度就要来临，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但是确切时间，神却没有启示，尽管以已经存在的但以理书的

预言为基础，耶稣详细地描述了世界的转变临近时的迹象（太 
24）。 

耶稣日日讲说“即将到来之时代的生命”（Life of the Age to 
Come）〔在我们的译本中，该词被不准确地翻译为“永恒的生

命”（everlasting life）或者“永远的生命”（eternal life），这种

做法显示出希腊异教思想影响的痕迹，以及神国的启示被遗失

的痕迹〕。在神国的新世界里，使徒们将要荣享在弥赛亚统治

下的国务大臣的高位（太 19：28）。在使徒行传 3 章 21 节，

彼得向百姓保证，也向我们当中那些成为新的“神的以色列民”

——教会——的成员的人（加 6：16）保证，当暂时在天上待

着的弥赛亚回来，掌握统治大权的时候，整个世界将要经历全

体全面的更新。耶稣不是曾经宣告过他生来就是王吗？ 
“我是王。我要为真理作见证，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

世上。凡是属于真理的人，都听我的声音”（约 18：37，新译

本圣经）。这是约翰对路加福音 4 章 43 节的平行说法，在路加

福音 4 章 43 节，耶稣把他整个的目标都描述为传讲神国的福

音。在彼拉多面前，他说，为他是神的国的王作见证，是他整

个使命的缘由。宣讲神的国、宣讲耶稣是王，就是“真理”。 

神的国与撒但的国 

耶稣说，他的国“不属于这世界”（约 18：36）。强势的

宣传运动，已经阻碍了普通圣经读者很长时间，使得他们“听”

不到“不属于这世界”这个词组的含义。令人难过的是，他们

已经被劝服，相信耶稣的国永远不会建立在地球上！很多人似

乎想用单单一节经文来反驳所有先知（以及新约许多经文）的

异象，也就是描述神的国要降临到这个地球的异象。耶稣的意

思是，他的国的源头不是现今这邪恶的体系——“这世界”。

原因很简单。在耶稣回来建立神的国之前，撒但是所有政权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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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统治者或者“国君”（prince）（只在神指定的范围内有所

作为）。对于圣经的基督教，这是基本内容，而且新约一次次

地声明这一点： 
撒但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可以给你；因为这些

都交给了我，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所以，只要你在我面前拜一

拜，这一切就全是你的了”（路 4：6，7，新译本圣经）。 
“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林后 4：4）。 
“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约一 5：19）。 
“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启 12：

9）。 
“［基督徒的争战］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

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弗 6：12）。 
撒但欺骗性统治的本性，比许多人所能辨别出来的远远诡

诈多了。它深深地伸入“宗教”领域，在这领域里，“假使徒

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他们是诡诈的工人。这并不希奇，因为

撒但自己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撒但的仆役装成公义的仆

役，也不必大惊小怪”（林后 11：13-15）。 

在应许之地的生命的盼望 

新约充满着一种盼望，盼望耶稣回来，把世界从它那与日

俱增的压力和问题中解救出来。因为接近末期的时候，“许多

人的爱心渐渐冷淡”（太 24：12），所以，以耶稣的教导为基

础，透彻精辟的圣经研究，以及由此而发的基督徒行为，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 
为了在忠信之人最黑暗的时刻鼓舞他们，神已经许诺给他

们“摆在耶稣前面的喜乐”（来 12：2）。这就是不朽坏之生命

的盼望，这不朽坏的生命是在神的国，即应许之地得享的生命。

应许之地的重要性，现代新约读者懂得的真是太少了！不死灵

魂会在身体死亡时去天堂的异教观念，差不多已经摧毁了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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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盼望，而圣经的盼望则是，复活，然后得着新地球上的所应

许的产业。 
一位著名学者描述了应许之地在圣经信仰中根本的重要

性： 

在最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中，应许的内容包括子孙后代、

祝福以及应许之地……再进一步，以色列会成为一个大

国。因此，这应许是预言大卫王国的崛起……大卫在希

伯仑作王时耶和华和他的约（撒下 5：1 及其后），反映

出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要得着土地的应许，被纳

入亚伯拉罕之约……给亚伯拉罕的神圣的应许是一块基

石，所有后来的历史都以它为基础……整个六经（the 
hexateuch）［圣经的首六卷书］错综复杂，但它被一个主

题主宰，即在迦南定居以实现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六经

的主要目的，就是从它所有圣经和神学意义上展示这一
首要概念，而涉及到这一概念时，六经里其他概念都担

任着附属角色。在给先祖们的所有应许中，土地是最为

突出、最具决定意义的……对六经来说，那土地就是应
许之地，并且不容侵犯……五经（the Pentateuch）［圣经

的首五卷书］对犹太人来说，成了启示的基石。应许之
地嵌在它里面。不遵从耶和华的诫命，如与［迦南］那

地的居民通婚，将会不可避免地招致耶和华收回他的支

持，继而失去那地。 

有件事似乎很清楚：对应许之地的关注、对它的盼望，

在旧约六经以外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尽管定居迦南被

看作是应许的实现［参看徒 7：17——给亚伯拉罕的应

许部分实现］，但它被认为不是完全得着那地［参看徒 7：
5——亚伯拉罕从未得着应许之地］……因此，历史上虽

然曾实现应许，但并不是说所有应许的内容都得以实现，

而是还留下不同层面的应许……即使在应许实现之后，

得着那地的应许仍被不断地、重新宣讲……应许以及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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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的实现在旧约中到处可见，所以，无论传统怎么变，

它仍然包含着得着在那地的生命的盼望。7 

耶稣的教导根源于旧约，他一刻都没有丢弃过更新了的世

界的盼望。事实上，他整个目标就是激发人们，无论男女，立

刻重新调整生活方向，为神的国这应许之地的到来做好准备。

这就是基督教福音——那应许了“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诗 
37：11，太 5：5 引用该节）的福音——所发出的要求。 

统一的一个主题，把圣经的每一部分连结在一起。它的中

心结构是，统治权被授予人类（创 1：26），然后对亚伯拉罕、

以撒和雅各重申（创 12 及其后），接着在大卫的家室身上得以

强化（撒下 7），最后在所应许的弥赛亚耶稣身上达到顶峰。

因而，马太说耶稣是“大卫之子（son of David）、亚伯拉罕之

子（son of Abraham）”（太 1：1），便不足为奇。同样，路加

在他两部专著（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里都围绕“神的国和耶

稣的事”（路 1：32-35；徒 8：12；28：30，31）讲述，也没

有什么好奇怪的。圣经故事关注的就是统治权的问题。谁将会

掌管这个世界？人类没有能力在世界上创建一个公义的社会，

而要补救这一问题，只有通过接受耶稣的统治这个途径——首

先是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接受，最后，接受弥赛亚回来时开始

当权的世界性政权的统治。 
简而言之，这就是神的国的好消息，是基督教的福音。耶

稣，身为弥赛亚，是以色列独一神的儿子。想要通过他与神相

通，起点就是，信神国的福音，并接受他为了涂抹我们的罪而

作为赎罪祭死亡。悔改，包含着相信圣经的启示，并献身于它。

从创世记到启示录（默示录），圣经所启示的是神对历史的计

划。正如大家都知道的，这包括耶稣为了我们能得到宽恕而代

替我们死亡。耶稣是代替我们死的。洗礼，要在懂得并相信福

音之后（徒 8：12）。此后，我们必须坚持到底，盼望着承受

7W. D. 戴维斯（W.D. Davies），《福音与应许之地》（The Gospel and the 
Land），1974，第 19-25 页，第 36 页，强调部分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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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土为产业（太 5：5），而这份产业完全相当于神的国（彼后

1：11）。当然，这份产业存放在未来，只有等到耶稣回来的时

候，才能继承。 
在下一课，我们希望让大家看到，圣经中的神的国，首先

是指未来耶稣再来时要建立的国。然后，只有从另一个意义上

讲时，才可以说神的国已经临到了。如果我们曾把路加福音 21
章 31 节作为真理来对待的话，很多困惑都应该能够避免的：“你

们看见这些事［与末期相关的灾难］发生，就该晓得神的国就

要来临了”〔好消息圣经（Good News Bible）〕。 

在末后的日子，神的国，或称弥赛亚的国，将要覆盖部
分人类帝国，到最后遍布全世界，这是希伯来预言美好
的梦想……预言不厌其烦地讲述它所看到的遥远未来的
黄金时代，那时，阴暗将消散，新纪元的曙光将渐渐弥
漫整个世界……神的国是那个时代的一个通用表达，一
个装着恢复希伯来文化之梦想的金盒子，这一点并非不
可能。8 

 
 

8亨利·伯顿（Henry Burton），《圣徒路加》（St. Luke），第 251 页，第

2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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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课 

神的国——未来的大事 

掌握经文： 

“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

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

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路 13：28，29）。 
“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

里喝新的那日子”（可 14：25）。 
“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等神的

国来到”（路 22：18）。 
“你们什么时候看见这些事［末期这些灾难性的事情］发

生，也应该知道神的国近了”（路 21：31，新译本圣经）。 
“愿你的国降临！”（太 6：10）。 
“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赶出的

和我所惩治的。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剩之民，使赶到远方的为强

盛之民。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你

这羊群的高台，锡安女子的山哪，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

女子的国权，必归与你’”（弥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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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前课程中的讨论所围绕的中心，是基督教的好消息

的主题，即神的国这个基本概念。耶稣把他整个的使命和传道

工作都建立在神的国这个概念周围，从圣经来证明这一点并不

困难。因此，现代福音传道几乎不说神的国，这种情况至少可

以说是，让人惶恐不安。当福音缺少了神的国时，似乎福音本

身也会处于很危险的境地。耶稣和使徒们所讲的福音，与现在

所呈现出来的福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真心追求真理

的人将会发现，这种差异会促使人做出进一步探寻，探寻带领

人进入救恩的宝贵信息。 
新约评注家们一致同意，耶稣的教导中，神的国既有现在

的含义也有未来的含义。人们尝试更精确地给神的国下定义，

但是，他们有种倾向，就是几乎只关注神的国所指的现在含义，

因此该举措受到极大的困扰；而未来的神的国通常会随着一个

笼统的“成就”它便被拒之一旁。 
在新约，神的国的未来层面的含义，是它的首要含义。没

有经文说基督徒已经承受了神的国。这件事只有等到耶稣回来

的时候才会发生。神的国是基督徒所有努力的目标。不管是什

么时候相信神国的福音，神国的灵、宣讲神的国以及神国的应

许都是现在的。但是，作为耶稣要在地上建立的那个国度，神

的国是未来的。我们在四月的时候会遇到六月的天气，但是如

果我们说四月就是六月，那就陷入混乱之中了。 
有不胜枚举的资料都把神的国看作是未来的大事，如果我

们不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这些资料上，我们就不可能抓住耶稣最

爱用的词“神的国”的意思。1不喜欢这个新约的基本事实，似

乎让圣经读者们几乎只盯在路加福音 17 章 20 节和 21 节上，

把它们当作最喜欢的关于神的国的经文： 

法利赛人问耶稣：“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

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

1请访问网站 www.restorationfellowship.org 参阅我们的文章“神的国：

现在还是未来？”（The Kingdom of God: Present o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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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in your midst）
（‘心里’或作‘中间’）。” 

大量经文描述到，神的国是与耶稣再临相关联的未来的

事，如果排除掉这些经文不看，而只看这一节经文的话，人们

可能会得出结论，神的国首先现存于它的王耶稣里面，再者，

从英王钦定版的路加福音 17 章 21 节来看，它存在于“你里面”

（within you），即在你心里。此处，钦定本几乎肯定是译错了，

因为耶稣从未在其他任何地方说过，神的国是内在的、在人心

里的。 
如果考虑到路加福音 17 章 20 节、21 节紧后面的经文，以

下内容就变得清楚了：人子降临（在另一处，路加说是神的国

降临——路 21：31），将会“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

那边……罗得出所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

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24，29，30 节）。

在后面一章，路加记载了耶稣的话，他是这样说的： 

日月星辰将有异兆；在地上，各国也要因着海洋波涛的

咆哮而困苦不安。天上的万象震动，人因为等待即将临

到世界的事，都吓昏了。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带着

能力，满有荣耀，驾着云降临……你们什么时候看见这

些事发生，也应该知道神的国近了（路 21：25-31，新译

本圣经）。 

有这个证据放在我们面前，把神的国限定在第一世纪巴勒

斯坦地区弥赛亚的出场，这明显是不可能的，更别说把它限制

在人心中建立的宗教理想里。 
正如现代翻译家们所证实的，耶稣很有可能说的是，他作

为王“在他们中间”（among them），但他们却认不出由他所代

表的国。其他学者称，路加福音 17 章 21 节的意思是，当神的

国到来时，它将是所有人都能看得到的，而不是隐藏起来的。 
对于路加和其他新约作者来说，神的国主要是指神的统

治，也就是在末期，通过耶稣大有能力的介入，建立在一个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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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世界上的统治。如果我们不考虑旧约和新约这一基本事

实，我们就从耶稣的教导中除去了它所含的激励性动力——我

们所有人现在都需要为那伟大的日子做准备。我们都要面对弥

赛亚，把我们的所作所为向他交账，不管是通过复活，还是他

来的时侯还活着。 

神的国已经到了吗？ 

神的国是耶稣回来时要开始的、世界历史的新阶段。仔细

研究其大量证据，是非常重要的事。说这是神的国“完满实现”，

具有误导性。新约说，当耶稣回来的时候，现在这邪恶的世代
会“来到终局”（即结束，太 24：3）。在那个时刻，神的国才

会在公众面前展现。它那时将开始成为新时代的管理机构。既

然神的国只有当耶稣回来的时候才能掌握权力，那么，说它现

在已经来到了，会让人坠入云里雾里。神的国到来，发生在未

来。 
我们要常常祷告“愿你的国降临！”（太 6：10；路 11：2）。

我们必须防止把这个恳求的重要意义稀释，变成“愿你的国增

长”、“愿你的国扩大”或者“愿你的国完全”之类的含义。对

于耶稣和门徒们来说，神的国还没有到来。基督徒应该渴望它

的到来，为它的建立而祷告，好让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

这个祷告包含神的国的完美定义。那时，世界的情形就是，人

们遵行神的道路。然而，要在全世界实现这种情形，得等到把

撒但从目前“世界的神”（林后 4：4）这个位子上赶走以后。

在神的计划里，必须等弥赛亚回来，才能罢黜撒但。这就是遍

布整个新约的世界观。 
主祷文指向的是未来神的国的到来。我们要尊神的名为

圣。我们要满怀敬畏地对待神在耶稣里的整个的神国计划。神

的名，指他已经在圣经中给予我们的关于他自己的全部启示。

在祷文中，我们首先祈求的，就是求耶稣回来时神的国到来。

接下来，神的国被描述成新天新地，那时神的旨意行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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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行在天上。对于“每天所需的食物”（daily bread）的请求，

它的意思可能是，请求赐下为了未来神的国“次日所需的”（for 
the morrow）食物。我们现在需要属灵的养料，支持我们在通

往神国的信心之旅上持续前进。祷文的结尾是一个请求，请求

我们从神国到来前的试炼中得到解救，也从“恶者”的手中得

到解救，这里的“恶者”可能指的不是广义的邪恶，而是专指

撒但。 
有些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试图在预订时间之前就带来神

的国，这些人必定会无功而返。耶稣行事，总是要察觉神“定

意”要成的事。而基督徒，总体来说，却不理会神的计划，甚

至试图〔自康士坦丁（Constantine）以来〕自己建立一个正在

施行统治的神的国，有时候还会与世俗的国家合作。这种事在

新约的世界观中是绝对不可能的。撒但现在是“这个世界体系

的统治者”。各国现在绝对不属于基督，也绝对不是神的国。

与撒但手挽着手，努力把他的国转变成神的国，这是危险重重

的事。那些选择这条路的人，成了“世界的朋友”，其结果就

是“神的敌人”（雅 4：4）。“审判［即管理］教外的人与我何

干？”保罗说（林前 5：12）。基督徒的管理现在只限于信徒

内部：“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林前 5：12）。 
试图现在从政治上引进神的国的信仰理论体系——所谓

的主权神学（dominion theology）——并不代表耶稣关于神的

国的教导。 

神的国的到来 

确定无疑，在新约中神的国还没有“到来”。死亡前夕，

主弥赛亚说，他不会再喝逾越节的酒，直到神的国到来：“我

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等神的国来到”

（路 22：18）。 
此外，亚利马太的约瑟，也就是耶稣的一个门徒（太 27：

57），他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后，在耶稣完成历史的传道使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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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等候神的国到来：“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议士，为人

