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TF月訊》 2021年 9月 25日 

追尋前人腳蹤，同登錫安高峰 

 

親愛的讀者， 

基督教經典翻譯社向大家問安！盼望大家都在主裡平安喜樂。本社已過一個月有兩件

重要的事，在此先向大家報告： 

1） 世界局勢顯明，主再來的日子近了，為了在這末後的日子廣傳國度真理，加速馬

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節的應驗，本社決定以半價優惠提供郭維德的《進國度之路》給

全地讀者（請見 CCTF.ORG網站公告）。請弟兄姊妹幫忙轉發這消息給別人，叫更多人

有機會認識這樣的國度真理。 

2） 《進國度之路》讀書會第四期從 9 月 27 日開始，一共有 98 位來自世界各地的朋

友參加；請為每一位參與的代禱。 

其他代禱事項： 

1) 繼續為《進國度之路》的讀者禱告（目前全球讀者超過六千五百位），盼望每一位

讀者都能從書中得著關於國度的啟示，因而憑主活出配得上將來國度的生活，並有

分於這樣國度真理的傳揚。 

2) 禱告叫更多的華語人士，有機會讀到《進國度之路》，認識國度福音真理，實現馬

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節。也求主在各地興起「印刷同工」，願意印製紙質書來供應

神的兒女。 

3) 請為下一本書的翻譯和出版禱告（預定明年一月出版）。下一本將出版的是郭維德

的《按行為的賞賜》（Reward According to Works）。這本書會叫我們對國度賞罰

的真理有進一步的看見。在這本書第一章的末了，郭維德寫道： 

 

蒙愛的人哪，神的話豈不是這樣說的嗎？這樣看來，對神話語狹隘、偏頗的

見解，已帶來了何等多的傷害！更正教教師看見了我們得稱義僅僅是因著信；

但他們卻貶低善行，唯恐羅馬天主教邪惡的教義會壓倒真理。然而，他們這

麼做，卻把聖經中許多極其重要的真理都遮藏了起來；結果，本來神要用來

影響每個人的良心，使人積極行善的動機和動力，不僅他們自己失去了，連

受其教導的聖徒也無法得著。聖經告訴我們，「想望所要得的賞賜」該是使

信主之人往前的一個動力，並且使其勝過世界（來十一 24~26）。 

 

 



當我們看見神把兩個目標擺在我們面前，並將其設在不同的根基上時，難題

就解決了。我們一信主，就得著了永遠的生命，但要進入千年國卻是關乎賞

賜。因此，我們該把善行擺在其當有的地位上，並敦促彼此行善。 

 

底下，和大家分享剛結束的第三期《進國度之路》讀書會參與者的感言，和第三期

的總結回顧分享，盼望激勵大家好好進入本書的屬靈豐富，不要讓書只是存放在自己的電腦、

手機裡或書架上！ 

 

參加完《進國度之路》讀書會第三期後的感言（僅選幾篇作代表） 

（一） 

 

国度真理一直是圣经中一个无比重要的真理，然而在教会历史中却一直被埋没和隐藏。因着

仇敌的欺骗，毁坏和攻击，要使神的子民活在神的旨意之外，成为以己为中心，为自己而活

之人，如此无人关心神的国是否成就在地上，自然也就不会有人起来为它与魔鬼的国度争战，

魔鬼的黑暗王国也就可以继续安稳下去。然而，主自己使这真理重新被兴起、被重视，也兴

起他的国度的勇士，如大卫的勇士们一样。今天是一个何等蒙福的时刻，因为现在正是决定

我们在主回来之后在祂国度里得到各种荣耀与地位的日子。愿我们都能被兴起，为着祂的国

奋勇向前，成为祂的战士，祂的勇士，祂的精兵 ！(R.W.) 

  

（二） 

 

郭維德解釋經文, 有特別的亮光和嚴謹的分析能力。帶領我們往國度前進。感謝本次讀書會

讓我們更明白神的旨意, 更渴慕國度的降臨。我也在團契中分享心得。（Peter K.）  

 

（三） 

 

完成本期的读书计划，本人已参加二期《进国度之路》读书会，很受益。第一：每期有导读，

把本章的重点难点点出来，解答一些难点，让我看见重中之重，是我的引导者。第二：有时

间和内容上的安排，按着进度进入本章，不紧不慢，内容划分很有合理性，帮助理清思路，

进入主的说话里，得着话语的启示。第三：催促写读书心得，改过以往读过算过，溜冰的习

惯，帮助更深的进入职事的话语里，进入到基督的同在里，得享基督在今时代的心意，看见

主借着弟兄的负担，要我们清楚看见进国度需要付代价。  

 

