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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dom of God/Kingdom of Heaven 神國/天國 
 

 

聖經上, 除了馬太福音以外, 都稱 “神的國”. 馬太沿用猶太人對神的尊敬, 把神國稱之為 “天

國”. 用下列幾個經節來做簡單的對比, 就不難看到  

 

神的國=天國. 

 

耶穌出來傳道的時候, 馬可和馬太用不同的名稱, 來記載同樣的一件事: 

 
15說：日期滿了，神的國近了。你們當悔改，信福音！(可 1:15) 
 

17從那時候，耶穌就傳起道來，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太 4:17) 

 

耶穌講比喻的時候, 馬太和馬可用不同的名稱來形容同樣的奧秘: 

 
10門徒進前來，問耶穌說：對眾人講話，為甚麼用比喻呢？11耶穌回答說：

因為天國的奧祕只叫你們知道，不叫他們知道。(太 13:10-11) 
 

10無人的時候，跟隨耶穌的人和十二個門徒問他這比喻的意思。11耶穌對他

們說：神國的奧祕只叫你們知道，若是對外人講，凡事就用比喻，(可 4:10-

11) 

 

天國好像是芥菜種 (太 13:31) = 神國好像是芥菜種(可 4:30-31). 

 

路加和馬太也是用不同的名稱來記載同樣的事情: 

 

你們要看見亞伯拉罕, 以撒, 雅各和眾先知都在神的國裡(路 13:28). 

 
11我又告訴你們，從東從西，將有許多人來，在天國裡與亞伯拉罕、以撒、

雅各一同坐席；(太 8:11) 

 

 

I. 兩個國度 

亞當受造是要與神同工同國. 但是亞當在試探中的墮落, 他與夏娃都失掉了與神安息的關係. 

他們勞碌的工作, 所做的都是虛空, 都是捕風. 這種勞碌的結果, 就是人國度的建造. 人的國

度就是生存在一個努力建造, 彼此攻擊, 彼此摧毀的無意義的循環裡面. 第一個亞當的所有

的後代, 一生出來, 就是活在人的國度裡面. 

 

因此, 對基督徒來講, 我們活在兩個國度裡面, 一個是神的國度, 一個是人的國度. 這兩個國

度, side by side 的存在. 基督徒得救以後的生活和生命, 可以是為第一個國度建造, 也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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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第二個國度建造. 要了解這兩個國度本質上的不同, 我們就要從第一個亞當的受試探, 和

第二個亞當的受試探來思考. 

我們都很清楚主耶穌開始事奉之前, 聖靈引他到曠野受魔鬼的試探. 我們也知道主耶穌所受

的試探, 和第一個亞當所受的試探, 在本質上是相同的. 但是我們很多時候沒有深入的去思

想這些試探的重要性. 因為這些試探的結果, 決定了第一個亞當和第二個亞當所要建立的國

度的特質. 

 
1當時，耶穌被聖靈引到曠野，受魔鬼的試探。2他禁食四十晝夜，後來就餓

了。3那試探人的進前來，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吩咐這些石頭變

成食物。4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著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

口裡所出的一切話。5魔鬼就帶他進了聖城，叫他站在殿頂上（頂：原文作

翅），6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跳下去，因為經上記著說：主要為

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著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7耶穌對他說：經上

又記著說：不可試探主─你的神。8魔鬼又帶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將世上

的萬國與萬國的榮華都指給他看，9對他說：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

都賜給你。10耶穌說：撒但（撒但就是抵擋的意思，乃魔鬼的別名），退去

罷！因為經上記著說：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他。11 於是，魔鬼離了耶穌，

有天使來伺候他。(太 4:1-11) 

 

這三個試探根本上和第一個亞當(事實上是夏娃)所受的試探是一樣的特質: 

6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悅人的眼目，且是可喜愛的，能使

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來吃了，又給他丈夫，他丈夫也吃了。(創 3:6) 
6
When the woman saw that the fruit of the tree was good for food and 

pleasing to the eye, and also desirable for gaining wisdom, she took some and 

ate it. She also gave some to her husband, who was with her, and he ate it. 