善良公义。众人所谋所为，他并没有附从。他是犹太地亚利马

太城的人，是等候神国的……”（路 23：50，51；可 15：43）。 
耶稣复活以后，革流巴，当时明显地带着灰心丧气，说出

了门徒们的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路 24：21）。在

他们的头脑中，以色列的救赎，与神的国带着大能到来连在一

起。这件事仍然在未来。 
路加的理解是，神的国没有随着耶稣的传道而到来，这一

点路加福音 21 章 31 节可以证实。临近人子带着大能，满有荣

耀地归来时，会有激烈的大事发生，这些事就是在宣布神的国

到来了：“你们看见这些事发生，就该晓得神的国就要来临了”

（路 21：31，好消息圣经）。 

路加福音 19 章贵族的比喻 

路加福音 19 章的比喻至关重要，类似地，它讲神的国是

未来的事，并且把它与耶稣降临以执掌王权联系起来。一个贵

族（耶稣）将要出发去一个遥远的国家（即到天上的父那里），

去接受他统治的权柄，然后他以王的身份回来开始他的国度。

耶稣给出这个信息，是为了纠正以为神的国“立刻就要显现”

的误解（路 19：11）。根据耶稣所说，神的国毫无疑问会显现，

但不是立即显现（比较徒 1：6；3：21）。 
那时，因为耶稣距离耶路撒冷很近，就引起人群一番激动，

以为神的国就要到了。注意到这一点，很有启发意义。从当时

的历史背景来看，这正是我们应该期待的那个国度。它的首都

就要是耶路撒冷，是弥赛亚政权的权力中心（“大君王的京城”，

太 5：35），恰如所有先知所预见的。耶稣没说任何话语来暗

示，他们的神的国的概念根本就是错误的（或是“粗糙拙劣的”

——有时候被评注家们使用的贬损性用词），他当时没说，其

他任何时候也没说。需要澄清的只是神的国到来的时间。这一

处或者圣经任何一处都没有精确的年代数据能确定这个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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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错误观念认为，这件大事的日期可以提前知道。受此观念蒙

蔽的那些人，严重损害了耶稣再临这一新约教义。〔耶和华见

证人曾把 1914 年定为耶稣再次降临的日期，他们的这种做法

引起了极大的混乱，而当耶稣那时没有降临时，他们便说耶稣

是以人看不见的形式来的，以此来逃避他们计算错误的后果！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Seventh-day Adventists）提出了一个不合

圣经的观念，认为 1844 年是个特殊的标志，标志着耶稣进入

“天上的至圣所”。〕 
关于神的国，路加福音 19 章的比喻讲了两点很重要的内

容。首先，在耶稣传道使命的后期，神的国还没有来到。其次，

不能确定耶稣会离开多长时间，但是，当这个时期结束，基督

从“遥远的国”回来时，神的国将带着大能，以人眼看得见的

方式到来。当弥赛亚回来时，他会奖赏他忠信的跟从者，让他

们管理城里的民（17 节），并且他会处决他的敌人，就是那些

“不要他作他们王的人”（27 节）。因此，所描述的神的国，肯

定不是限制于“在人心里的”耶稣的统治。它有权柄把权力赐

予那些跟随弥赛亚的人，它也有权利通过处决清除无可救药的

恶人。（按照新约的标准，现在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处决他

人的做法，是不可接受的。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一些基督徒杀害

他们在基督教的反对者。加尔文因为教义问题处决塞尔维特，

便是一个没有理解爱这条命令的典型例子。在现在的时代，教
会绝对没有任何权利剥夺其他人的生命。） 

无论是哪一处描述神的国到来，它指的都是未来要发生的

事。（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偶尔有一节经文，从另一个意义

上讲，含有神的国临到的意思。这节经文我们暂且不予详解。） 

“在神的国里” 

我们现在应该仔细研究一些话，在它们描述的情形中，人

们被认为是“在神的国里”。这情形是在现在，还是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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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的国里”这个表达第一次出现，是在马太福音 8 章

11 节，在那里，耶稣说许多人将要来，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

各“在神的国里”一同坐席，而其他人则会被拒绝进入弥赛亚

的筵席。这件事可能是指以赛亚书 25 章 6-8 节所应许的庆祝。

“在这山上［耶路撒冷］将要设摆筵席”，在筵席上，忠信的

人将与耶稣一同喜乐。这件大事再次被提及，是在最后的晚餐。

那个时候，耶稣宣告他将不再喝逾越节的酒，直到他“在神的

国里”喝新酒（太 26：29；路 22：18）。显而易见，耶稣期

待当“神的国到来”时，他与门徒们“在神的国里”一同庆祝

（路 22：18）。 
当雅各和约翰向耶稣请求“在你的国里”获得高位时，神

的国很明显指的是未来（太 20：21）。这是请求在未来弥赛亚

的统治下获得认可。尽管这个请求没有得到允许，但是基督证

实了未来神国的真实性，并证实了它的本质是一个真正的政

权，因为他说，谁会获得神国里的最高职位，是由神来选择的

（太 20：23）。相似地，马太福音 19 章 28 节说，神的国是在

新时代（the New Age）或新世界（the New World）〔摩法特译

本（Moffat）和 NIV〕里开始的。到那时，基督才会“坐在他

荣耀的宝座上”，那也就是“人子在他荣耀里降临的时候”（太 
25：31），并且他还要与他的使徒们共同拥有治理的权柄。同

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太 13：43，引自

但 12：3）。这件事发生在“世界的末了”（太 13：40），那时

恶人要被丢在“火炉里”（太 13：42）。 
将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关于神的国的描述结合起来，根本

就不用怀疑，神的国是与耶稣回来相关的一个世界性政权： 

“我确实地告诉你们，”耶稣说，“在再生世界中，人子

坐在他的宝座上的时候，你们也会坐在十二个宝座上，

治理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我在磨炼之中，始终同我在一

起的就是你们。我父怎样应许我［与我立约］他的国，

我也照样应许你们，叫你们在我的国里，坐在我的席上

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治理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太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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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路 22：28-30）。2 

我们很容易就能确定，门徒们期望在什么时候在新世界中

与基督共同统治。马太一清二楚、非常准确地告诉我们，耶稣

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是什么时候：“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

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那时，王要

说……承受神的国吧”（太 25：31，34）。 
哪怕有所重复，我们还是把耶稣所说的关于未来的重要话

语结合起来看一下。这个信息提供了一幅清晰的图画，描述神

计划要怎样开始他的国：“在新生的世界里，人子坐在他荣耀

的宝座上［即‘当人子在他荣耀里降临’，太 25：31］，你们

也会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在我的国里，在我的席上吃喝，路 22：
30］治理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种情形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由此可以证明神的国还没有到来。 

进入神的国，承受神的国 

当系统神学的中心放在所记载的耶稣的话上时，神的国将

会被看出来是圣经的基督教的全部。如果我们不把神的国从它

的历史意义中剥离，也不给它创造出新的含义的话，那么我们

几乎不费什么力气就能抓住它的本质特性，即它是现在就要做

准备的真实的世界性政权，等着耶稣再临时显现。在这个弥赛

亚框架下，新约讲述的是一个连贯的故事。如果没有它，新约

就可能（并且已经）被扭曲以适合几乎任何思想体系。 
进入神的国或者承受神的国的概念，出现在新约各个地

方。这件事什么时候发生？我们发现在马太福音 25 章中有毫

不含糊的答案，那里讲到，被邀“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

备的国”的人，是蒙福的人（34 节）。“当人子在荣耀里降临，

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的时候”（31 节），这件事就会发生。显然，

2《真正的新约》（Authentic New Testament），休·舍恩菲尔德（Hugh 
Schonfield）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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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国要在未来耶稣回来时才能继承。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

和路加福音别的地方，进入神的国就等于进入“生命”或者“新

时代的生命”（the Life of the New Age）〔或者我们可以说，“新

时代生命”（New Age Life），这和广为流行的同名运动可没有

任何关系！〕。 
当谈到基督到来时恶人会“进入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

的时候，马可用了进入“生命”一词（可 9：433）。进入“生

命”或者“即将到来之时代的生命”（the Life of the Coming Age）
（我们的译本不太准确地译为“永恒的”或者“永远的生命”），

与进入神的国是完全相同的： 
“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你若要进入永

生，就当守诫命……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

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天国=神的国）。

“这样谁能得救呢？”（进入神的国=得救）。“在新世界里，你

们会坐在宝座上治理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得救=在神的国里与

基督一同统治）。“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必要承受永生”，

即在即将到来的神国时代里的生命（Life in the Coming Age of 
the Kingdom）——此概念以但以理书 12 章 2 节的预言为基础

（太 19：16，17，23，24，25，28，29）。 
这个基本“词汇”支配着新约。基督徒的产业一直是置于

未来的。只有一节经文（西 1：13），保罗讲到基督徒被迁到

神的国里是既成事实。但这并不是不寻常的保罗思想，因为所

有未来的事实都可以在现在体会得到。神的国现在存在于天

上，在那里，耶稣正在做准备，要把它建立在地上。所以，不

应该只用单独一节经文来反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

中占主导性地位的证据，也不能用来反驳保罗在其他地方的明

确说法，在那些地方，他说基督徒的神国的产业，以及进入神

的国，都是未来的事。 

圣徒保罗通常使用“神的国”一词来表示作为基督徒生

3译者注：有的汉语版本是 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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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奖赏和目标的那个弥赛亚国度……因此，它的意思

是指已经在这个世界展示出来的、那个国度建立的原则

或要旨。4 

在罗马书 14 章 17 节，保罗讲到神的国在于“公义、和平，

并圣灵中的喜乐”。这不应该被拿来反对他在其他地方说的话，

因为那些话讲到，承受神的国是在耶稣再临的时候。尽管基督

徒已经被迁出黑暗的国度（西 1：13），可是数节之后，保罗

说：“你们必得着基业为赏赐”（西 3：24）。 

神的国主要指未来 

有件事很重要，那就是我们要强调，新约中神国的到来主

要是未来的事，并且它的到来的结果是，在地上建立新的世界

秩序。以下声明简洁明晰，来自著名的权威资料，对于“神的

国主要指现在”的普遍观念，它给出了必要的更正： 

在新约，神的国首先被认为是未来的事情（可 9：1，47；
14：25；太 13：41-43；20：21；路 22：16，18；林前 15：
50 等等），且来自于神（可 9：1；太 6：10；路 17：20；
19：11）。因此，人类只能等待它（可 15：43），追求它

（太 6：33；参比路 12：32），承受它（林前 6：9 及其

后；加 5：21；雅 2：5），但是不能自己创造它。5 

要是每位评注家都把这段清楚的表述放在心上就好了！ 
《基督与福音词典》（Dictionary of Christ and the Gospels）

对于马太福音中的神的国做了客观的分析，该分析应该成为必

备的指导，指导我们所有人怎样思考神的国： 

神的国——基督之教义的中心主题。他以它为起点开始

4《国际批判性评注》，罗马书 14 章 17 节评注。 
5爱德华·施韦策（Eduard Schweitzer），《马可福音》（The Good News 

According to Mark），第 45 页，强调部分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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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传道工作（太 4：17），并且无论往哪里去，他都以

它为好消息教导人（4：23）。他所教导的神的国就要到

来了，但不是在他活在这世上的时候。复活升天后，他

将以人子的身份驾着天上的云降临（16：17；19：28；
24：30），然后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接着，十二使徒

将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在此期间，

他自己必须受苦，死亡，然后从死人中复活。除此以外，

他还能以别的什么方法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呢？门徒们要

在万民中宣讲即将到来之神国的好消息（10：7；24：14），
通过洗礼让人成为门徒（28：19）。由此而来的门徒群体

自然而然形成一个社会团体，因为共同的目标而连结在

一起。因此，神国的门徒们将形成一个新的属灵的以色

列（21：43）。6 

该词典继续说： 

基督的门徒们所形成的这个新以色列，要等待基督驾着

天上的云降临。考虑到他们的需要，很自然地，福音记

载的大部分教导，应该关注的是那些希望当神的国到来
时会进入它的人需要具备的素质……因此，比喻所传递

的一些教训，是关于神国的本质，以及为它做准备的这

段时间的。有件事应该已非常明显：如果我们问，对于

第一卷福音书的作者来讲，这些比喻是什么意思的话，

答案一定是，他选择它们是因为……神的国即将在人子
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的时候到来，而神的国一词在神国的
福音中到处都用，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比喻讲的都是

关于神的国的教训。因而撒种比喻说明的是，神国的好

消息在人们当中被传讲时所遭遇的各种情况。稗子的比

喻讲的也不是神的国本身，而是为它做准备的这段时期。

到了末期，人子将会回来开创他的国……无论是福音的

6第 II 卷，第 145 页，强调部分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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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处还是其他地方都表明，神国的景象不是别的，恰
恰就是现今的世界得到更新、重建与洁净。 

引文的最后一句话深中肯綮，马太预料的不是信徒们“去

天堂”，而是耶稣回来与他们在更新了的地球上共同统治。有

洞察力的新约读者会注意到，圣经的神国观点与圣经后时代的

代替品——忠信的人死时离去，到达远离地球的领域——大不

相同。 
关于基督徒“死时去天堂”这种不符合圣经的说法，评注

家们很是不满，但他们的不满似乎没人理睬。虽然久负盛名的

亨利·阿尔福德（Henry Alford）做了评论，但是被奉为至宝的

传统仍旧岿然不动： 

“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这句话，不能认为它有某

方面的含义可以用来表示荣耀的圣徒的未来居所……局

部问题应该由圣经中完全不同的证据来决定——由预言

的大基调决定，由讲论神的行事方式的比喻决定；而所

有这些都明确无误地指出，蒙福之人的外在的居所是洁

净了的、更新了的地球，而不是“天上”这一用词普通

意义上的天空。7 

“他所教导的神的国就要到来了，但不是在他活在这世上

的时候。”“在新约，神的国首先被认为是未来的事情”（上述

引文）。著名的分析福音记载的分析家们就是这么说的。我们

另外再附上一段说明，它来自知名的关于路加福音的权威资料： 

路加讲神的国时，指的是存在于未来的实体，这一点根

本无可争辩。根据属灵化的解释法，神的国是现存于灵
里、现存于教会里的，但这种解释完全具有误导性……

处于当前的是神国的信息，且在路加福音中，该信息与

神的国本身是区别开来的。根据神国的宣讲工作，他根

7《希腊文新约评注》（Commentary on the Greek New Testament），第 I
卷，第 35 页，第 36 页，强调部分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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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不知道内在的［即已经存在的］发展情况。8 

神的国，基督教福音的核心，最主要地是指，在耶稣回来

时终究要取得对万国的统管权的国度。这一点，再怎么强调都

不为过。神的国在某种程度上的确现存于教会的传道工作中，

但是，与神的国未来这一层面的含义相比，它已经被大大地夸

大了。现在就要宣讲神的国，事实确实如此；基督徒现在就必

须表现出能让他们配得神的国的行为（帖前 2：12），这也是

毫无疑问的；但是，神的国，严格地说，是一个将要在耶稣回

来的时候才建立的国度。 
这是充分理解新约的核心要素，为了证实它，我们再加上

另外两个闻名遐迩的权威资料的说法： 

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与神

国的末世［即未来的］观点相对立的。神的国也指未来，

而且主要指未来。它出现时，无论从哪个意义讲，都不

会与这一事实相矛盾……提到神的国的那些内容，普遍

都带有未来的含义……传统观念认为，末期将会出现巨

大的灾变，而灾变的高潮就是弥赛亚亲自降临，从天降

临。耶稣并没有把他自己与此传统观念分离……他似乎

在所到之处都会留下这个观念的印记……他一直在慎重

地思量最后的毁灭及重建之奇观，而它就是神的国完全

建立在地上时的情况。9 

《格里姆-塞耶词典》（The Grimm-Thayer Lexicon）讨论了

新约中“神的国”一词，并给出了以下重要结论： 

讲到天国［神的国］时，它指未来的祝福。这个含义使

用的频率远比［把神的国用来指现在］的频率高得多，

因为完满地建立神的国，要指望基督从天上庄严地归来，

8汉斯·康兹尔曼（Hans Conzelmann），《圣徒路加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St. Luke），第 122 页，强调部分另加。 

9“末世论”（Eschatology），《基督与福音词典》，强调部分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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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的人再次获得生命，令现在的世态雪上加霜的弊病