今日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事为人将决定以后进国度的门票，不断的警告提醒我们当否认

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将万事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该要努力得着基督，着重的是内里

的基督，与基督有生机的联结，接受神完整的救恩，更多的经历基督那灵的分赐，使属灵生

命长大以致成熟。必须有在神前恐惧战兢的灵，神一面是怜悯和慈爱的神，一面是烈火的神，

祂的眼目如同火焰，搜查一切的不义，圣洁和公义是神宝座的根基，神并不偏待人，以公义

审判各人，到那日必要站在白色大宝座前接受基督的审判。彼得后书三 9：“主所应许的，祂

并不耽延，像有些人以为祂耽延一样，其实祂乃是宽容你们，不愿任何人遭毁坏，乃愿人人

都趋前悔改。”我们是祂用重价买来的，在神眼中极有价值的，祂等待我们认罪悔改，重新



得着我们，复兴我们，使我们能摸着主的心意和愿望，与主一同执行神永远的定旨，完成神

永远的经纶，神圣经纶终极的目标乃是新耶路撒冷。阿们！（绿叶） 

（四） 

 

就是觉得在我们这个背景的肢体真是有福的，恐怕很多背景的肢体都还没有看见郭怀德弟兄

那时所看见的呢，但是我们这个背景的肢体，恐怕都知道在永世之前有一千年的赏罚时期，

就是千年国度时期，但是很可惜的是，有了这样的看见，却没有真正有这样的生活，只能说

是留在了头脑，成了知识而已，愿主怜悯我们。(浩渺)  

 

（五） 

 

我要反覆看，才懂一點點，還沒有讀到水深之處。想要繼續加強。一個月前，我很容易隨肉

體起舞，假日家庭聚餐，就大吃大喝。先生不在家，我就不煮飯，買小吃來吃。對小朋友，

我就敷衍一下。現在，意識到，自己在這部分一直體貼肉體，會比較剎車。（惠怡）  

 

（六） 

 

很棒的讀書會，雖然沒有跟著主辦者的進度，但仍舊很有得著，謝謝你們的服事。（chichi）  

 

（七） 

 

从第三期的这四章学到了一些日常生活与国度奖赏有关的关键点。对于主所给我们的钱财的

运用，第九章用“滥用”一词非常提醒我。这钱是属于主，是主的。是主交给我，给我操练过

国度的生活。我不可以随意支配。除了我的必需品之外，都应用在主的身上。（Aletheia） 

……………………………………………………………………… 

讀書會本周開始讀第十三章，之前每章大家的分享都非常激勵人，鼓勵大家可到此網站

閱讀：https://bookclubcctf.wixsite.com/home 

 