(Gen 3:6) 

 

使徒約翰稱呼它為 “肉體的情慾, 眼目的情慾, 今生的驕傲”. 

 “
16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

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約一 2:16) 
16

For everything in the world--the cravings of sinful man, the lust of his eyes 

and the boasting of what he has and does--comes not from the Father but 

from the world. (1John 2:16) 

 

所以, 神國度的建造, 有下列三個問題, 就像主耶穌受試探時一樣, 我們要問自己, 我到底是

在建造神的國度, 還是建造人的國度? 

 

A. 我是否遵從神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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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國度是跟隨神的話語, 而不是跟隨肉體肚腹的帶領. 特別是和我們的肚腹安舒有關的時

候, 我們才會有遵從神的話語的掙扎. 

第一個亞當看到的是肉體的安舒. 創世紀只提到 “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 那個時

候他們還沒有需要衣服, 他們是吃了果子以後才發現自己赤身露體(創 2:7). 所以這個時候

的試探, 沒有提到衣服, 但是這個試探基本上就是肉體上的安舒/肉體上的情慾, 和神的話語

的對比. 

而且太過份的注視到身體的舒適, 就會開始擔心失掉了這樣子的舒適會怎麼辦? 

所以主耶穌提到,  

25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命憂慮吃甚麼，喝甚麼；為身體憂慮穿甚麼。

生命不勝於飲食麼？身體不勝於衣裳麼？(太 6:25) 

 
31所以，不要憂慮說：吃甚麼？喝甚麼？穿甚麼？32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33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

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太 6:31-33) 

 

剛開始的時候, 對亞當夏娃來講, 食物只是一個誘惑, 我們陷在其中之後, 成為眼目的情慾, 

但主耶穌所提醒我們的是, 我們要建立的國度不是滿足肉體情慾的國度, 而是高舉神的義的

國度. 

 
B. Do not tempt God/不要試探神 

In all your ways, not in my ways 照你的方法, 不是我的方法. 

Illustration: 

Fox News 的報導, Dylan Schuetz free fall 100 ft at Colorado Glacier (8/2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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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朋友說, 除了他的 Gymnastic 的能力以外, 相信有神的天使在旁邊幫助他, 讓他不至於

死掉. 

 

但是在耶穌的例子裡面, 撒但是帶耶穌到最高的殿頂上, 然後要他跳下去, 然後撒旦 quote

聖經說,  

 

主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著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太 4:6) 

'He will command his angels concerning you, and they will lift you up in their 

hands, so that you will not strike your foot against a stone.' (Matt 4:6) 

 

這是今生的驕傲. 這是希律的聖殿最高的地方, 可能是聖殿的西南角. 可以遠眺整個耶路撒

冷城. 也是在這個地方, 所有的人都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彌賽亞 “超人的一跳”. 

 
 

這一段聖經是從詩篇 91:11-12 來的 
11因他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護你。12他們要用手托著你，免得你

的腳碰在石頭上。(詩 91:11-12) 
11

For he will command his angels concerning you to guard you in all your ways; 
12

they will lift 

you up in their hands, so that you will not strike your foot against a stone. (Ps 91:11-12) 

當一個人走在神的道路上時, 神要在各方面保護他. 但是神不願意我們把生命就白白的擲掉. 

就好像 Dylan 不能夠自己從山頂上跳下來, 期待神會拖住他一樣. 若我們在跳以前, 還說, 神

阿你要是沒有托住我, 那就是你沒有能力, 那就是你不愛我. 你以為神會怎麼作? 這個叫作

試探神了. 

 

也好像你跟孩子說, 兒子啊! 媽媽愛你, 帶學校專心讀書就好, 我會負擔你所有的生活費. 兒

子說, 既然你愛我, 要負擔我所有的生活費, 那麼我就住到六星級的旅店裡面, 看你要不要付

我的生活費. 

 

 

C. Worship God/敬拜神 

敬拜神而不是敬拜撒旦/Worship God not Satan. 

