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 經 Scripture

三、諸天之國子民的生活中以「得著神」，「活出神」

歌羅西書 Colossians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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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在上面的事；那裏有基督坐在 神的右邊。 你
3
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
4
神裏面。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他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裏。
1
Since, then, you have been raised with Christ, set your hearts on things above, where
2
Christ is seated at the right hand of God. Set your minds on things above, not on earthly
3
4
things. For you died, and your life is now hidden with Christ in God. When Christ, who is
your life, appears, then you also will appear with him in glory.

馬太福音 Matthew 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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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看見這許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門徒到他跟前來， 他就開口教訓他們，說：
4
虛心（靈裏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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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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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 神。 使
10
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 神的兒子。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
11
12
他們的。 「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 應
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
1
Now when he saw the crowds, he went up on a mountainside and sat down. His disciples
2
3
came to him, and he began to teach them saying: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for theirs
4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Blessed are those who mourn, for they will be comforted.
5
6
Blessed are the meek, for they will inherit the earth. Blessed are those who hunger and
7
thirst for righteousness, for they will be filled. Blessed are the merciful, for they will be
8
9
shown mercy. Blessed are the pure in heart, for they will see God. Blessed are the
10
peacemakers, for they will be called sons of God. Blessed are those who are persecuted
11
because of righteousness, for theirs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Blessed are you when
people insult you, persecute you and falsely say all kinds of evil against you because of
12
me. Rejoice and be glad, because great is your reward in heaven, for in the same way
they persecuted the prophets who were before you.
3

國度子民的性質
講員–劉漪萍弟兄
信息綱要
一、主耶穌在馬太褔音中三次有關天國的教訓
1、 國度子民的性質（諸天之國的實質）：馬太5至7章
2、 諸天之國的外表：馬太13章
3、 諸天之國的實現：馬太24至25章

四、國度子民生活的兩面：
1、一面對著人：使人和睦。主耶穌來到人世的工作
「13你們從前遠離 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裏、靠著他的血、已經得親近了。
14因他使我們和睦、〔原文作因他是我們的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
隔斷的牆．15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為要將
兩下、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16既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
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歸為一體、與 神和好了．17 並且來傳和平的福音給你
們遠處的人、也給那近處的人。18因為我們兩下藉著他被一個聖靈所感、得以進
到父面前。19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 神家裏的人
了．20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21各〔或
作全〕房靠他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22你們也靠他同被建造、成為 神
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弗2:13-22）：「18他也是教會全體之首．他是元始、
是從死裏首先復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19 因為父喜歡叫一切的豐
盛、在他裏面居住。20既然藉著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著他
叫萬有、無論是地上的、天上的、都與自己和好了。」（西1:20）
2、接受人的對待方面：是以受逼迫、毀謗為中心。「10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為天國是他們的。11「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
你們就有福了！12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前的
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太5:10-11）

五、國度子民的性質就是神在掌權，而人順服於天的管理（十字架的記號）

二、 諸天之國子民的性質
1、
3、
5、
7、
9、

1、國度子民生活的性質：從裏面的性質和性格
2、國度子民的實際的生活，不是現出人的能力，乃是彰顯出神的能力、權柄。
這種生活在世人看是絕封不可能的，但在神卻能。「23耶穌對門徒說、我實在告
訴你們、財主進天國是難的。24我又告訴你們、駱駝穿過鍼的眼、比財主進 神
的國還容易呢。25門徒聽見這話、就希奇得很、說、這樣誰能得救呢。26耶穌看
著他們說、在人這是不能的．在 神凡事都能。」（太19:23-26）：「正思念這
事的時候、有主的使者向他夢中顯現、說、大衛的子孫約瑟、不要怕、只管娶過
你的妻子馬利亞來．因她所懷的孕、是從聖靈來的。21他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
給他起名叫耶穌．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22這一切的事成就、是
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23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
內利。』（以馬內利繙出來、就是 神與我們同在。）24約瑟醒了、起來、就遵
著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過來．」（太1:20-24）「39只是我告訴你們、不要
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40有人想要告你、要拿
你的裏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41有人強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42有
求你的、就給他．有向你借貸的、不可推辭。43你們聽見有話說、『當愛你的鄰
舍、恨你的仇敵。』44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
45這樣、就可以作你們天父的兒子．因為他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
人、也給不義的人。46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甚麼賞賜呢．就是稅吏不也
是這樣行麼。47你們若單請你弟兄的安、比人有甚麼長處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
這樣行麼。48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太5:39-48）

虛心的人
2、 哀慟的人
溫柔的人
4、 飢渴慕義的人
憐恤人的人
6、 清心的人
使人和睦的人
8、 為義受逼迫的人
接受因神而受的辱罵，受逼迫，捏造各樣壞話毀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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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虛心（靈裏貧窮）的人因為天國是他們的。這是天國子民所渴慕的，裏面的
心境，在他的里裏面沒有自己的地位，只有神的充滿，在他外面也看不到肉體、
血氣，只有神的活出，所以他必稱為神的兒子，因國度子民的生活就像神的兒子
主耶穌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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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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