与不公都被消除的时候。10 

新约其余地方的神的国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以外的

证据，就会发现，这些作者一致使用“神的国”一词来指未来

的奖赏和现在基督徒生命的目标。《圣经神学辞典》（The 
Theological Wordbook of the Bible），与其他许多权威一样，非

常简练地证实这个事实： 

神的统治仍然尚待建立……一般情况下，在除过福音书

以外的新约中，神的国这个表达指的都是这个［未来的］

含义……所记载的耶稣的教导中，神的国是它的主导性

主题……基督徒的产业就等同于神的国、地土、永生、

救恩、生命的恩典、荣耀（比较：可 10：37，“荣耀”=
太 20：21，“神的国”）、应许之地（即迦南）、世界……

神的国是对产业最具代表性的描述……对于基督徒来说，

产业是未来的……产业是盼望的对象……基督徒是假定

继承人；要进入他们的产业，还在未来。11 

以下经文提到神的国时，都清楚地指向未来： 
徒 14：22：“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林前 6：9：“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 
加 5：21：“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弗 5：5：“你们确实地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

是有贪心的（贪心就与拜偶像一样），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

无分的。” 

10“basileia”〔神的国（Kingdom）〕，《塞耶词典》（Thayer’s Lexicon），
第 97 页。 

11第 113 页，第 121 页。 

228 
 

                                                 



第六课 神的国——未来的大事 

雅 2：5：“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

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

人的国吗？” 
彼后 1：11：若现在养成基督徒性情的这些品质，就“必

叫你们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来 12：26，28：“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

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 
林前 15：50：“血肉之体［即处于现在身体构造的人类］

不能承受神的国”，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身体需要转变成属

灵的身体，才能承受神的国。这样的事要发生在基督再临时（林

前 15：50，51）。 
启 11：15：（基督再临时）“世上的国成了我们神和他的

弥赛亚的国。” 
与许多现代福音传讲截然相反，神国的福音在新约各个地

方，都是关乎救恩的讯息。不仅如此，说到神的国，新约作者

的意思，不是现在神在人心中抽象的统治，也不是在看得见的

基督徒团体，即教会中的统治；他们的意思，是一个要介入世

界、在这里创造和平与和谐的政权，人类为了这样的和平与和

谐，费尽力气，但却毫无指望。 
这是我们圣经的基本事实，这一点当今学术界著名人士都

能证明，尽管同样的结论，任何仔细研读圣经的人都能得到： 
“使徒行传中宣扬神的国，明显是指以基督复临（the 

Parousia）［基督再次降临］为开端的神的国。”12 
“显然，使徒行传中‘神的国’一词，与它在福音书中这

种末世的［即未来的、壮观激烈的］用法，没有任何东西能明

显将二者区别开来；例如，人要经历许多艰难才能进入神的国

（徒 14：22）。”13 

12E. 黑恩陈（E. Haenchen），《使徒行传》（Acts of the Apostles），1971，
第 141 页，脚注 2。 

13H. J. 卡德伯里（H. J. Cadbury），《使徒行传与末世论》（Acts and 
Eschatology），第 3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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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对神的国的理解是，它仍然是未来的事，而且它意

味着以色列的复兴。”14 
“使徒行传中所用的‘神的国’一词，只指未来的事。”“路

加的神学观念期待的是一个复兴的以色列”15（即未来一个真

正的、外在的、建在地上的国度，徒 1：6）。 
福音讲的是未来在地上的神的国，下面这最后一段引文，

对这方面的新约证据做出了正确的概括。路加所描述的使徒的

信仰和教导，与我们今日作为福音所呈现的有着天渊之别： 

使徒行传包含了新约传道工作中许多常见的因素。传道

人传讲神的国或与神的国相关的东西（徒 1：3；8：12；
20：25；28：23，31）。差不多从这卷书的第一节直到最

后一节，“神的国”一词都在出现。“神的国”形成了一

个惯用词，这个惯用词明显地与作者更具特色的单个动

词“传福音”（evangelize）相平行。16 

总结 

基督教神国的福音涉及了很多信息。基督教的特质集中在

单词“神的国”上面。尽管公众被接受“福音”的呼吁所淹没，

但是这个本质性的救赎信息却常常不为他们所知。多个世纪的

传统已经设法让圣经读者和教友相信，神的国主要是指神在信

徒心中的抽象的统治。这全然与新约相悖。尽管基督教文献承

认未来的神国的能力已经进入现在这邪恶的世界体系（当人们

从魔鬼的压迫下被释放的时候，神的国已经“临到”他们了，

太 12：28；路 11：20），但是，神的国首先且主要是指新的

14凯文·贾尔斯（Kevin Giles），《新教神学评论》（Reformed Theological 
Review），1981，9 月-12 月刊。 

15E. 厄尔·埃利斯（E. Earle Ellis），《新世纪圣经评注》（New Century 
Bible Commentary），路加福音评注，第 13 页。 

16H. J. 卡德伯里，《使徒行传与末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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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秩序，且该秩序只有到基督回来开始它的时候，它才能，
才会出现在地上。这个事实，在基督教信仰的理解与实践中，

其实是在基督教的福音中，是带来革命性剧变的事实。 
它意味着，认为基督徒的未来是信徒在死时“去天堂”的

整个概念，都是对圣经教导的歪曲。盼望着基督再临时与他在

地球上共同作王，是圣经看未来的角度。试图把基督与圣徒统

治的一千年的国度（启 20：1-6）挪到现在〔“无千禧年主义”

（amillennialism）〕，是完全错乱了圣经方案的表现，而出现这

样的错乱，原因是从根本上误解了神的国。这种情况影响了福

音，也影响了新约教导的方方面面。我们整个传统结构被奥古

斯丁式柏拉图主义（Augustinian Platonism）所影响，而且那些

自称是把他们的信仰惟独建立在圣经之上的全部教派，还继续

对该主义不加辨别地一概接受。 
在拒绝圣经关于未来的观点背后，是反犹太和反弥赛亚的

倾向。“属灵的”东西不能与世界上新政治秩序挂钩，这种观

念已经迷惑了教会。因此，神学理论便一直压制或者不理睬新

旧两约明显的弥赛亚主题，或者试图“重新阐释”它们，使它

们适合它自己柏拉图化的信仰版本。这种持续“弱化”使徒们

关于未来的明确教导的做法，使得所有圣经篇章都无法施展它

们预期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本可以激励人们，为了我们世界

荣耀的未来而产生盼望，并且忍耐到底。新约各个方面的东西，

在不同程度上，都已从当代神学及福音传道中丢失了。在圣经

的基督教中，未来的定义要明确得多，因而对现在的生活也相

应地产生更大的影响。恢复新约所具有的驱动力，要与澄清神

国的福音齐头并进。 

旧约的预言教导，神的国进入世界，靠的是神的介入，
而不是历史的自然进程，而这个观点则是预示未来大灾
变的末世论不可或缺的。耶稣所持的正是这个态度。17 

17戴斯蒙德·福特（Desmond Ford），《圣经预言中那行毁坏可憎的》

（The Abomination of Desolation in Biblical Prophecy），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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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课 

神通过耶稣要成就的伟大的神国计划：

如何永远活着 

掌握经文： 

“圣经（Scripture）［the Bible］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

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提后 3：16）。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太 5：5）。 
“凡越过弥赛亚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

训的，就有父又有子”（约二 9）。 
“智慧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

（箴 1：23）。 
“凡称呼我［耶稣］‘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未来］那日，必有

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

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太 
7：21-23）。 



第七课 神通过耶稣要成就的伟大的神国计划：如何永远活着 

“圣灵要临到你［马利亚］身上，因此所要生的［被……

令其存在的］必称为神的儿子”（路 1：35）。 
 
福音是圣经最为重要的讯息。它的宗旨是要告诉我们人类，

神对我们，对世界有什么计划。它向我们展露了生存的目标，

向我们展示奇妙的预定之路。 
福音是神通过神迹所生的儿子传递给我们的，如他所说，

他“来是要传神国的福音：我奉差原是为此”（路 4：43；可 1：
38）。保罗和其他使徒也教导神国的福音，与耶稣所教导的福

音相同。他们顺服地跟从耶稣，宣讲耶稣那样传讲的那福音。

所以，传给每个人、每个国家的，是同一个福音。耶稣已经向

教会发出命令，要他们前进，直到他回来的时候（太 28：19，
20）。他命令，他所传讲的同一个福音，要传给万民。耶稣还

命令，归信的人，要在基督教信仰的教导里成为门徒，而且他

们要在水里接受洗礼。 
洗礼并不是“可选择的附加品”。与过去一贯的做法一样，

它仍然是耶稣的直接命令，一直保持到世界的末期。耶稣警告

我们，如果我们不愿意按他所说的去做，那么对他说“主啊”

是不够的。他这样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

不遵我的话行呢？”（路 6：46）。有人口口声声称基督为主人，

但是又敌对他简单的、基本的教导，比如要相信神国的福音、

要洗礼、当然还要坚守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到末期的这些教导。

这其实是一种没有意义的假装。 
基督教世界现在已碎裂为成千上万不同的团体。已经发生

的事，让新约作者们统一的信仰变得混乱不清。这些作者中，

有的人甚至认识耶稣本人，并且日复一日地，每天与他待上几

个或十几个小时，听他的教导。他们对耶稣伟大的目标和他震

撼人心的宣告非常了解。此外，他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被

杀的三天后，他以活着的、不朽坏的生命再次出现。他们“在

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徒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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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的使徒和跟从者们见证了他的复活，这见证值得我们

完全信赖。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他们眼看着耶稣死亡。

“还有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

都远远地站着看这些事”（路 23：49）。他们知道他已经被残

忍地处死；妇女们看见他被埋葬，使徒们和其他人看见他又活

过来。他们没有任何理由撒谎。他们也没有产生幻觉！他们只

不过知道所发生的事情，然后他们自然而然地觉得必须与我们

所有人分享，跟从耶稣，遵从耶稣，就有得着不朽坏之生命的、

荣耀的盼望。 
有一些不合理的、反对使徒们的言论冒了出来。说法是，

没有人看见耶稣离开坟墓，所以，复活只是一种猜测。如果你

知道某人曾经住院，而你又看到他健康地待在家里，你会不会

立刻对他已经离开医院产生怀疑，理由是没人看见他离开医

院？ 
神不希望我们去猜测，或者只是“盲目地相信”。信心，

就是相信，相信的依据就是确凿的证据，可信赖的见证人的证

据。一个人若是对新约文献非常熟悉，或者有可能使用新约原

语言工作，又或者读很多版本的圣经，他就明白，这些著作不

是骗人的。倘若作者们撒谎的话，他们得不到任何东西，而且

他们也不是脑子有问题。脑子有问题的人写不出新约这种质量

超高的作品。 
当使徒们在罗马帝国传扬神国的福音时，他们是冒着生命

危险，冒着一些犹太人及外邦人激烈的反对去做的。他们中有

些人为了他们不屈不挠所传扬的福音甚至献上生命。胡乱猜测

说他们为了连他们都不确定的事而牺牲，这才是离谱的！这些

人诚实无伪，勇敢无畏。他们亲眼看到耶稣的生命、死亡以及

复活。两千年了，谁要是说他或她懂得更多，那真的是最放肆、

最自大的事。那时，你不在场。在场的，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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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以及寻求神国里不朽坏的生命 

耶稣的目标，就是向人们展示如何永远活着，如何获得不

会毁灭的生命，如何超越死亡的力量，如何获得永远的完全的

健康。 
耶稣无论到哪里，都邀请男女相信他所教导的，以此为他

们打开不朽坏之生命的奥秘。他自己宣称，他是神完全的代理

人，是他的儿子，而且是唯一的一位。他的父神，以色列的神，

圣经的神，做了新的创造，通过这新创造，神使他存在，他是

这新创造之神迹的直接成果，是神独一无二的儿子。 
耶稣教导，神国的福音是不朽坏之生命的钥匙。在他补充

他即将死亡并复活的信息之前，他已教导伟大的神国的福音有

几年了。神国的福音，包括救赎主的死亡与复活在内，包含着

新的圣约的条件。 
摩西把旧约的条款律例传给以色列民（出 24），将血洒在

百姓身上和约书上，而耶稣，作为最后的先知（申 18：15-18；
徒 3：22；7：37），他也做了同样的事。马太福音、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记载了耶稣的五部分教导。耶稣首先在这

五部分教导中讲出了与新的圣约有关的所有话语，然后他宣布

了他的死亡。圣经中神的重要契约的立约仪式都需要血。于是，

耶稣就献出他自己的宝血，正式立下新的圣约，这约不仅建立

在他的死亡之上，而且也建立在圣约极为重要的话语——他自

己的教导之上。 
在与使徒共进的最后的晚餐上，也就是在他踏上十字架上

痛苦的死亡之路的前一晚，耶稣讲到，他将来要与使徒们再团

聚，当然也与所有日后他信仰里的兄弟姐妹再团聚。他与他们

讨论即将到来的神的国，应许他们，在那个当他回来时开始掌

握全世界权力的国度里，他们会与他一起，拥有美好的政治前

景。路加福音 22 章 29-30 节，是对新约极好的概括。“正如我

的父与我立约将国赐给我一样，我也与你们立约将国赐给你

们。你们将要被擢升坐在十二个宝座上，管理［再次被招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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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是对神国福音的概括。它是耶稣对门

徒们最后的应许。 
在将来神的国里得一席之位的应许，是一个特别的恩惠，

也是一个挑战。耶稣知道，作为弥赛亚，他将要解决世界上的

国际问题以及个人问题，并且他邀请跟从他的人与他一同投身

到这项事业当中。和他一样，他的跟从者们要在神的国里成为

仆人式的主管。在现在这个混乱的世代中（撒但被称为现今各

国的神，林后 4：4），他们将要忍受各种各样的试炼。然后，

当他们坚定地持守信仰，一直到生命的终结或基督来到以后，

他们将要被复活，得到不朽坏的生命，并在以新生耶路撒冷为

国都的世界性神国政权里，与他人同享喜乐。 
这个计划曾给生命赋予最大的意义，现在也是一样。此外，

它使那些身在其中的人能够忍受磨难与挫折，因为他们知道神

“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得益处”（罗 8：
28）。 

耶稣的身份丢失 

教会分裂，神通过耶稣要成就的简单的不朽坏生命计划丢

失，原因在于人们大大远离了耶稣的教导，这种事在使徒们去

世后不久便开始了。希腊的、异教的哲学扰乱了圣经的基本主

旨，在它的影响之下，耶稣和他的使徒们的教导逐渐被腐化。 
新旧两约中的神，是以色列独一的神。以色列的信条，要

求相信神是一位，是“独一的真神”（约 17：3）。这个信条旨

在成为一个盾牌，防止人们偏离真神的知识。在最后的、令人

难忘的祷告中，在他的门徒面前，耶稣亲口说出，不朽坏生命

计划的本质，是要相信天父为“独一的真神”，并且相信他自

己，耶稣，是独一的神所委派的弥赛亚（参看约 17：3）。 
这个信条没有任何复杂之处。假如它被完好无损地保持下

来，教会的历史将会是另外一番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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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使徒们去世以后，一些早期信徒的外邦思想，最终

没能正确理解神的儿子耶稣是神在马利亚身体里创造他时才

开始存在的（路 1：35）。根据异教的宇宙观，到最后，这些

外邦人背离了以色列的信条，也就是背离了耶稣确认的基督教

的信条，以及马可福音 12 章 28-34 节里所有信条中最重要的一

条。 
这些被误导的信徒，给耶稣一个史前史，让他从本质上成

了非人类。无疑，他们做这些都是以“进步”的名义做的。从

第二世纪起，耶稣，人类耶稣，神的儿子的身份就开始丢失了。

最终，耶稣变成了创世记中受造之物的造物主。结果是，他取

代了他自己的父亲，而这位父在旧约中始终如一地坚称，是他，

只有他，才是创造万物的（赛 44：24）。 
在耶稣真正的身份丢失的第一阶段，耶稣仍是一位被造的

人，但是他是在创世前就被创造的。这个巨大的偏离，已足以

使耶稣丧失其真实身份——他是一个真正的人，和所有人一

样，生命开始于他母亲的子宫。所应许的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

不是从天而来的史前人！ 
之后，第四世纪的“教父”对此加以修改，修改版让人更

弄不清弥赛亚耶稣和他的身份。就在那时，就有说法声称，神

的儿子其实是永恒神体的第二位，并非被造。经过再一次的扭

曲，1以色列的一神信条与耶稣的一神信条（可 12：28-34）又

受到威胁，又走样了。当时必须要解释的无法解释的问题是：

1特土良（Tertullian）〔还有后来的亚流（Arius）〕说，子（the Son）
有段时间不存在〔《反驳黑摩其尼》（Ad Hermogenes），3〕，所以他很难