在這裡, 撒旦要主耶穌敬拜他, 交換的條件, 就是把整個世界的榮華富貴(all the kingdoms of 

this world and all their splendor)都給他. 主耶穌拒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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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撒旦給你這個交換條件的話, 你會怎麼作? 或是我會怎麼作. 我想你或我, 可能就會說, 

“好啊! 來換啊!” 用我的靈魂來換取全世界, 不會虛晃的走一回. 這世界上有多少的獨裁者, 

寧願遺臭萬年, 也要滿足他們的權力慾. 

 

但是撒旦不會用那麼大的代價來換你的靈魂的. 你們是小咖啦. 主耶穌愛我們, 用他自己無

價的生命來買贖我們的靈魂. 但是若我們不在耶穌的救恩之中, 想用自己的靈魂來與撒旦交

換的話, 撒旦很清楚我們是幾斤幾兩. 他會用合宜的價錢來和你交換的. 加略人猶大例子: 

 

猶大用 30 塊銀子(30 silver coins, the price of a slave, Matt 26:15), 賣了自己的靈魂.—因著這

個價錢, 猶大就帶領了兵丁, 在暗夜中來抓耶穌, 藉著一個吻, 幫助兵丁認出耶穌是哪一個. 

 

Eric Fromm 說, “Man does not only sell commodities, he sells himself and feels himself to be a 

commodity.” (Escape from Freedom, NY: Macmillian, 1994), p.119.  “人不但販賣商品, 他也

販賣自己, 而且覺得自己就是一種商品”.  撒旦就是出價來買你的靈魂的. 

 

撒但是真的, 他的影響是極真確的. 他的影響就是謀殺, 不守真理, 說謊的. 

 
44 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你們父的私慾你們偏要行。他從起初是殺人的，

不守真理，因他心裡沒有真理。他說謊是出於自己；因他本來是說謊的，

也是說謊之人的父。(約 8:44) 
44

You belong to your father, the devil, and you want to carry out your 

father's desire. He was a murderer from the beginning, not holding to the 

truth, for there is no truth in him. When he lies, he speaks his native 

language, for he is a liar and the father of lies. (John 8:44) 

 

你只要看看戰爭, slavery, 人口走私販賣, 毒品, 孩子出生就有酒癮, 就有毒癮. 看看頭部被用

鈍器打傷躺在街上流血的人, 你就知道撒旦是真實的, 你就知道敬拜撒旦的是大有其人在. 

 

 

II. 進入神的國度 

人國度的開始, 是在第一個亞當在撒旦的試探下面失敗後開始的. 

神國度的開始, 是在主耶穌勝過撒旦所給予的試探之後開始的. 這倆個國度開始之後, 人怎

麼樣可以進入這兩個國度呢? 都是藉著出生. 人藉著生, 進入人的國度, 人也是藉著生, 進

入神的國度. 

 

A. 是被出生進入神的國 

進入人的國度和進入神的國度, 一樣的都是被生進來的. 換句話說, 祇有 citizenship by birth, 

沒有 citizenship by naturalization. 不是生出來的，是爬牆過來的，那就是賊(John 10:1)。 

 

耶穌說，一個人若不重生，就不能進神的國。 

而祂給重生的定義就是被水和聖靈所生。聖靈就是神，所以被聖靈所生就是被神所生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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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3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4

尼哥底母說：「人已經老了，如何能重生呢？豈能再進母腹生出來嗎？」5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神

的國。6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從靈生的就是靈。7我說：『你們必須重生』，

你不要以為希奇。8風隨著意思吹，你聽見風的響聲，卻不曉得從那裡來，

往那裡去；凡從聖靈生的，也是如此。」(約 3:3-8) 

 

就像風雖然看不見, 但是實實在在的存在, 同樣的被聖靈所生, 看不見, 但是可以感覺得到. 