《進國度之路》讀書會第三期總結回顧 

感謝主！帶領我們讀完了《進國度之路》一書的九至十二章；再差五章，我們就能

讀完全書！哈利路亞，何等感謝主，一路保守我們走到今天，也盼望主繼續加力，叫我們都

能參加完第四期，完成這趟有永遠價值的屬靈旅程。最後的五章會叫我們看見這國度真理在

更多不同經文中的啟示、應用和確證，求主帶領我們進入！在回顧總結已過四周所讀的內容

之前，底下先分享一段鼓勵的話，盼望能鼓勵我們眾人在讀完了全書四分之三的此刻，好像

爬山到了最後一段攻頂路程之前，先歇息片刻，縱覽四周，盼以更寬廣的視野來回顧主帶領

我們爬這座國度真理之山的心願和期盼究竟為何。 

這段鼓勵的話，要以兩千年教會歷史的宏觀，來說到郭維德所傳講之國度真理的意

義，進而說到這真理今日對我們（特別是華人基督徒）的意義。根據聖經在舊約裡關於以色

https://bookclubcctf.wixsite.com/home


列人歷史的記載，和在新約裡關於初期教會歷史的記載，我們得知，無論是神在舊約的子民，

還是神在新約的子民，都有三個共通的點： 

一. 神都對他們說了話，給了他們特別的啟示（在舊約是摩西的律法，在新約是主耶穌和使

徒的教訓），且都囑咐他們要按著神的話和啟示而行（申三十，太二八 20，提後三 16）；

如果他們忠信地按神的話而行，就能達成神在那個時代的目的，如果不忠信，就不但無

法達成神的目的，還會受到神的審判，落入墮落的光景。 

二. 然而，神的子民，無論是在舊約的以色列人，還是在新約的教會，根據聖經的記載，大

體上都失敗了。舊約以色列人的歷史除了短暫榮耀的片段以外，大部分都是悖逆神而失

敗的歷史；至終，神容許他們全體被擄到巴比倫，作為對他們不忠的審判。新約教會的

歷史也清楚記載，當保羅還在世時，許多教會已經落入了墮落的光景：幾乎每一封使徒

的書信，都提到、也是為了對付某些消極的光景，在晚期的書信尤其明顯（如所有的後

書）；在保羅最後一封書信裡，他說「凡在亞細亞的人都離棄我」（提後一 15），這說

明當時在亞細亞的眾教會，居然都離棄了保羅的教訓，也就是純正的使徒教訓。啟示錄

二、三章裡說到亞細亞七個教會的光景時，大部分是消極的，進一步證明這點（所以主

才從每個教會中呼召得勝者）。從約翰、彼得、雅各、猶大的書信裡，也可以明顯看出

當時教會裡種種墮落的情形，而這些都在頭一批使徒還在世的第一世紀後期就已發生。

之後幾個世紀的墮落和偏離只有更加嚴重，到羅馬天主教出現時，教會可以說是從神的

標準跌倒了谷底，於是教會歷史進入了將近一千年的黑暗時期，也就是中古時期。在這

段期間聖經向人關閉了起來，教會完全被擄到了屬靈的巴比倫，連最基本的救恩真理都

失去了。因此，舊約以色列人的歷史，可以說是新約教會歷史的預表，並且完全得了應

驗。 

三. 雖然如此，神從不放棄。雖然神大體的子民總是失敗，神在舊約和在新約，都興起少數

忠信跟隨祂的人，作每個時代中的「得勝者」，在每個時代中代表神大體的子民來成就

神的旨意。在以色列人被擄到巴比倫後，神興起了包括像但以理、耶利米、以西結等申

言者，再向神的子民說話，試圖挽回他們，更興起了以斯拉和尼西米，把部分神的子民

實際地帶回了耶路撒冷，重建聖殿和聖城，因此帶進了主第一次的來。自從主在十六世

紀興起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以來，已過五百年的教會歷史，也是一

個神循序漸進恢復祂子民的歷史，在每一個時代神都興起一些忠信跟隨祂的僕人，恢復

聖經中某些失去的真理和實行，藉此把祂的兒女從屬靈的巴比倫帶回到屬靈的耶路撒冷

（就是合乎神心意的道路和立場上），重建聖殿和聖城（祂的教會，即祂的身體），為

了能帶進祂第二次的來。郭維德，就是在十九世紀被神這樣興起的一位「以斯拉」和

「尼西米」，忠信地把聖經中原有的真理，重新擺在神兒女的面前，在「國度真理」這

個題目上，帶領神的子民認識神原初的心意和命定的道路。 

 

在已過五百年來，神所恢復的聖經真理還有許多其他的項目，國度真理只是其中一

項，但也是非常關鍵的一項1。雖然神早在十九世紀就興起了郭維德恢復了這真理（也藉著

一些接受他教訓的聖經教師繼續傳揚），在我們所處的二十一世紀，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