算作三位一体论者。俄利根（Origen）引入了子是“永恒的、父所生的”

（eternal begetting）的概念，但是他认为子比父的地位低。在《一位还

是三位？从耶稣的父到三一神》（One or Three? From the Father of Jesus 
to the Trinity）〔朗出版社（Lang），2002〕一书中，卡尔-海因茨·奥利

格（Karl-Heinz Ohlig）透彻精辟地分析、批判了整个这段令人遗憾的发

展历史。另请参看我们的书《三位一体教义：基督教的自伤》（The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Christianity’s Self-Inflicted Wound）〔国际学者出版

社（International Scholars Publications），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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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神怎样才能既是父又是子；两位神（后来变成三位，因为

圣灵被错误地定为第三位格）又怎样才能是一位神。 
通过从异教哲学领域借来的术语，经过一系列教会会议，

以下观点得到支持并被强制遵守：神的儿子没有开端；他其实

就是神，他在他母亲的子宫里取的是“无位格的人性”。到了

这个时刻，神的儿子便被剥夺了他的人的身份。他被变成神。

虽然口头上他被誉为神的弥赛亚儿子，但是在马利亚身体里开
始了生命的、大卫亲生的子孙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大卫的直

系后裔，所应许的弥赛亚，被永在的子神，亦即三一神的第二

位格所代替。在这套新的方案下，马利亚生育的是“有人性的”，

但是他与大卫的子孙截然不同！ 
这个时候，教会相信的是两位神，他们都是“永恒的神”。

为了抵消很明显的反对之势，教会便声称，神是一个“本质”

（essence），而不再像圣经所教导的信条那样，是一位神（one 
in Person）。 

耶稣的犹太教-基督教一神信条被抛弃，导致了难以言表的

术语上的混乱，结果，经过几个世纪的辩论之后，就出现了谜

一样的“玄理”，也就是知名的三位一体教义。这个新教义，

耶稣和新约都不知道的新教义，却以耶稣的名义被宣扬，被强

制实施，有人违背的话就会受到逐出教会的处罚。本应是正宗

基督教或“正统”基督教的标志，却仍然被它所持。然而，正

如许多学者所知道的，让耶稣承认三位一体是忠实于圣经中神

的话语的信条，那是极不可能的。 
有效的宣传运动已经让不明真相的教会成员相信，只有那

些愿意相信圣经后时期的修改版信条，即三位一体的人，那些

相信耶稣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的人，才能被接纳为基督

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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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不但这个信条被强行灌入圣经——有时候，有

些版本甚至通过错译的手段强灌，2而且圣经本身也变得很难读

通读懂，因为耶稣和门徒们不相信三位一体。耶稣从来没有声

称是神。他始终都在表达他的地位低于神，低于他的创造者，

他的天父。当然，他的确称自己拥有神授予他的独特地位，不

过，他不断地表达，他要完全倚靠独一的神，他的天父，才能

在追求神的旨意的过程中，完成他能够做成的事。 
神创造人类时给他们高贵的身份，而通过贬低这种身份来

敌对神的旨意，这正是撒但的目标。人本来是要侍奉神的，撒

但就发起敌对行动来破坏这种潜质。谬论便被传播开来，说作

为神的儿子，耶稣“太完美了”，不可能是人类！他所行的神

迹、他卓越不凡的生命和教导，都是“纯粹的”人类难以企及

的。神所委任的、人类的、无罪的救赎主，已被断定不足以成

就我们的救赎。从耶稣所做所说的来看，耶稣肯定是神！ 
这种论点，无疑对宗教的空想很有吸引力，但是它不代表

圣经的教导。圣经从头到尾都是一神论。圣经支持的事实是，

“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约 4：22），而犹太人，正如人人

都应该知道的，相信神是唯一的、不可分的一位。犹太人整个

历史中，神都强烈要求他们，绝对不能离开神是一位，不是两

位或三位这个基本信仰。 
犹太人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这一点保罗在罗马书 3 章

29-30 节中讲得非常清楚。他一次都没暗示过圣经信条要被修

订。 
三位一体教义也让 10 亿穆斯林极为反感，这些穆斯林同

样已经接受了十几世纪的训导，要他们绝对不能离开神是一位

这个信仰。犹太人和穆斯林都能正确地诉诸希伯来圣经，希伯

来圣经数千次使用单数人称代词来描述神，这就是在告诉我们

2NIV 把约翰福音 16 章 28 节与 20 章 17 节错译，让它们给人的印象

是，耶稣回到父那里；也错译腓立比书 2 章 6 节，说耶稣是神〔“有神

的本质”（being in very nature God）〕，而保罗写的则是弥赛亚耶稣“有

神的形状”（was in the form of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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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神是单独的一位！声明这一点，就是在肯定语际交流

最基本的规则之一——单数人称代词描述的是单数的人——

适用于圣经，就如同适用于所有文学作品一样。 
圣经认可的是，耶稣是人类弥赛亚，神是一位。到圣经后

时期，圣经这基本框架却被离弃，这种情况对于原本的基督教

信仰来说，是一场灾难。耶稣是圣经所预言的犹太人弥赛亚，

但他的身份在早期被弄丢，跟着，神国的福音也就丢了。 
同样，还是在异教哲学的影响下，基督徒的目标也转换了。

人生来就终有一死，逃不过死亡，这是圣经的基本真理。可是

谬论压过了圣经真理。这谬论引自柏拉图哲学体系，它认为人

天生不会死亡！ 
这种关于我们人类本质的错误教导，搅乱了耶稣关于不朽

坏之生命的教导。耶稣呕心沥血地教授公众怎样获得不朽坏的

生命，获得那没人与生俱来的不朽坏的生命，然而教会却选择

人本来就不会死亡的异教观念。 
耶稣的要点，被再三重复的要点就是，为了获得未来地上

神国里不朽坏的生命，我们必须“重生”。要重生，就要懂得

并接受神国的福音。耶稣走到哪里都这样教导。在撒种比喻中，

耶稣描绘自己是在撒重要的、不朽坏之生命的种子，在撒永久

生命的奥秘。 
耶稣积极成就原本就给人的、要他们“生养众多”的命令。

通过撒下不朽坏之生命的种子，耶稣将其他人繁衍成属灵的弟

兄姐妹。他希望那些接受了不朽坏之生命的奥秘的人能与其他

人分享，从而将繁殖的过程延续下去。神国的福音这颗种子，

将是许许多多的候选人获得不朽坏之生命的工具。保罗提到基

督徒要与基督联合。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结果子（罗 7：4），
结果子肯定包括“繁育”其他信徒，使他们成为神国的继承人。 

神国的福音被定义为“道”（word），或者神的讯息，它

也被描述为“种子”。当神国的讯息这颗种子种在了乐意接受

的听众心里，并开始发挥影响力的时候，永久生命的胚芽就被

放在了信徒里面。耶稣的教导中所含的神的计划就会打开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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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他就能觉察到，他的命运是成为未来神国里的生命的候

选人。通过这颗讯息的种子，神的灵和耶稣的灵会传过来。那

是神的灵、神的意念和神的性情，它传送一个不朽坏之生命的

订金，订下耶稣回来时基督徒经过复活而完全获得的那不朽坏

的生命。 
新约教导，信耶稣和神的国必须要保持到最后。没有“一

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样的教义。得救是一个过程，从现在开

始一直持续到末尾。保罗说：“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

了”（罗 13：11）。他警告归信的基督徒说，如果他们不持守

信仰，他们将要被“砍下来”（罗 11：22）。“有些人不过是暂

时相信，”耶稣曾警告过（路 8：13），但是只有那些忍耐到底

的，必然得救（太 24：13）。 
在我们现在这个令人困惑的宗教世界，很多陷阱都在等着

年轻的信徒。第一个威胁，是将耶稣教导的新约要求和摩西的

旧约律法相混淆。保罗没有要求他的信徒守星期六为安息日，

也没要求守希伯来历法的节期，或者守月朔。保罗的教导中，

一个主要的要点是，基督拆去了把犹太人和外邦人隔开的那堵

墙（弗 2：14）。利未记 11 章中给以色列人的食物的条例已经

失去效力（罗 14：14，20，在这里，保罗使用的词与利未记

11 章的词完全相反：“洁净”对“不洁净”）。作为既是犹太人

又是基督徒的保罗，他确信“所有的食物都是洁净的”；“食物

本身没有不洁净的，除非你认为它不洁净”。保罗几乎不可能

用这些话去支持利未记 11 章的犹太饮食律法！ 
星期天不是新的安息日，但是基督徒完全可以在那天聚

会，以庆祝耶稣复活。使徒行传 20 章 7 节讲到“在一周第一

天”信徒这样一个聚会。保罗为了避免他去的时候教会信徒才

现凑，他就让他们在每个星期天奉献（林前 16：2）。犹太人

是在安息日时在会堂聚会，保罗参加这样的聚会是为了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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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当然，会堂的聚会不是基督徒的聚会。总体来说，会堂不

接受耶稣为弥赛亚。3 
给我们的新约圣经是用希腊语写成的。理解我们所拥有的

希腊语圣经，是非常重要的事，而关于原亚兰语版本的争论，

会把我们从这件重要的事务上转移开。我们没有原始文本（亲

笔手稿），但是我们有大量的希腊语抄本。腐坏的地方，证据

通常也保留着。争辩神的名字雅伟（Yahweh）的使用，或者它

应该怎么读，没有益处。确切的读法尚不清楚，新约也没有专

门指出用希伯来语读出神的名字（或耶稣的名字）的重要性。

神所启示的希腊语手抄本表明，名字可以被合理地翻译成其他

语言。 
另一个困扰新基督徒的危险是，“说方言”的压力。“方言”

（tongues）的意思是语言（languages），它们不是一连串没有

意义的音节。在使徒行传中，“方言”的神迹，是使徒们以及

与他们在一起的人有了超自然的能力，能讲出他们从没学过的

语言。这个神迹是一个“讲”的神迹，绝不是在还未归信的人

头脑中“听”的神迹。它是使徒们奇迹地对着众人讲话，而这

些人发现，他们自己的各种方言，使徒们没有学过，但是却在

讲。这个神迹是个证据，表明神在动工，而且它证实使徒们是

耶稣正式委任的代理人。 
“方言”肯定不是一个“实用型”奇迹，用它来克服语言

障碍。当彼得向同一人群（徒 2）宣讲时，他讲的是亚兰语或

者希腊语，而所有人都听懂了。 
哥林多前书 12-14 章里，语言的恩赐被列为最不重要的，

并且可以肯定，这个恩赐绝对不是每位信徒都要有的。“岂都

是说方言的吗？”保罗问。“绝不！”（参看林前 12：30）。想

3很多优秀文献都写了两约之间的差异。保罗传教使命的要旨，是促进

犹太人基督徒和外邦人基督徒的团契交流。我们的书《律法·安息日·新

约基督教》（The Law, the Sabbath and New Covenant Christianity），描述

了我们自己从恪守律法到自由的旅程，并且为此从圣经中选用了这个例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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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现今也产生这样的恩赐，很难令人信服。它们一贯被认为

不是真正的语言，不可靠。讲方言的人常常不知道他们在说什

么。对比之下，在保罗的监督下，那些恩赐是清楚明确的。“方

言”应该被证实是真正的语言，就像使徒行传 2 章里那样清楚。

声称有说方言的能力的人，被告诫说，要把“方言”翻译出来，

好让所有人都获益（林前 14：13）。哥林多前书 12-14 章里，

没有说“方言”这种事物应该一直保持为属个人的东西。 
当今成千上万的“方言”录音，不能提出证据，以表明它

们是通过超自然力量讲出来的真正的语言。相反，很多已经被

确认是在模仿其他人，况且异教宗教也有“方言”的证据，这

就表明“方言”的源头不一定是神。在哥林多前书 13 章 8-12
节，保罗没有明确说明，这些特别的恩赐是否应该在耶稣回来

前的整个时期都持续下去。但是他却说，方言中超自然的话语，

以及他那时的预言，提供了一些知识，而这知识将会在耶稣回

来的时候被取代。他没说这些话语和预言它们本身，会在圣经

正典结束以后继续赐下。无论如何，预言（翻译出来的方言是

预言的一种形式，林前 14：5）所揭示的知识是以超自然的方

式赐下的，保罗总结说“方言是给未信之人的一个记号［显示

的神迹］”（林前 14：22，新译本圣经）。 
如今，在我们当中，没有像彼得或十二使徒或保罗那个级

别的使徒。新约中没有任何说法说，要任命使徒的继任者。使

徒是那些亲眼见过复活了的耶稣的人，保罗说他是使徒，是因

为他能做“使徒做的神迹和奇事”（林后 12：12；罗 15：194），

因为他亲自见过耶稣（林前 9：1）。使徒们是新约教会的根基，

是由耶稣委任的，这根基不可能重置。我们所有人都应该理所

当然地成为使徒们的门徒，他们都忠实地代表耶稣所教导的信

仰。 

4译者注：有的汉语圣经把该节内容放在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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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当中没一样说，神不会按照他的意愿进行干预。他应

许与信徒同在，引导他们，教导他们，直到耶稣再来。“神让

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参看罗 8：28）。 
还有另一个陷阱等着新信徒。它是一个理论，说圣经中没

有超自然的邪恶的个体，撒但或者魔鬼只是一个比喻，比喻人

性中存在的恶而已。新约讲得完全清晰透彻，魔鬼是非人类的、

超自然的、具有思维能力的生命。耶稣对他们讲话，他们也对

耶稣讲话。他们与他们所影响的不幸的人们总是明显不同。否

认撒但的存在，否认他是一位堕落的超自然生命，就是将一整

块事实从圣经中擦除。这相当于拒绝相信圣经中神所启示的一

个重要内容。 
希腊语中“魔鬼”（demon）一词，有完全清晰的基本的含

义，我们不可以重写词典或字典来支持我们自己的理论。假如

新约作者们不相信魔鬼存在，那么他们决不可能做的一件事就

是，用魔鬼或者邪灵的言语和活动来修饰他们的记述。希腊语

有绝好的词来描述“精神失常”和“疾病”，但是为了让我们

能够明白，作者们记载的是，魔鬼是有思维能力的、邪恶的、

超自然的个体，为撒但工作，而撒但同样也是一个个体生命。 
耶稣承认他们存在，跟从耶稣的人也应该如此。不这样做，

就是不信的一种表现。对超自然邪恶力量轻描淡写，这种做法

不但质疑了圣经的真实性，而且促使拥护这种说法的人给圣经

强加一个理论，暗示耶稣是一个“没有科学知识之时代”的无

知的受害者。对于亿万圣经读者来说，魔鬼作为魔鬼存在，已

经是明摆着的事情。 
或许，要清楚地理解圣经，最难处理的问题，是任何给神

的国下定义时违背新约证据的神国的理论。如果神的国被错

解，那么自动地，福音也会被错解，因为福音是关于神的国的

福音。有个很大的派别，基督的教会，把神的国等同于教会，

因而给福音造成极大的混乱。他们甚至提出，主祷文“愿你的

国降临”已经对我们不再有效，因为神的国在五旬节，也就是

耶稣与神坐在天上的时候就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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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搞不清楚神的国的含义，使得所有先知看到的未来的

神的国也隐晦难懂。没有经文说基督徒已经承受了神的国。既

然死去的人现在还是死亡着的，没有与基督一同统治，那么从

逻辑上讲，就不可能说耶稣与忠信之人一同统治的神的国现在

已是事实。新约里绝大多数关于神的国的经文，指的都是那个

将会在耶稣回来，死人复活的时候才开始的国度。启示录 11
章 15-18 节是一段绝佳的经文，清楚地讲了神的国。当第七号

吹响的时候，神的国就到了，那时现在这个体系下的各国都要

变成神的国。毫无疑问，教会现在就要接受训练，为神的国做

好准备，等它到来。神和耶稣的灵被称为未来神国里不朽坏之

生命的“订金”，虽然通过它我们现在就能部分地享受到神国

的祝福，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神的国仍然是未来的。 
当耶稣在天上坐在天父右手边的时候，神的国就开始了，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使徒行传 1 章 5-7 节就是一个极其清楚的