進入上帝的國度也必須是被上帝所生。這就是福音奇妙的力量了。 

 

B. 甚麼是福音?  

使徒保羅在解釋福音的時候, 指出福音包括兩個要素: 

1弟兄們，我如今把先前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告訴你們知道；這福音你們也領

受了，又靠著站立得住，2並且你們若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傳給你

們的，就必因這福音得救。3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

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了，4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

了，5並且顯給磯法看，然後顯給十二使徒看；6後來一時顯給五百多弟兄看，

其中一大半到如今還在，卻也有已經睡了的。7以後顯給雅各看，再顯給眾

使徒看，8末了也顯給我看；我如同未到產期而生的人一般。(林前 15:1-8) 

 

福音的第一個要素, 就是耶穌為我們的罪死了, 耶穌死了的證明, 就是他被埋葬了. 

 

福音的第二個要素, 就是耶穌復活了, 耶穌復活的證明, 就是顯現給 4類人看: 

磯法, 和 12使徒看, 

500多弟兄, 

雅各和眾使徒, 

保羅. 

 

所以福音非常的簡單, 耶穌為你的罪死, 耶穌第三天復活了. 但是這麼簡單的道理如何讓人

重生呢? 確是宇宙間最大的奧秘, 最大的奇蹟. 

 

跟隨耶穌的榜樣! 

 
3豈不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洗歸入他的死麼？4所以，我們藉

著洗禮歸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像基

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裡復活一樣。5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也要

在他復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羅 6:3-5) 

 

基督徒必須在耶穌的死和耶穌的復活上面與祂聯合, 那麼這個福音才會讓我們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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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福音讓我們重生. 

福音是耶穌的死和耶穌的復活. 我們要來看耶穌如何死和耶穌如何活. 接著, 我們要來看耶

穌的死和耶穌的復活如何在我們身上發生. 

 

1. 福音和耶穌 

 a. 耶穌的死  

 
5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6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

的；7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8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

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 2:5-8) 

 

主耶穌的死, 祂是自願的, 是主動的. 祂不是被迫的, 不是被動的. 

 

b. 耶穌的復活 
 

9所以，神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10叫一切在天上

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11 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

使榮耀歸與父神。(腓 2:9-11) 

 

主耶穌的復活, 祂是被動的, 工作全部都是父神作的, 主耶穌沒有作任何事情. 

 

2. 福音和我們 

主耶穌用兩節經文告訴我們怎麼樣可以重生. 

 
14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來，15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或作：叫一切信的人在他裡面得永生）。(約 3:14-15) 

 

摩西在曠野舉蛇, 是為了拯救以色列人脫離蛇致死的毒, 讓身體可以不死. 

 

主耶穌在十字架上被舉起來, 是為了拯救我們脫離罪的毒, 讓我們的靈魂可以不死. 

 

摩西在曠野舉蛇是怎麼一回事呢? 

 
4他們從何珥山起行，往紅海那條路走，要繞過以東地。百姓因這路難行，

心中甚是煩燥，5就怨讟  神和摩西說：你們為甚麼把我們從埃及領出來、

使我們死在曠野呢？這裡沒有糧，沒有水，我們的心厭惡這淡薄的食物。6

於是耶和華使火蛇進入百姓中間，蛇就咬他們。以色列人中死了許多。7百

姓到摩西那裡，說：我們怨讟耶和華和你，有罪了。求你禱告耶和華，叫

這些蛇離開我們。於是摩西為百姓禱告。8耶和華對摩西說：你製造一條火

蛇，掛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這蛇，就必得活。9 摩西便製造一條銅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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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這銅蛇就活了。(民 21:4-9) 

 

抬頭仰望銅蛇這個簡單的動作, 卻是一個不容易的信心的動作. 假使你是被火蛇所咬傷的

人, 聽到這個治療的方法, 你可能有下列三種反應: (1). 哪有那麼容易, 蛇毒就可以除掉了? 

我不信, 我要做生物研究來除毒, 還沒有研究出結果, 你就死了. (2). 好漢做事自己當, 我不

用你來救我.  這個人也死了. (3).我痛苦難當, 我不願意在這樣的光景下面等死, 神啊, 救我. 

我就是走不動, 也要爬到銅蛇的面前來抬頭仰望. 就這位願意來到銅蛇面前的人, 當他抬頭

仰望銅蛇的時候, 竟然神蹟般的就好了. 