证据。在使徒行传 1 章 5 节，那时耶稣已经就他最喜欢的主题，

即神的国进行了为期六周的专题讨论（徒 1：3），门徒们，一

直在耶稣的监管下宣讲神国福音的门徒们，问了一个非常明确

的问题。听到圣灵就要从天降下，他们便料想神的国将会同时

显现——他们这么想也不无道理。他们按照耶稣所教导他们的

来定义神的国。他们认为神的国包括在地上复兴以色列十二支

派，所以他们问，“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徒 1：
6）。 

耶稣没有以任何方式指责他们的这个好问题。他只是告诉

他们，神的国到来的时间没人知道。复兴以色列是理所当然的

事，但神的国到来前要经历多长时间，则无人知晓。请注意，

这一点极其重要，因为它解决了任何关于神的国是否与圣灵降

下相关联的问题。“不多几日”，圣灵就会到来，但是神的国到

来，时间未知。这明显证明，五旬节圣灵到来，与神的国到来

不是一回事。 
对 福 音 破 坏 性 更 大 的 ， 是 一 个 叫 做 “ 时 代 论 ”

（Dispensationalism）的理论，其极端形式叫做“极端时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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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ra-dispensationalism）。这些理论有效地把耶稣与他所传讲

的福音分离。他们提出，当耶稣传神的国为福音时，他是根据

旧约对着犹太人讲的，不是在传我们所有人的救赎的福音！ 
结果，一个著名的拥护时代论学派的人写到，“确切地说，

登山宝训不是教会真理。”事实上，登山宝训是新约道德规范

的核心，因而它直接并迫切地适用于所有相信基督的信徒。 
《昂格尔圣经词典》（Unger’s Bible Dictionary）的“福音”

词条含糊其辞地讲到“两种形式的福音”。它们其实就是两个

福音。它断言，神国的福音，耶稣只是想传给犹太人。但是，

保罗引入了恩惠的福音，这个福音是现在要传给每个人的。然

而，当未来的大灾难来到时，神国的福音将会被恢复，传给那

些正在经历那段前所未有的灾难的人们。 
该错误福音理论的“极端”形式要求我们相信，即便保罗

传了神的国，神的国也要么是传到使徒行传 13 章，要么根据

同一理论的变化形式，是传到使徒行传 28 章。此后——这个

不可思议的理论这么说——保罗收到最后的“神圣的奥秘”的

启示，这个启示给出了一个福音，此福音是给那些恰巧在这新

启示之后碰到保罗的人的；而这就是今天给我们的福音。 
这两种形式的时代论对新约福音都是毁灭性的。新约指

出，耶稣的话是基督教信仰的关键，可它们直击新约最关键的

部位。在大使命中，耶稣命令要传他许可的同一个神国的福音，

一直到末期他回来的时候（太 28：19，20），而如果保罗没有

传神国的福音，违背了大使命，那么他就已经因为毁坏了福音

而在他自己的咒诅之下了（加 1：6-9）。保罗一直传讲神国的

福音，从使徒行传 19 章 8 节，20 章 24 节和 25 节，还有 28 章

23 节和 31 节都能看出来这一点。他把同一个神国的福音传给

每个人。使徒行传 20 章 24 节和 25 节彻彻底底地证明（尽管

从新约其他内容也能明显地看出来），恩惠的福音等于神国的

福音。 
最后，想象保罗在他晚年时收到一个超越之前各版本福音

的、特殊的福音，这是很荒谬的。这么推测下来的话，那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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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按原路折回，给信徒教导一个之前与他们在一起时他完全

不懂的、新形式的基督教！ 
保罗没说有一个福音是单单启示给他的。他说福音是启示

给使徒们的，“使徒”用的是复数（弗 3：5）。幸好，只有一

个福音。耶稣是它的第一个传道人（来 2：3）。它为耶稣自己

作见证。根据启示录 19 章 10 节，“为耶稣作见证”是真信徒

的标记。为耶稣作的见证，就是神国的福音，即耶稣所传讲的、

他所命令为万民救赎福音的那个福音。 
时代论另一个具有大规模影响力的教导，是它的一个理

论，该理论编造出一个圣经没有的、附加的末日复活。根据广

为宣传的提姆·拉哈伊（Tim Lahaye）与杰里·詹金斯（Jerry 
Jenkins）〔《末日迷踪》（Left Behind）系列书籍的作者〕的观点，

耶稣在他公开回来，在地上开始神的国的 7 年之前，就会秘密

地回来。这个所谓的“秘密被提”（secret rapture）理论，指的

是帖撒罗尼迦前书 4 章 13-18 节。这个理论断言，忠信的去世

之人被复活、活着的基督徒“被提到”或被带到空中与主相遇

的时刻，可能发生在任何时候。突然间，千百万人会消失，那

些忠信之人会与耶稣在天上待上 7 年。之后，耶稣才会公开显

现。 
这个“大灾难前”（pre-tribulation）被提式复活是个悦人的

错误观念，它承诺，在大灾难之前，所有信徒都会躲到天堂去。

圣经确实谈到，就在未来耶稣再来开始神的国前夕，会有一个

大灾难（太 24：21=但 12：1）。但是，关于在大灾难之前耶

稣就来复活去世的人，圣经一个字都没有说。 
耶稣讲述的未来，与“末日迷踪”的理论断然相反。耶稣

明确地说，“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

然后人子要降临，将他的选民从四方都招聚了来”（参看太 24：
29-31）。这是大灾难“后”（post）〔=在……以后（after）〕招

聚忠信之人。保罗证实耶稣所言属实，他力劝信徒，要期待着

“当主耶稣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报应他的敌人的时候”（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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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1：7-8），他们从现在的苦难中得以释放与解脱。很清楚，

保罗没有期望提前 7 年解除或结束基督徒的苦难！ 
耶稣清清楚楚地声明，他将要在大灾难之后招聚基督徒

“选民”（太 24：29-31），而时代论者试图插入一个耶稣秘密

的“到来”，这种做法是在曲解耶稣的说法。说马太福音 24 章

31 节的选民不是基督徒，这便是时代论体系失败的表现！他们

忘了，耶稣在马太福音 24 章的教导正是给基督徒的。任何把

耶稣与他自己的教导分离的体系，都应自我谴责。因为，耶稣

教导说，新约和基督教的基础就是他和他的教导。 
新约的信息简单明了。基督徒的生命是性纯洁的、没有憎

恨的、既侍奉神又侍奉人的生命。这种侍奉的特征就是，要展

现神的国里不朽坏之生命的福音。这种生命是日日倚靠神、倚

靠他的儿子的生命。只有一位神，他是天父；耶稣是神的儿子，

是弥赛亚，是拥有“神自己的儿子”这个独特身份的弥赛亚，

是神所定的那个儿子，因为他的生命是通过神迹开始于马利亚

的子宫的。 
神的国为那些相信它并为了它而活的人，预备了不朽坏的

生命。这些人活着，盼望着它到来，在那个时候，耶稣回来，

要与各个时代的众圣徒在更新了的地球上共同统治（启 5：9，
10；太 5：5）。 

长时间以来，新约教导所具有的简洁明了已被教会丢失了

很多，这是我们的基本前提，大家可以详查。不管是过去的还

是现在的无数学者、教会历史以及圣经，也都对此提出控诉。

英国国教一位著名学者有一段评论，具有宝贵的意义，我们就

以此作为结尾： 

“当希腊思想与罗马思想开始主宰教会的时候，一场灾
难就发生了，而且我们从未从其中恢复过来，无论是信
仰上还是实践中。”5 

5H. L. 高治（H. L. Goudge），神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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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神国福音的各种新约名称 

以下列举出来的表达，首先给出的是福音的“主定义”，

然后是整个新约中福音的对等名称。圣经里的福音传道，全都

是关乎耶稣那样传讲的神的国的福音传道。所有得救的邀请，

都不是邀请“去天堂”，而是邀请承受神的国。跟从耶稣，是

要使用他的术语，而不是我们的术语。像耶稣那样讲话（当然，

这允许把他的话翻译成我们的母语！），意味着既要像他以前那

样思考，也要像他现在那样思考。 
如果我们把“神国的福音”（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福音”（ the Gospel）与“传讲”（preaching）或“宣讲”

（proclaiming）这几个条目结合起来，就有约 325 处提及神国

的福音。“相信”新约，意思就是相信“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

督的名”（徒 8：12）。接下来一节（徒 8：13）说，西门“信

了”，也就是说他相信了神国的福音和耶稣的名。这就是基督

教信仰的含义（在西门的例子中，他的信没有持续下去）。 
在使徒行传 28章 24节，有些人相信了神国的福音（23节），

有些人不信。因此，新约中的相信，就是相信神的国和耶稣。 
神的国是一把钥匙，能打开耶稣之教导的奥秘，能让我们

认识神为我们自己、为整个人类、为这个地球的未来所定的计

划。 
福音的“母定义”（parent definition）来自耶稣自己，他是

福音的模范阐述人（来 2：3）。耶稣是神国的福音最早的信使

（施洗约翰做的是简要介绍，太 3：2）。福音有其明确的定义。

它首要的、基本的标题出现了 18 次： 



附录一 神国福音的各种新约名称 

 
神国的福音（the Gospel about the Kingdom of God）（太 3：

2；4：17，23；24：14；9：35；路 4：43；8：1；9：2，6，
11，60；10：9；16：16；徒 8：12；19：8；20：25；28：23，
31） 

各种各样可以互相替换的用词，描述同一个神国的福音： 
=天国道理（the word about the Kingdom） 

（太 13：19；参看提后 4：1，2；启 1：9） 
=神的福音（the Gospel of God）（可 1：14 =“相信神

的国”，15 节；罗 1：1；15：16；林后 11：7； 
帖前 2：2，8，9；彼前 4：17） 

=福音（the Gospel）（太 11：5；可 13：10；14：9；
16：15；路 3：18；4：18；7：22；9：6；+80 次） 
=这天国的福音（this Gospel about the Kingdom） 

（太 24：14） 
=这福音（this Gospel）（太 26：13） 

=神恩惠的福音（the Gospel of the grace of God） 
（徒 20：24） 

=传讲神国的福音（proclaiming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徒 20：25） 

=传神的旨意（declaring the whole counsel of God） 
（徒 20：27） 

=得救的福音（the Gospel of salvation）（弗 1：13； 
罗 1：16） 

=耶稣基督的福音（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可 1：1） 

=基督的福音（the Gospel of Christ）（林后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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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荣耀的福音（the Gospel of the glory of Christ） 
（林后 4：4） 

=可称颂之神的福音（the Gospel of the blessed God） 
（提前 1：11） 

=福音的奥秘（the mystery of the Gospel）（弗 6：19；
参看罗 16：25） 

=你的（神的）道〔your (God’s) word(s)〕（约 17：6；
17：8：“领受道”） 

=神的道（the word of God）（37 次） 
=他的道（his word）（多 1：3；约一 2：5） 

=道（the word）（46 次） 
=真实的道理（或译“真理的道”）（the word of truth）
（林后 6：7；弗 1：13；西 1：5；提后 2：15； 

雅 1：18） 
=真道（或译“真理的知识”）（the knowledge of the truth）

（提前 2：4；提后 2：25；3：7；多 1：1； 
来 10：26） 

=真理（the truth）（50 次） 
=奉耶稣的名所传的悔改、赦罪的道（repentance and 

forgiveness of sins in Jesus’ name）（路 24：47） 
=主的道（the word of the Lord）（徒 8：25；12：24；
13：44，48，49；15：35，36；16：32；19：10；19：
20；帖前 1：8；4：15；帖后 3：1；彼前 1：25） 

=福音的道（the word of the Gospel）（徒 15：7） 
=我们的福音（our Gospel）（帖前 1：5；帖后 2：14；

林后 4：3） 
=我们主耶稣的福音（the Gospel of our Lord Jesus） 

（帖后 1：8） 

251 
 



附录一 神国福音的各种新约名称 

=他恩惠的道（the word of his grace）（徒 14：3； 
20：32） 

=恩典和真理（grace and truth）（约 1：14，17） 
=十字架的道理（the word of the cross）（林前 1：18） 

=神的话（the words of God）（约 3：34；8：47； 
启 17：17；19：9） 

=即将到来的时代的生命之话语（或译“永生之道”）

（the words of the life of the coming age）（约 6：68） 
=我的（耶稣的）话（或译“我的道”）〔my (Jesus’) word〕
（约 5：24；8：31，37，43，51，52；14：23，24；

15：20；启 3：8） 
=我的（耶稣的）话（或译“我的道”）〔my (Jesus’) words〕
（太 24：35；可 8：38；13：31；路 6：47；9：26；

21：33；约 5：47；14：10，24；15：7） 
=我的教导（my teaching）（约 7：16；提后 3：10） 

=我这话（these words of mine）（太 7：24，26） 
=我的话（my sayings）（约 12：47，48） 

=我的（保罗的）福音〔my (Paul’s) Gospel〕 
（罗 16：25） 

=我的（保罗的）话〔my (Paul’s) words〕（徒 26：25） 
=我的（保罗的）话语〔my (Paul’s) message〕 

（林前 2：4） 
=我（保罗）讲的道〔my (Paul’s) preaching〕 

（林前 2：4） 
=天国的奥秘（或译“神国的奥秘”）〔the mystery(ies) 

of the Kingdom of God〕（太 13：11；可 4：11； 
路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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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宣讲的耶稣基督（the preaching of Jesus Christ） 
（罗 16：25） 

=基督的奥秘（the mystery of Christ）（西 4：3； 
弗 3：4；西 1：27） 

=奥秘（the mystery）（罗 16：25；弗 1：9） 
=真道的奥秘（或译“信仰的奥秘”）（the mystery of the 

faith）（提前 3：9） 
=敬虔的奥秘（the mystery of godliness）（提前 3：16） 
=生命的道（the word of life）（腓 2：16；约一 1：1） 

=神的奥秘（the mystery of God）（启 10：7） 
=信主的道（或译“信心的信息”）（the word of faith）

（罗 10：8） 
=基督的道（the word of Christ）（徒 10：36； 

罗 10：17；西 3：16） 
=神长存的道（the abiding word of God）（彼前 1：23） 

=所栽种的神的道（the implanted word of God） 
（雅 1：21） 

=我们所传的〔our report （“the word of hearing”）〕 
（约 12：38；罗 10：16） 

=信（the faith）（32 次） 
=救恩之道（the word of this salvation）（徒 13：26） 

=这救恩（this salvation）（彼前 1：10） 
=神这救恩（this salvation of God）（徒 28：28） 

=我们同得的救恩（our common salvation）（犹 3） 
=一次交付圣徒的信仰（the faith once and for all 

delivered to the saints）（犹 3） 
=表明真理（the manifestation of truth）（林后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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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好的道理（the word of reconciliation）（林后 5：19） 
=圣灵的宝剑（the sword of the spirit）（弗 6：17） 

=公义的道理（the word of righteousness）（来 5：13） 
=忍耐的道（the word of my perseverance）（启 3：10） 

=他们所见证的道（the word of their testimony） 
（启 12：11） 

=为耶稣所作的见证（the testimony of Jesus） 
（启 1：2，9；12：17；19：10；20：4） 

=关于即将到来之时代的福音（the Gospel about the 
coming age）（启 14：6）1 

 
福音中神的国被舍去的证据，请参阅《新斯科菲尔德注解

圣经》（New Scofield Reference Bible）启示录 14 章 6 节注释，

以及《昂格尔圣经词典》中“福音”（Gospel）词条。

1“永远的福音”（Eternal Gospel），是误译。福音不是永远的；它是即

将到来的神国时代的好消息。在希腊语中，“aionios”的意思是“与即

将到来的时代相关的”（to do with the coming age）。“aionios 福音（the 
aionios Gospel），在基督教语言中不是‘永远的福音’（everlasting 
Gospel），而是‘关于神国时代的福音’”〔奈杰尔·特纳（Nigel Turner），
博士，《基督教用词》（Christian Words），第 456 页〕。因此，在很多经

文中，“永远的”（eternal）（“everlasting”）都等于“千禧年的”（millennial）
或者“与即将到来的神国时代相关的”（having to do with the age to come 
of the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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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死亡是什么？去世的人在哪里？ 

下面这些经文，选自一系列圣经篇章，看过之后，你是什

么感觉？ 
去世的人在哪里，他们处于什么状态？脱离死亡的辖制什

么时候发生？ 
 
神对亚当说：“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创 3：19）。 
“犯罪的灵魂（soul），他必死亡”（结 18：4）。〔灵魂（soul）

指的是不死的灵魂吗？显然不是。〕 
“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make alive）；使人下阴间