 

今天我們都是被罪所咬傷, 我們都活在罪的毒性控制下面. 罪就像蛇一樣, 咬傷了我們, 神

今天把這罪釘在十字架上了. 

 
13基督既為我們受了咒詛，（受原文作成）就贖出我們脫離律法的咒詛；因

為經上記著：凡掛在木頭上都是被咒詛的。(加 3:13) 

 

主耶穌今天就成為我們的咒詛, 成為我們的罪. 神像我們說, 把你們的罪釘在十字架上, 若

願意抬頭仰望我們的罪的人, 他的靈魂就可以得到醫治. 

 

當神把這個福音對我們這些被罪所傷害的人宣告出來以後. 基本上有三種反應: (1). 哪有這

麼容易, 抬頭仰望耶穌, 我的罪就除掉了. 我不信, 我要做好事來償罪. 這樣的人就得不到救

恩. (2). 好漢做事自己當, 我不用你來救我. 這樣的人也得不到救恩. (3). 我活在罪裡面, 心

中好覺愧疚, 我沒有辦法藉著行好事除掉心中的罪疚. 今天神給我這樣一個機會, 我就是爬

也要爬到十字架的面前來得到救恩. 這個人, 他就得到救恩了. 

 

所以, 我們要主動的, 謙卑的來到十字架的面前, 認自己是個罪人, 接受耶穌在十字架上的

死, 是為我的罪死. 

 
那麼, 我們的重生, 就像主耶穌基督的復活一樣, 就是聖靈的工作了. 聖靈就會重生了我們. 

在這個重生的工作裡面, 我們完全沒有任何工作可作. 我們就是完全被動的被生出來. 

 

所以在進入神的國度這件重要的事情, 有三個角色在裡面: 神, 傳福音的人, 聽福音的人. 

 

傳福音的人: 傳耶穌為了我的罪死, 第三天復活了. 

 

聽福音的人: 必須主動的, 誠實的承認自己是一個有罪的人. 

 

神: 聖靈就會重生這個基督徒. 

 
 

D. 耶穌是我們代贖的羔羊 

罪的結果是永遠的死亡. 在猶太人的社會當中, 神教導他們, 必須有動物代替我們死, 我們的

罪才能夠得到赦免. 在利未記裡教導我們,一個人要來到 神的面前,需要首先牽一隻沒有瑕疵

的動物(牛或羊)來到聖殿. 這個人牽了一隻沒有瑕疵的羊,來到聖殿外, 他要把手按在這隻羊



10/13/2014, BOLTS 神國/天國 張玉明博士, 19 

的頭上, 表示我和這隻羊認同, 這隻羊就好像是代表我, 然後這人要拿一把刀, 把羊的喉管割

開, 讓血流出來。聖經上教導猶太人說他們不可以吃血, 因為血裡面有生命所以能贖罪(利未

記 17:10-12)。當溫溫的血從這個動物身上流出來時, 生命就一步一步的消逝了,  神要這個獻

祭的人知道, 這動物的生命所以要消逝, 這動物所以要死, 就是因為我的罪的關係。祇有在羊

替我的罪死了以後, 我才可以得稱為義, 毫無畏懼的來到  神的面前。 

 

耶穌來到這個世界上就是為我們的罪而來, 耶穌的開路先鋒—施洗約翰是這樣的介紹耶穌

基督 

 
29 次日，約翰看見耶穌來到他那裡，就說：「看哪，神的羔羊，除去（或作：

背負）世人罪孽的！(約 1:29) 

 
35再次日，約翰同兩個門徒站在那裡。36他見耶穌行走，就說：「看哪，這

是神的羔羊！」(約 1:35-36) 

 

這是我們進入神國度的第一個地步, 若果你還沒有作這一步的話, 你是一直在圍牆外面跟

著教會在走的, 你要趕快接受耶穌, 跟我們一同在神的國度中間有份. 不要走得很遠然後才

爬牆過來, 那是不算數的. 必須趕快接受耶穌, 從門進來, 開始這神國度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