（Sheol/Hedes）［死人所待的世界］，也使人往上升（raise up）”
（撒上 2：6-8；使人活=使人往上升=复活）。 

“人死亡而消灭……人躺下不再起来，等到天没有了，仍

不得复醒，也不得从睡中唤醒……惟愿你把我藏在阴间……人

若死了岂能再活呢？”（伯 14：10-14）。 
“所指望的要同我（传统：门闩）下到阴间么？或是我们

要一同落（传统：安息）于尘土中呢？”（伯 17：16，吕振中

译本）。 
“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sleep the sleep of 

death）”（诗 13：3）。 
“我心里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近阴间。我被列在下坑的

人当中……被丢在死人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在黑暗

的地方；你不再记念他们，他们也和你的手隔绝了”（诗 88：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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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为死人行奇事吗？阴魂会起来称谢你吗？在坟墓

里有人述说你的慈爱吗？在灭亡之地〔‘灭亡之地’原文作‘亚

巴顿’（Abaddon）〕有人述说你的信实吗？你的奇事在黑暗里

有人知道吗？你的公义在万事消忘之地有人知道吗？”（诗 
88：10-12）。 

“因为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颂扬你，下坑的人不能

盼望你的信实”（赛 38：18）。 
“只有活人才能称谢你，像我今日一样；作父亲的，要让

儿女知道你的信实”（赛 38：19，新译本圣经）。 
“你为什么不赦免我的过犯，除去我的罪孽呢？现在我快

要躺卧（lie down）在尘土中，那时你寻找我，我却不在了”（伯 
7：21，新译本圣经）。 

“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down to the pit），有什么益处

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诗 30：9）。 
“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下到寂静（silence）中的也都不

能”（诗 115：17）。 
“耶和华啊，求你转回搭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因为

在死地无人记念你（no mention of You in death），在阴间有谁

称谢你？”（诗 6：4，5）。 
“树若被砍下，还可指望发芽，嫩枝生长不息，其根虽然

衰老在地里，干也死在土中，及至得了水气，还要发芽，又长

枝条，像新栽的树一样。但人死亡而消灭，他气绝，竟在何处

呢？海中的水绝尽，江河消散干涸。人也是如此，躺下不再起

来，等到天没有了，仍不得复醒，也不得从睡中唤醒”（伯 14：
7-12）。 

“我若等待阴间作我的家，在黑暗中铺张我的床榻；我若

对深坑说：‘你是我的父亲’，对虫说：‘你是我的母亲，我的

姊妹’，那么，我的指望在哪里呢？我的指望谁能看得见呢（新

译本圣经）？所指望的要同我（传统：门闩）下到阴间么？或

是我们要一同落（传统：安息）于尘土中呢（吕振中译本）？”

（伯 17：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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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不能长享富贵；他就像要灭亡的牲畜一样”（诗 
49：12）。 

“他们好像羊群被派定下阴间；死亡必作他们的牧人。到

了早晨，正直人要管辖他们；他们的形体必被阴间消灭，他们

再没有住处”（诗 49：14，新译本圣经）。 
“不要倚靠王子，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也不能救助。他

气一断，就回归尘土［你要归于尘土］；他所打算的，当天就

消灭”（诗 146：3，4，吕振中译本）。 
“活人还知道自己必死，死人却一无所知，而且再得不到

酬劳，他们也被遗忘……在你所要去的阴间里，既没有工作，

又没有筹谋；没有知识”（传 9：5，10，新译本圣经）。 
“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

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并不强于兽……都

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传 3：19，20，比

较“你要归于尘土”，创 3：19）。 
对未来的一个预言：“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

中有得永生的……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

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死去的人在做什么，他们在哪里？）

（但 12：2，13）。 
耶稣说： 
“不要把这事看作希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比较

‘睡在尘埃中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

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约 5：28，29）。 
“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路 14：14）。 
“耶稣使拉撒路从死人中复活”（约 12：17）。复活要怎

样发生？约翰福音 11 章 11 节与 14 节：“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

了［而且仍在睡着，希腊语完成时态含有这样的含义］，我要

去唤醒他……拉撒路死了”（比较“沉睡至死”，诗 13：3）。
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约 11：43）。耶稣“叫拉撒路从坟墓出

来，又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约 12：17，新译本圣经）。 
保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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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唤
醒我们］”（林前 6：14）。 

“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唤醒

我们］，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林后 4：14）。 
耶稣复活之后，彼得说： 
“先祖大卫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

我们这里……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

了神的旨意，就睡了（或作‘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

的人，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他们也睡了！］，已见朽坏；

惟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徒 2：29，34；13：36，
37）。 

在基督来的时候，那些属他的要被复活（被唤醒）（林前 
15：23）。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被唤醒）成为不朽坏的（参

看林前 15：50-55）。最后的号筒响起时（比较启 11：15-18：
第七号），死人要被复活，要获得不朽坏的生命，只有到那个

时候（并不是提前的某一时刻！），阴间才会被胜过。因此，保

罗引用了何西阿书 13 章 14 节：“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

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哪，你的

毁灭在哪里呢？”保罗视这节关于脱离阴间的经文为复活时的

情况，就是他去到任何一处都讲说的耶稣回来时要发生的复活

（林前 15：23）。 
说阴间（Hades/Sheol）已经被耶稣解放的任何理论，都与

哥林多前书 15 章 55 节这段表述迎头相对：阴间只有在未来才

能被胜过。即使启示录写于公元 96 年，耶稣才是那位掌控着

死亡与阴间的钥匙的人。他还没有使用它们。在启示录后面第

20 章 13-15 节时，死亡与阴间才交出那些在它们里面的去世的

人。耶稣从阴间释放去世的忠信之人是在启示录 11 章 15-18
节，20 章 1-4 节。 

因此，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5 章 10 节中，保罗预料的情况

也是，在耶稣回来的时候，基督徒要么在死亡中睡去，要么还

在世界上活着：“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在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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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在复活时一起活过来之前，他们的状态叫做“睡着的”

——与但以理书 12 章 2 节的表达完全相同：“睡在尘埃中的，

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 
“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

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帖前 4：16）。 
末日复活之前，基督徒的状态要么是在死亡中睡着，要么

是活着。两种情况的人都会与基督在未来复活时同活（帖前 5：
10）。 

“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或者我也得以从

死里复活”（腓 3：10，11）。“我们切望救主，从天降临；将

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腓 
3：20，21）。 

希伯来书写于一世纪晚期，作者说：“这些人［所有的先

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先知们，包括以诺和先知以利亚］

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来 11：13，39）。 
他真的相信他们已经在天堂，无比幸福，无比快乐吗？还

是说他们所有人都在等候着复活，等候着死了的人都要活过来

的时刻（林前 15：22，23）？如果你已经是活着的，你又怎

么能“被复活”？！如果你已经是活着的，且是不会死亡的，

你又怎么能被复活，变成不会死亡的？ 
要注意圣经的警告，不要相信那认为复活/变为不死之身的

事（resurrection/immortalization）已经发生的说法： 
“你应当竭力在神面前作一个蒙称许、无愧的工人［比较

可 8：38］，正确地讲解真理的道。总要远避世俗的空谈，因

为这些必会引人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好像坏疽一样

蔓延；他们当中有许米乃和腓理徒。他们偏离了真道［耶稣和

使徒们那样传讲的福音］，说复活的事已经过去了，于是毁坏

了一些人的信心”（提后 2：15-18）。 
说去世的人现在其实是活着的，违背了旧约中一个重要的

警告：“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经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

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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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阴的（或译‘求问死者的’）（one who calls up the dead）”（申 
18：10，11）。1 

1请进一步参看我的小册《我们死亡时会发生什么？》（What Happens 
When We 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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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牛津大学旧约教授 W.C.艾伦 

（W.C. Allen）以及其他关于神的国的

著名权威 

关于马太福音中的神的国，《基督与福音词典》提供了客

观的分析，我们非常需要这个分析来引导我们思考神的国。神

的国是基督教福音的核心： 
“神的国——基督之教义的中心主题。他以它为起点开始

他的传道工作（太 4：17），并且无论往哪里去，他都以它为

好消息［福音］教导人（4：23）。他所教导的神的国就要到来

了，但不是在他活在这世上的时候。复活升天后，他将以人子

的身份驾着天上的云降临（16：17；19：28；24：30），然后

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接着，十二使徒将坐在十二个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19：28）。在此期间，他自己必须受苦，

死亡，然后从死人中复活。除此以外，他还能以别的什么方法

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呢？门徒们要在万民中宣讲即将到来之神

国的好消息（10：7；24：14），通过洗礼让人成为门徒（28：
19）。由此而来的门徒群体自然而然形成一个社会团体，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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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目标而连结在一起。因此，神国的门徒们将形成一个新

的属灵的以色列（21：43）。”1 
该权威继续说： 
“基督的门徒们所形成的这个新以色列，要等待基督驾着

天上的云降临。考虑到他们的需要，很自然地，福音记载的大

部分教导，应该关注的是那些希望当神的国到来时会进入它的

人需要具备的素质……因此，比喻所传递的一些教训，是关于

神国的本质，以及为它做准备的这段时间的。有件事应该已非

常明显：如果我们问，对于第一卷福音书的作者来讲，这些比

喻是什么意思的话，答案一定是，他选择它们是因为……神的
国即将在人子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的时候到来，而神的国一词在
神国的福音中到处都用，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比喻讲的都是

关于神的国的教训。因而撒种比喻说明的是，神国的好消息［福

音］在人们当中被传讲时所遭遇的各种情况。稗子的比喻讲的

也不是神的国本身，而是为它做准备的这段时期。到了末期，

人子将会回来开创他的国……无论是福音的这一处还是其他

地方都表明，神国的景象不是别的，恰恰就是现今的世界得到

更新、重建与洁净。”2 
我的见解：我们引用的这段文字，最后一句话深中肯綮，

马太预料的不是信徒“去天堂”，而是耶稣会回来，与他们一

同在更新了的地球上统治。观察敏锐的新约读者会注意到，圣

经的神国观点与圣经后时代的代替品二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圣经后时代的代替品说，忠信的人死时离去，会到达远离地球

的领域。“他所教导的神的国就要到来了，但不是在他活在这

世上的时候。”“在马太福音［以及新约］，神的国首先被认为

1《基督与福音词典》，第 II 卷，第 145 页。 
2同上，强调部分另加。这篇关于马太福音的文章的作者，在他的马

太福音评注〔W. C. 艾伦（W. C. Allen）《国际批判性评注·圣徒马太》

（The International Critical Commentary, St. Matthew），T & T 克拉克出

版社（T & T Clark），1907，第 lxvii-lxxi 页〕中，表达了关于神的国的

同一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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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未来的事”（见下文引文）。研究福音记载的著名分析家们就

是这么说的。我们可以另外再附上一段文字，它来自一个研究

路加福音的公认的权威： 
“路加讲神的国时，指的是存在于未来的实体，这一点根

本无可争辩。根据属灵化的解释法，神的国是现存于灵里、现

存于教会里的，但这种解释完全具有误导性……处于当前的是

神国的信息，且在路加福音中，该信息与神的国本身是区别开

来的。根据神国的宣讲工作，他根本不知道内在的［即已经存

在的］发展情况。”3 
《国际标准圣经百科全书》（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把侧重点正确地放在未来这一层面： 
“‘神的国近了’，有个不可分割的含义是‘审判近了’，

在这个上下文中，在马可福音 1 章 14 节与 15 节里，‘悔改’

必然意味着‘躲过审判’。因此，我们的主关于救赎的教导，

主要有未来的意义：从正面讲，是获准进入神的国，从反面讲，

是脱离在此之前的审判之苦。因此，神的国是基督之教导的最

大好处……人的本质就是要完美地适应他的属灵环境，人要

‘与基督一起’（路 22：30），与先祖们一起（太 8：11）。无

论神的国是什么［？！］，说它仅仅是对物质事物现有秩序的改

良，几乎肯定无法详尽透彻地表达出它的含义。”4 
“马可福音 1 章 14 节与 15 节：马可简明扼要地概括了耶

稣的传道工作。传道（preaching）和好消息（Good News）是

马可最喜欢的表达。耶稣的呼召被准确地概括在 1 章 15 节，

在这节经文中，悔改与信心关联在一起，这种关联揭示出教会

所用的语言（徒 5：31；11：18；20：21）。马可所关注的是，

他要表达清楚，正是在这样的传道中，耶稣持续进入这个世界，

所以，他的这个呼召也是针对今天读这卷福音书的人说的。因

此，这部分可以作为整卷福音的标题。 

3汉斯·康兹尔曼，《圣徒路加的神学》，第 122 页。 
4《国际标准圣经百科全书》，1929，第 4 卷，第 26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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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国。当耶稣宣讲神的国近了的时候，他是在使用旧

约所创的一个概念。尽管它指神对所造万物的统治权（诗 103：
19；145：11 及其后），但是它主要指在末期神不可动摇的绝对

统治（赛 52：7）……犹太教所讲的神的统治，是在每个仇敌
都被消灭，所有苦难都结束以后而到来的统治……在新约，神

的国首先被认为是未来的事情（可 9：1，47；14：25；太 13：
41-43；20：21；路 22：16，18；林前 15：50 等等），且它来

自于神（可 9：1；太 6：10；路 17：20；19：11）。因此，

人类只能等待它（可 15：43），追求它（太 6：33），接受它

（可 10：15；比较路 12：32），承受它（林前 6：9 及其后；

加 5：21；雅 2：5），但是不能自己创造它……在耶稣的行动

和话语中，未来神的国已经临到他。就在那一刻，决定了他是

否会在神的国里……悔改，就是全心全意地献身于福音。”5 
厄内斯特·斯科特（Ernest Scott），神学博士，协和神学院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新约教授，他讲的内容切中肯

綮，但是他似乎对福音却不确定： 
“要定义基督教的‘福音’，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有

时候它等于我们总体的宗教，有时候等于它所含的、被认为是

核心的成分。接受福音，就是相信神的赦罪或爱，或是相信基

督里的启示，又或者是相信人类有手足关系。 
“现在这个词被用得松松垮垮，然而我们最好记住，在一

开始的时候，人们对它的含义理解得非常清楚。‘耶稣来到加

利利，宣传神国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福

音经受了非比寻常的发展过程……但是从本质上讲，好消息一

直是它起初的样子——宣讲神的国。从耶稣宣讲的方式明显能

看出来，他讲的概念是已经为人所熟知的概念。他没有解释他

说的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因为他能确定他所有的听众都在盼望

它。就在前不久，施洗约翰才激起他们对它的盼望……长久以

来，他们一直惦记着神的国，想知道它什么时候到来，而就在

5《马可福音》，爱德华·施韦策，第 45 页，第 46 页，第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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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一位先知兴起，宣告它已经近了……我们必须在以色列

的宗教里寻找耶稣神国概念的直接起源……在王室稳固地建

立以后很长时间里，有个观念一直存在，那就是在位统治的王，

只是那位看不见的王的副摄政王……以色列已经被神拣选，而

那时只有神自己的子民才认识到，神是独一无二的神，但是，

即便如此，神仍是全世界的王。时候就要到了，列国都要承认

他的统治权……若是从更高的层面来理解预言的话，将来被净

化了的以色列，被认为要以它优异的榜样吸引万民，来服侍独

一的神。很多时候，大家都认为，被彻底管教后的以色列，将

重获神的喜悦，被他抬高至统治之位。作为这族超群的子民的

王，神最终将要统治全世界……一方面，神已经是王，另一方

面，人们认识到，他统治作王，要在未来……他们指望着那一

天到来，那时神要胜过所有篡权的势力，坚立他王的身份。因

此，先知书在他们面前保留了一个新时代的异象，在这个时代

里，神的国将会完全显现。在那幸福的时刻，以色列要被高举，

公义要被建立，全地都充满主的荣耀。那一天，大自然要恢复

它远古的光彩，狼与羊羔同卧，牛在大片的草原上吃草；月亮

的光要像太阳的光。他［以及他的弥赛亚］将要从锡安山执掌

王权，万民都要服侍他。他，公义之国的王，将要把他的国土

延伸到整个世界。”6 
新约建立在旧约之上。耶稣来是要： 
1）宣讲神的国（路 4：43）； 
2）证实给列祖的应许（罗 15：8）； 
3）赐我们智慧/悟性（understanding），让我们可以认识

神（约一 5：20）； 
4）使人成为义人，不只是通过他的死亡，还通过他的知

识（赛 53：11，文理本圣经）。 

61931，第 11-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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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经后时代，原先的神国福音的信仰遭受了巨大的改动，

福音变成了迥然不同的东西。教会领导不是犹太人，而是希腊

人，他们把异邦希腊哲学带进教会的教导中。 
到了十六世纪，这种对原始信仰的改动终于引发了宗教改

革（Reformation），这是一场呼吁回归圣经的改革。但是这些

改革家没有完全找回神国的福音。恢复的过程仍在深入，人们

热切地追寻神的国原本的含义，也就是耶稣本人宣讲的那个神

的国的含义。福音本身全是围绕神的国而讲的，“福音”永远

都不应该与神的国相分离。 
“福音就是宣讲神的国，以前是耶稣宣讲（可 1：14，15），

现在是教会。”7 
“我和我的大部分教会朋友以前所知道的福音，只是整个

福音很小的一部分，根本就很难准确地称之为福音。或许，这

种现代基督徒所宣讲的有限的福音信息，正说明了它今日对美

国产生的影响力也很有限的原因。”8 
“福音派神学（evangelical theology）试图激发当代世界的

想象，但是失败了。斯坦利·格兰兹（Stanley Grenz）评论了

失败的情况。他主张，神的国要成为新的组织中心，组织我们

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9 
“在过去的一年中，富勒（Fuller）神学院三所学院各学

院全体教员聚在一起，讨论一个问题：福音是什么？十几年前，

已故的罗伯特·格力克（Robert Guelich）以这个问题作为他就

职演说的主题，他指出，多年的专业工作把他一次又一次带回

这个基本的主题。格力克讲了他在一次神学院论坛结束后与创

建人查尔斯·富勒（Charles Fuller）见面的情形，他们以‘圣

7《哈珀·柯林斯圣经词典》（Harper Collins Bible Dictionary）。 
8盖瑞·伯治（Gary Burge），《NIV 应用评注》（NIV Application 

Commentary）。 
9《修订福音派神学》（Revisioning Evangelical Th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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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的默示’作为探讨的主题。富勒说，他渴望有一天神学院会

主办一个论坛，来讨论一个问题：‘福音是什么？’”10 
我的看法：坦承这一点令人敬佩。但事实是，他们真的不

肯定福音是什么，可他们说他们通过传讲“它”而拯救人们。

真相很简单，神国的福音就是福音，当然，神国的福音包括耶

稣立约的血和他的复活。人死亡时去“天堂”的教导，是柏拉

图的教导，不是耶稣的，若是还没丢掉这个教导的话，怎么可

能有所前进呢？人们相信的是柏拉图的教导，却称它为耶稣的

教导，这样的话，我们怎么能确信他们可以得救？我们思考的

时候马虎随意，难道神和我们一样马虎随意吗？！难道他如此

“宽容”以至于他真的不在乎，只要我们很真诚就可以，哪怕

我们不懂人的本质，不懂他的归宿，不清楚神和耶稣的身份？ 
“认为神的国在使徒所讲的基督教中没扮演什么角色，这

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种看法，既缺乏看待问题的历史视角，

又与使徒之基督教的文献所含的整个思想相矛盾。基督教运

动，这场新运动的名字，指的应该是相反的观念。末世神的国

不但远远不是早期教会的次要成分，反而它是教会重要的条件
性信仰。第一批福音传道人的传道工作，不是呼吁人们达到道

德的理想标准，也不是要争论某些事实，而是要宣讲一个讯

息……论到弥赛亚此人，毫无疑问，早期教会相信耶稣就是基

督，他已经到了天上，他会从那里回来，开启新的时代、新的

国度。这才是整个基督教运动的真正核心。认为耶稣刻意用了

一个术语，而该术语所带的含义又与它本来所表示的其他含义

有所不同的时候，不但会引起关于耶稣道德品行的疑问，而且

还会引起关于他作为教师的能力的疑问。”11 

10《神学，新闻与注释》（Theology, News and Notes），富勒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2004 年春季刊。 

11谢勒·马修斯（Shailer Matthews），神学博士，神学教授，芝加哥

神学院（Chicago Seminary），《新约中的弥赛亚盼望》（The Messianic Hope 
in the New Testament），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第 144 页，第 1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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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传道人的忠告！ 
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说：“如果你要表达

很重要的观点，那就不要弄得很微妙，也不要用小聪明。要用

打桩机。对准你的观点重击。然后回来，再击一次。接下来再

击第三次——狠狠地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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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据著名权威所言，去世之人的状态 

知名的《解释者的圣经词典》（Interpreter’s Dictionary of the 
Bible）：“没有圣经经文认可人死时灵魂脱离身体这一说法。”1 

《旧约的独特思想》，诺曼·斯奈司：“［旧约中］没有经

文讲到灵魂是不死的，这根本不是圣经概念。”2 
请注意，福音派联盟（the Evangelical Alliance）1846 年会

议时，在它的信仰声明里列出了相信“灵魂不死”。 
《基督教词汇和基督教含义》（Christian Words and 

Christian Meanings），约翰·伯纳比（John Burnaby）：“希腊哲

学家们辩论说，消亡，也就是我们说的死亡，只是发生在身体

上，而人的灵魂从其天生的构成来说，是不死的。表达‘不死

的’（immortality）的希腊词在新约只出现过一次，而且它谁都

不属于，只属于万王之王（the King of Kings）……灵魂不死，
不是基督教信条的一部分，正如它也不是基督教人类学的一部

分一样。它把灵魂与身体分开，并且它把真正的人，即人之所

以为人的那种本质，局限在据称是可分离的灵魂里面，而对灵

魂来说，具有人形就好像是待在了监狱里……耶稣没有教导任
何教义说，脱离了身体的灵魂会得到永生，那些忠于他们祖先

之信仰的犹太人，没有一个有可能会接受，或者甚至会理解此

1第 1 卷，第 802 页。 
2第 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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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教义。犹太人相信的则是，在末日（the Last Day）死去的人

会复活。”3 
那么为什么教会一直都说脱离了身体的灵魂已经去了天

堂或者地狱？ 
《指导本圣经》（Companion Bible），E.W.布林格（E. W. 

Bullinger），哥林多后书 5 章 8 节注释：“有人挑取某些单词，

既不管其使用范围和上下文，又不顾本节经文中的其他单词，

就把它们组织成一个句子，并且对‘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加

以引用，目的是要摒弃复活的盼望（这盼望是整段经文的主题，

林后 4：14），好似这个盼望没有必要，好似没了它也能达到

‘与主同住’一样。这种行为简直与违法犯罪相差无几。”（换

句话说，保罗在此是在讨论复活的时候获得新的身体，讨论通

过复活与主同住。一个人只有在耶稣再临的时候才能“与主同

住”，不是在此之前。帖撒罗尼迦前书 4 章 17 节：“这样，我

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律法与恩典》（Law and Grace），A.F.奈特（A.F. Knight）

教授：“在旧约，人类从来没有被认为是一个住在身体里的灵

魂，终有一天，当身体死亡的时候，灵魂就会脱离身体的辖制，

像鸟儿一样从笼子里被释放。希伯来人在理解神的世界时，不

是二元论者（dualist）。”4 
《十字路口的家庭》（Families at the Crossroads），罗德

尼·克莱普（Rodney Clapp）：“由于跟随了希腊与中世纪基督

徒的思想，我们常常把灵魂和身体分得泾渭分明，并且强调灵

魂会在人死后单独活下来。另外，我们倾向于相信，脱离了身

体的灵魂已经逃到天堂，进入了一种更舒服的、完全活着的生

存状态。［比较‘他已经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这个很流行的

说法。］我们错误地想象，基督徒的盼望是个人的事情，是一

3第 148 页，第 149 页。 
4第 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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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分离的灵魂飞到天堂的事情。但这没有一样是古代以色列人

的想法。”5 
马丁·路德：“我认为，说到已经睡在死亡中的去世之人，

圣经中没有什么地方比传道书 9 章 5 节（‘死了的人毫无所知’）

更具说服力的了。去世的人对我们的情况和状态完全不知道

——这证明向圣徒祷告以及炼狱这种虚构之物没有根据。” 
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卫理公会（the Methodist 

Church）创始人，《关于拉撒路的比喻的讲道》（Sermon on the 
Parable of Lazarus）：“实际上，大家普遍认为，好人的灵魂，

只要一离开身体，就会直接进入天堂；但是这种观念在神的话

语中一点基础都没有。相反，我们的主在复活以后，对马利亚

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 
“在圣经中找不到任何一处说，天堂是临终之人的去处。”6 
雪利·格思里（Shirley Guthrie），《基督教教义》（Christian 

Doctrine）。〔格思里博士是位于佐治亚州（Georgia）迪凯特市

（Decatur）的哥伦比亚神学院（Columbia Theological Seminary）
系统神学教授。他也是《信心有异——基督里合一》（Diversity 
in Faith —— Unity in Christ）一书的作者。他的《基督教教义》

被誉为“经典教材”，以下内容引自该书。〕 
“我们必须讨论一个观点，它没有足够认真严肃地对待死

亡，所以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看，它的乐观态度是错误的……

因为我们要批判和拒绝的这种看法，正好有很多人相信它是基

督徒对未来的盼望的基础……我们拒绝它，不是要摧毁永生的

希望，而是要捍卫真正的圣经的基督徒盼望……我们指的是灵
魂不死的信念。这个教义不是圣经作者们自己教导的，而是普

遍存在于古代世界［异教的］希腊宗教和东方宗教里，而基督

教教会则诞生于这个氛围中。一些最早的基督教神学家受它影

响，按照它阅读圣经，并且把它引入教会的思想中。从此以后，

它便伴随着我们。加尔文接受了它，归正教会（the Reformed 

5第 95 页，第 97 页。 
6J. A. T. 罗宾森，《末了，神》，第 1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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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es）的经典宣言，威斯敏斯特信仰宣言（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也接受了它。根据这个教义，我的身体会死亡，

但是我自己不会真正死亡……这样，当我死去的时候，在我身

上发生的事情就是，我的不死的灵魂会逃离我必死的身体。我

的身体死亡了，但是我自己却继续活着，并且返回到属灵的领

域里，我来自那里也真正地属于那里。如果我们遵循宗教改革

的精神，追求‘惟独圣经’为我们的信仰基础，我们就必须拒

绝这种传统的、以灵魂不死为基础的、对未来的盼望……［死

亡］并不意味着我们不死的神性的那部分已经离开，去到另外

一个地方继续活着。它意味着生命已经离开了我们，意味着我

们的生命走到了尽头，意味着我们‘死了，没了’。根据圣经……

我的灵魂就像我的身体一样，有人的本性，有人的特性，生命

是有限的——是必死的。它就是我身体的生命……如果我们的

希望是寄托在我们自身内在的不死的特性上，那我们根本就没

有希望。”7 
罗伯特·卡朋（Robert Capon），《审判的比喻》（Parables of 

Judgment）：“我们讨论复活与审判这个主题时涉及的最后一个

神学问题。或许，让我们把耶稣的审判看作是盛大的辩护圣礼

的最大障碍是，我们很不幸地对灵魂不死这个观念一直念念不

忘。这条教义是一个不属于希伯来思想的哲学大包袱，自从教

会踏入了广阔的希腊思想世界之后，我们一直没能甩掉它。它，

以及它连带的‘死后［立刻］获得生命’的概念，带给我们的

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有麻烦：这两个概念让我们无法认真地接

受死人复活，而死人复活则是审判的唯一基础。”8 
大主教威廉·坦普尔，1931 年德鲁讲座（the Drew Lecture）：

“每个灵魂本质上是不死的，这是希腊人的猜想。当我们处理

新约的时候，只要不掺杂希腊人的这种思想，有件事在我看来

毋庸置疑，那就是新约的主导教义是，不朽坏的生命是有条件

的（Conditional Immortality）。（然而）……从原则上讲，在

7第 378 页。 
8伊德曼斯（Eerdmans），1989，第 71 页。 

272 
 

                                                 



附录四 据著名权威所言，去世之人的状态 

维护人类的完全自由与相信神的恩典最终会赢得每个人（或大

部分人）的心这二者之间，不存在必然冲突。”（后面这项说

法还有待商榷，但是，他认为相信灵魂天生不死危害很大，这

一点却肯定是正确的。） 
厄尔·埃利斯（Earle Ellis）教授，《新约历史中的基督与

未来》（Christ and the Future in New Testament History）：“认为

本质上的人［灵魂/灵（soul/spirit）］会在身体死亡后活下来的

柏拉图观点，在历史上对路加的基督论以及他关于救赎的神学

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讲到末世论，它体现了一个柏拉图化了

的基督徒盼望，一种脱离时间与物质的救赎。然而路加恰恰相

反，他把个人的救赎（与毁灭），放在末日时人在时间与物质

维度里的复活上面。他强调耶稣被复活成‘肉身’，并认为他

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在理解所有‘进入荣耀的’时，

他就是模板。 
“人类学二元论（anthropological dualism）进入早期教父

（Patristic）教会的思想中，我想，这主要是随着革利免

（Clement）和俄利根制造出来的宏大的基督教与希腊哲学之
综合体而进入的。它埋没了早期基督徒的盼望，也就是基督回

来，死人复活［并且神的国在地上建立］的盼望。但是它不代

表新约基督教的特征，而且只有当一个人带着在雅典打磨过的

透镜阅读路加福音——就像那些基督教教父那样——的时候，

它才会出现。9 
“虽然死亡不意味着个人完成了救赎，但是在死亡中，人

仍然在基督的主权下，在他的看顾下……（然而）尽管死去的

基督徒仍然存在于时间中，但是他们不计算时间。就他们的个

体生命而言，他们的死亡与他们末日的复活之间的间隔期，在

他们的意识中，是一眨眼的功夫。对他们来说，伟大的、荣耀

的基督再临的日子，只是进入未来的一刹那而已。这段‘居间

状态’（intermediate state），是活着的人所经历的、与死去的人

9布理尔（Brill），2000，第 1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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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过程，而不是死去的人所经历的、与活着的人或与基督

相关的过程。 
“那些带着在雅典打磨过的透镜的人——基督教传统中

有无数这样的人——他们看到的是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他们

假定，人的一部分，即灵魂，不受制于生命的终止（因而它不

是自然世界的一个元素），但是在身体死亡的时候，它‘被分

离’进入无形体的极乐中，或者，有种变体说法是，在死亡的

时候就产生了复活，在这种复活过程中，肉体（physical body）
转换成一个已经在里面形成的灵体（spirit body）。［这会完全破

坏哥林多前书 15 章和其他许多地方给出的计划和时间表。］ 
“尽管这样的神学理论有许多传统根源和依附，在我看

来，它们严重地错解了保罗‘历史中的救赎’的末世论。正是

因为保罗认为身体就是人，人就是身体，所以他坚持认为这个

身体会复活，同时认定复活发生在耶稣再临的时候，到时候整

个物理宇宙要经历改容改观而得到救赎，而个人的救赎与此相

连并且是它的一部分。信徒彻底改变了的有形的身体，将要［在

耶稣再临的时候］被神大能的、有创造能力的话从世界上唤起，

正如基督彻底改变了的有形的身体，以及创世记造人时原本无

生命的身体一样。”10 
 
 
 
 

10第 177 页，第 1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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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灵魂去天堂吗？早期教会对去世之人

的状态和神的国的证言 

尽管耶和华见证人和其他人被贴上了邪教徒的标签，原因

是他们说当一个人死亡的时候“灵魂”不去天堂，但是早期教

会历史的记载却证明，“正统”才是真正犯了错的。 
早期教会有没有教导说，人死亡的时候，意识全在的灵魂

从它的身体分离，并且立即离开去到天堂？（我在此讨论的不

是教父们怎样理解灵魂的状态，而是人死亡时灵魂即时的所在
地。） 

以下是爱任纽在二世纪中叶时说的话。爱任纽控诉说，有

些人在扭曲圣经的复活计划。 
“有些被认为属正统信仰的人，越过了预先安排的义人要

被升高的计划，不理睬那管教他们的方法，就是为了不毁坏的

生命他们事先接受的管教方法。因此他们就接受异端学说，因

为那些异端分子不承认他们肉体的救赎，而是断言他们死亡

时，立即就会进入天堂。［请注意，是‘异端分子’教导说灵
魂在人死亡的时候立即进到天堂的。可是在今天，根据现在的
正统信仰，教导说灵魂不会直接进入天堂或地狱的，反倒成了
异端分子。这就使爱任纽成了异端分子！］因此，那些拒绝接
受整个人复活，并竭尽所能把它从基督的计划中消除的人，对

复活的计划一无所知。因为他们不情愿去理解它。如果这些事

情正如他们所说，那么主他自己，就是他们声称所相信的主，

就没有在第三天复活，而是在他断气的时候就直接高高地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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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同时把他的身体留在地上。然而事实是，有三天的时间，

主待在死人所待的地方，正如约拿在大鱼的肚腹里待了三天三

夜（太 12：40）……当大卫预言到他自己的时候，他说：‘你

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坟墓）。’在第三天复活时，他

（主）对马利亚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

（约 20：17）……那么，这些辩称说……他们内在的人［灵

魂］离开了这里的身体，升到极高的天上的人，怎么可能不陷

入困惑之中呢？［因此今天的教导在爱任纽看来，是应受责备
的！］因为，就像主‘行过死荫的幽谷’（诗 23：4）——死人
的灵魂所待的地方——之后身体复活，然后在复活后被带到天

上那样，显然，他的门徒的灵魂也……会进入看不见的地方［阴

间］……并且在复活前都待在那里，等着复活。然后就和主复

活一样，他们接受他们的身体，整个人复活，是整个身体复活，

他们就以这样的方式来到神的面前。正如我们的主没有立刻飞

到天堂，而是等待他复活的时间那样……我们也应该等待我们

复活的时间。 
“因此，由于某些正统信仰人士的观点来源于异端论述，

他们不但无视神的宽免，无视义人复活的奥秘，而且也无视地

上的神的国，它是‘不毁坏的’的开端；通过这个国度，那些

配得的人将逐渐适应‘有份于神的本性’。”1 
（因此，爱任纽谴责关于人死亡时会发生什么的整个“正

统”传统，也就是最终淹没圣经教导的、从第三世纪开始的传

统。） 
对后来成了正统并延续至今的正统，殉道者游斯丁的抗

辩，真是鞭辟入里：“那些持错误观念的人说，没有肉身复

活……两头牛共负一轭的时候，如果其中一头的轭松了，它们

任何一头都不能单独犁地。与这情形相同，所以，如果灵魂或
身体从它们的共有物中卸下，它们谁都不能单独对任何事物施
以影响［也就是说，灵魂不能以分离的、活动的形式存在］。

1《驳异端书》（Against Heresies），第 5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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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人是什么，难道只是由身体和灵魂组成的理性动物吗？灵
魂自己是人吗？不，它只是人的灵魂。身体能被称作人吗？不，

它只是被称作人的身体。那么，如果它们任何一个自身都不是

人，而是两相合一才称作人，并且神已经叫人复活的话，那他

复活的就不是一部分而是整体，即灵魂和身体……可是，他们
说，灵魂是不会毁坏的，是神的一部分，而且神给它注入生

命……如果神打算要拯救的是本质上已被拯救的，那么有什么

要感谢他的呢，他的大能和恩慈又彰显在哪里呢……一个人拯

救的本来就是他自己的，就不会有感谢给他；因为这是在拯救

他自己……那么基督是怎么复活死人的？是他们的灵魂，还是

他们的身体？显而易见，是两者都复活。如果复活只发生在灵
的层面，那么他在复活死人的时候，有件事是必须的，那就是

他应该让身体自身单独躺着，灵魂自身单独活着。但是那时他

没有这样做，而是把身体复活……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容忍那

些持不信态度的说法，看不到当我们听从‘灵魂是不死的，但

是身体是必死的，而且不能被复活’这种说法的时候，我们是

在倒退？因为这是我们从前听柏拉图说的，甚至在我们学习真

理之前就听过了。如果我们的救赎主这样说，并且宣讲拯救是

只针对灵魂的话，那么除了我们从柏拉图那里听来的东西之

外，他带给我们什么新东西了呢？”2 
因此，游斯丁的意思是，灵魂立即存活在天堂或地狱的教

导，是柏拉图主义，不是基督教。 
在这里，游斯丁是在批驳诺斯底主义（Gnosticism）否认

肉体复活的说法。传统基督教采用了一个相似的、但略有不同

的手法。它既把相信身体复活纳入信条之中，同时又教导说，

灵魂以意识全存、脱离了身体的状态单独地立刻接受救赎。这

被说成是真正的人，尽管脱离了身体。这种思想被游斯丁和爱

任纽断然否认，并被他们认作是异教。因而当今的“正统”是

部分的诺斯底主义，是异教。 
 

2《与特来弗对话录》（Dialogue with Trypho），第 8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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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道者游斯丁：与特来弗关于千禧年的对话： 

特来弗：“你真的承认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将会被重建吗？

你期待你的人会被招聚在一起，与基督，与先祖们喜乐地在一

起吗？” 
游斯丁：“我和其他许多人都这样认为，并且相信这会发

生，正如你确实已经认识到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向你表示过，

有许多人属于 3纯正的、虔诚的信仰，但是不这样认为。此外，

我也向你指出过，有些人被称作基督徒，却是不敬畏神、不敬

虔的异端，他们教导一些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亵渎的、不信神的、

愚拙的教义……我决定不跟从人或者人的教导，而是跟从神以

及他给出的教义。因为，如果你已经结识了一些人，他们被称

作基督徒，但是不承认复活的真理……说没有死人复活，还说

他们的灵魂在他们死的时候被带到天堂，你不要认为他们是基

督徒……但是我和其他在各个方面都思想正直的基督徒都确

信，死人将会复活，在耶路撒冷一千年，即要被重建、被装饰、

被扩展的耶路撒冷，正如先知以西结、以赛亚和其他先知所

言……除此以外，我们还认为‘耶和华的日子’这个表达与此

主题相关。另外还有，有一个人曾与我们在一起，他的名字叫

约翰，是基督的使徒之一，他通过显给他的启示预言，那些相

信我们的基督的人，将要在耶路撒冷待一千年；在此之后，所

有人的大复活，也是永远的复活，将要发生。” 

游斯丁关于居间状态的论述（全文，约公元 150 年） 

“因为，如果你已经结识了一些人，他们被称作基督徒，

但是不承认复活的真理，并且胆大妄为地亵渎亚伯拉罕、以撒

和雅各的神，说没有死人复活，还说他们的灵魂在他们死的时

3许多评注家认为，这里的文本曾被损毁过，游斯丁写的是“不属

于……”做这样的更改是为了让游斯丁谴责无千禧年主义的语气轻一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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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被带到天堂，你不要认为他们是基督徒；这就和下面的情形

一样：如果一个人正确地思考它，他就不会承认撒都该人

（Sadducees），或者杰尼斯人（Genistae）、迈里斯人（Meristae）、
加利利人（Galileans）、希腊化的犹太人（Hellenists）、法利赛

人（Pharisees）、洗礼派人（Baptists）这些类似派别的人是犹

太人；他们只不过是被称作犹太人，如神所宣告的，他们用嘴

唇敬拜神，但是心却远离他。但是我和其他在各个方面都思想
正直的基督徒都确信，死人将会复活，在耶路撒冷一千年，即

要被重建、被装饰、被扩展的耶路撒冷，正如先知以西结、以

赛亚和其他先知所言。”4 
拉丁教父特土良（常常被誉为西方基督教的教父），是另

一位会强烈反对现代“正统信仰”对于人死时灵魂所发生事情

之态度的人。对于人死时灵魂离开身体并去到天堂的观念，他

提出异议： 
“柏拉图……把他所喜悦的这类灵魂即刻发送到天

堂……关于［死亡时］灵魂被带到何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就

给出答案……斯多亚学派（Stoics）只把他们自己的灵魂，也

就是聪明人的灵魂，放到天上的房屋里。柏拉图不允许所有灵

魂不加区别地，都到天堂去，甚至所有哲学家的灵魂也不例外，

而只有那些从对男青年的爱中［同性恋］培育起哲学的人，才

能去天堂……因而在这个体系中，聪明人的灵魂被高高地带到

天上……其他所有灵魂都被他们推入阴间。 
“我们认为，阴间的更低层区域（the lower regions）应该

不是一个空空的洞穴，也不是世界的某种地下水道，而是在地

里面一个巨大的深深的空间，就在它内腹里一个隐秘的凹处；

因为我们读到，死亡中的基督在地心里待了三天，也就是在秘

密的、里面的凹处待了三天，这凹处被隐藏在地里面，被地包

围，但是又在比它更深的、深不可测的深处之上。现在，虽然

基督是神也是人，但是他‘照圣经所说死了’（林前 15：3），

4《与特来弗对话录》（Dialogue with Trypho），第 80 章，《尼西亚前教

父》（Ante-Nicene Fathers），伊德曼斯（Eerdmans），第 1 卷，第 2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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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照同一圣经所说被埋葬了’。他完全遵从了他生命的定律，

以死人的形式和状态待在阴间；在他下到地的更深层之前，他

也没有升到天的高处去。在地的深处，他可能让先祖们和先知

们具有了他自己的性质。［圣经没说当耶稣在阴间的时候，他
改变了先祖们的状态。］既然如此，你肯定认为阴间是一个地

下的区域，而且你必须要对那些自大的人避而远之——这些人
自大到不相信忠信之人的灵魂得到的竟然是更低层区域。这些

人是‘高过主人的仆人，高过先生的学生’，倘若他们非要期

待死后‘在亚伯拉罕的怀中’的安慰，那么他们毫无疑问会轻

蔑地拒绝接受复活的安慰。但是他们说，正是为了这个目的，

基督才下到地狱（hell）去，这样我们自己就不必下到那里。

再者［他们说］，如果异教徒和基督徒在死后等待他们的是同

一个牢狱的话，那么他们两者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但是我

说］，基督已经在天上坐在天父的右手边，那么，当天使长的

号筒至今还没有受神的命令响起的时候，灵魂怎么会真正地登

上天堂？到目前为止，那些主再来时还活着存留在地上的人，

还没有与那些在基督里死去的人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这

个时候，谁又将是第一个要复活的呢？［帖前 4：13-18］天堂

没有向任何人开放。当这世界真正地废去，那时天国才会被打
开。”5 

另一位“教父”，希坡律陀（Hippolytus）（约 170-236），
肯定不认为灵魂在天堂： 

“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谈一谈阴间，义人与不义之人的灵魂

都留在那里……［显然他完全不知道阴间的解放］。义人将要

获得不会毁坏的、不会衰败的国度。他们目前的确被留在阴间，

但是与不义之人不在同一个地方……因而，迄今为止，论到阴

间这个主题，所有人的灵魂都被留在那里，直到神的时间确定

5《论灵魂》（Treatise on the Soul），第 5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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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那时他将成就所有人的复活，不是把灵魂转移到其他的

身体里，而是将身体自身复活。”6 
现代学者认识到，已经广泛传播的（并且现在不断被教会

提倡的）关于死亡的看法，不符合圣经。不但远非如此，而且

令人吃惊的是，它其实是“异教的”，是“诺斯底主义”。此外，

正如上述早期基督教护教士的引文所示，人死时立刻去天堂或

地狱之火的概念，是新奇的异教教义，并且在基督之后 300 年

左右的时间中，教会都没有这样教导。在一本标准的现代基督

教教义学教材中，我们读到： 
“在希腊化的过程中，基督教接纳了许多希腊［异教］的

思维模式，该过程踏入了歧途，因为末世的盼望最终是用希腊

化的范畴来表达的。爱任纽说：‘按照主的门徒的记述，主经

历了这些事情，那么很明显，门徒的灵魂也会去到神分派给他

们的看不见的地方，并且在复活前都留在那里，等待着复活的

那一刻。然后就和主复活一样，他们接受他们的身体，整个人

复活，是整个身体的复活，就这样，他们来到神的面前。’爱

任纽的说法里包含着一个概念，涉及到死人灵魂所待的处所或

是受磨难的地方，灵魂待在那里直到全部复活。我们不应该指

责它背离了圣经的教导，因为这个主张的目的是要反对诺斯底

主义。爱任纽想否决诺斯底思想，该思想认为人在这世上的生

命结束时，灵魂立刻升到它在天堂的居所。当早期教父对抗‘人

的一部分是不会死亡的’这异教思想时，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

就是，要坚持没有直接上升到神那里的说法。一旦我们死亡，

生命就结束了。”7 

6《反驳柏拉图，论宇宙的起因》（Against Plato, on the Cause of the 
Universe），1，2。 

7布拉滕（Braaten）/詹森（Jenson），《基督教教义学》（Christian 
Dogmatics），第 2 卷，第 503 页，节选部分的作者为汉斯·施瓦茨（Hans 
Schwartz），新教神学（Protestant Theology）教授，雷根斯堡大学

（University of Regensburg），德国（Germany）。 

281 
 

                                                 



附录五 灵魂去天堂吗？早期教会对去世之人的状态和神的国的证言 

还有另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抗议，抗议的就是这种流行的

认为去世之人成为天堂里有意识的“灵魂”活下来的概念。人

们或许可以期待，这种抗议会在神职人员中引发一场大规模的

改革。艾伦·理查森（Alan Richardson），神学博士，在《圣经

神学词典》（A Theological Word Book of the Bible）中写到： 
“圣经作者们坚定地守着一个信念：万物的秩序之所以存

在，要归功于神的智慧和慈爱，因此从本质上讲它是美好的。

他们不可能设想，人死后的生命，是脱离了身体而存在的生命

［就像亿万真诚的信徒现在在教会中因所受教导而想象的那

样！］（‘我们被遇见的时候不至于赤身’，林后 5：3），他们设

想的，是一个再生的生命，它处于身体和灵魂密切合一的状态

之下，如他们所知，这是一个人类的生命。因而死亡被认为是
整个人的死亡，诸如‘不受死亡辖制’（freedom from death）、
不灭（imperishability）或者不死（immortality）之类的用语，

只有被用来描述永生的（eternal）或永活的（living）神这样的

词所表达的含义时，才是合理的用法，因为‘神是独一不死的’

（提前 6：16）。人本身不拥有不死的品质，但是，如果他要

胜过死亡的毁灭性力量，他就必须接受这种品质，把它当作‘叫

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的礼物，然后他把死亡像一件外袍一样

撇开（林前 15：53，54）。正是通过耶稣基督的死亡与复活，

人类的这种可能性（提后 1：10）才得以出现，人类生命通有

的特征——败坏——被切实胜过的这个盼望，才有了确据（罗 
11：7）”。8 

保罗·奥尔索斯（Paul Althaus）博士在他《马丁·路德的

神学》（The Theology of Martin Luther）一书中，深刻地描述了

基督教的根本困惑，即关于人死后之生命的、已经渗透传统基

督教的困惑： 
“早期教会的盼望集中在末日的复活上。首次唤起死人进

入永恒生命的就是这次复活（林前 15；腓 3：21）。这次复活

8第 111 页，第 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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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人身上，而不仅仅是身体上。保罗讲到复活时不是‘身

体的’复活，而是‘死人的’复活。这种对复活的理解，暗示

了对死亡的理解，就是说死亡影响的也是整个人……因此［在

传统的正统信仰中］原本的圣经概念已经被希腊的、诺斯底二

元论所代替。复活影响整个人的新约概念，已经不得不给灵魂
不死让路。末日也失去了它的意义，因为最为重要的东西，在

末日到来很久以前，灵魂就已经收到了。末世的紧张感已经不

再强烈地指向耶稣再来的那一日。这与新约的盼望相差甚远。”9 
这种差异你可以在当今葬礼上的布道中亲眼见到。葬礼上

的布道，尽管声称源自圣经，但是反映出的却是异教的柏拉图

主义，而该主义是新约、早期教父和现代博古通今的学者们拒

绝接受的。 
相信以耶稣的名宣传的异教思想，能带来通往救恩的、真

理的知识吗？这种显而易见的基督教的异教信仰，难道不是鸣
起警钟的理由，不是回归圣经真理的因由吗？ 

下面是闻名的德国神学家于尔根·莫特曼（ Jürgen 
Moltmann）的评论，我们以此作为总结： 

“基督教切断了它的希伯来之根，并采纳了希腊以及罗马

形式，论其程度，它： 
1）丢失了它的末世［即未来地上神的国的］盼望。 
2）放弃了它对满是暴力与死亡的‘这个世界’的末世解

决办法。 
3）与古典时代晚期的、关于救恩的诺斯底主义宗教融合。 
从游斯丁（公元 150 年）以后： 
1）大部分‘教父’奉柏拉图为‘基督之前的基督徒’。 
2）然后，神的永恒性取代了神的未来。［道成肉身

（incarnation），让人人都回头看，看永恒性，而不是朝前看，

看神的儿子被天父所生、被天父在马利亚身体里所造，看他的

复活，看他将来降临以统治神的国。］ 

9福特勒斯出版社（Fortress Press），1966，第 413 页，第 4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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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堂’取代了将要到来的神的国。 
4）［异教的］灵魂（soul）脱离身体而被救赎的概念，取

代了灵（spirit）作为生命之源。 
5）灵魂不死取代了身体的复活。 
6）人们盼望灵魂逃脱身体。”10 
 
 

10《生命的灵》（The Spirit of Life），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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