                                                           
1下一期我們會再多論及為何這項真理非常關鍵，為何與其他的真理無法分開。可以說，如果不認識

國度真理，就無法真正認識神的救恩，也無法認識教會和國度的本質，因而難以有正確的基督徒生活

和教會生活。 



這個真理對絕大多數的神兒女來說，還是前所未聞的。但馬太福音明言說，「這國度
2
的福

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二十四 14）。但今日的基督徒，絕大

多數不明白什麼是「國度的福音」，不明白什麼是「國度」，還以為「國度」和「永生」是

同義詞。但主的話卻明確地告訴我們，「這國度的福音」，要傳遍天下，主耶穌才能回來。

這就是我們今日的託付。當主把舊約的但以理、耶利米、以西結、以斯拉、尼西米興起來時，

主把一些真理啟示給他們，但都不是為了他們個人的復興而已，而是為了要他們去向神的子

民傳講，好帶進神子民的恢復。換句話說，神要不是為了差遣他們去向神的子民傳揚神的信

息，神也不會把祂的真理啟示給他們。當神把一些失去的真理向這些舊約的得勝者們啟示時，

他們所得著的真理，就成了他們從神來的託付，要把所聽見的、所看見的，忠信地向神的子

民傳講，好讓神能把一些人帶回「耶路撒冷」，重建聖殿聖城。這些舊約得勝者的歷史也告

訴我們，當他們這麼作時，遇到了重重攔阻，甚至受到自己同胞的反對（因為神大部分的子

民都情願留在巴比倫，而不願回耶路撒冷），但神終究還是使用了他們，帶回了一班人，完

成了聖殿和聖城的重建，完成了神的心願，帶進了主第一次的來。  

把舊約以色列人的預表應用在我們身上，我們就看見：我們今天手上能拿著《進國

度之路》的中文版，不是偶然巧合，也不只是神的恩待，而是神給我們每個人的託付。神把

這本書擺在我們手裡，首先不是為了我們，而是為了祂自己，因為祂有一個需要，祂需要有

更多神的兒女，能夠與祂配合，把這樣的真理，傳給更多祂的兒女，好完成祂在這個末世代

的心願。就如舊約時代以色列人末期的歷史，我們今天同樣活在新約時代的末期，主今天同

樣需要一班人，成為祂在新約時代的得勝者，作今日的「以斯拉」和「尼西米」，能把主賜

給他們的真理，忠信地向神的兒女傳揚，使祂能藉著他們在神的兒女中間恢復所失去的真理，

把他們一部分人帶回到神所要的「耶路撒冷」來重建聖殿和聖城，好迎接祂的再來。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盼望這樣的看見能成為我們的鼓勵，也成為我們的託付。

盼望我們在讀過這本書四分之三的此刻，在已經頗為清楚這國度真理的大綱之後，我們都能

在主面前有一個禱告，有一個更新的奉獻，說：「主啊，感謝你，你把這樣的真理，在這個

末後的世代向我再次開啟，是你何等的憐憫。但我同時看見，你絕大多數的兒女，還從未聽

過這樣的真理，還以為得救了只是等著上天堂，不知道他們今日的生活會決定自己將來是否

能進入你的國度，也不知道你需要也正在呼召他們起來成為得勝者，與你配合，過得勝的生

活，好完成聖城聖殿的重建。主，我在這裡看見你有一個極大的需要，也知道你的話說，你

願萬人得救且完全認識真理，也知道你渴望這樣國度的真理能傳遍天下，你才能回來。主，

為此，我把自己更新地奉獻給你，交在你的手裡。主，你在古時，怎樣興起以斯拉、尼西米，

幫助你的兒女認識你的心意，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聖殿，把你第一次帶到地上，求你也同樣地

興起我來，叫我作你的得勝者，把這樣的真理活出來並傳出去，作你今日的以斯拉、尼西米，

幫助你的兒女認識這國度的真理，與我一同認識你原初的心意，走上你命定的道路。主啊，

求你興起我和更多弟兄姊妹，一同作今日的得勝者，把這樣的國度福音傳出去，傳遍天下，

填滿得勝者的人數，完成屬靈聖殿聖城的重建，叫你能早日回來。阿們！」 

 願主的靈在我們每一位裡面能說得更多，說得更深，得著我們作祂的同工。 

九至十二章是本書特別重要的一部分，因為這幾章為全書的國度真理在實行上提供

了極關鍵的鑰匙。第九章，雖然比較複雜（因為所解讀的馬太福音十九、二十章的確是新約

                                                           
2 和合本譯為「天國」，但原文就是「國度」，沒有「天」這個字。 



中相當難解的一段經文），其中所啟示的中心思想對正確認識國度真理卻極其重要。本章讓

我們看見，除了得救（得著永遠的生命）之外，主還要我們跟從祂，將來才能配得進入祂的

國度；得救只是起點，進國度才是目標。而要跟從祂，就需要除去一切心裡的霸佔，特別是

財物的霸佔，讓主居首位。然而，神不要人憑自己原有的生命和能力來跟隨祂；少年人的失

敗，就是要我們看見，要跟從主進入將來的千年國，不是憑我們原有的生命和能力所作得到

的（其實，即便是作得到，也不是主所要的），所以主說「在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太十九 26）。這就是叫我們看見，神在我們得救之後，既然已經進到我們裡面作我們的

新生命（西三 4），就是要我們從此過一個完全不一樣的生活；這生活就是不再憑自己活，

而是憑基督活（加二 20），不再憑天然的生命（肉體）活，而是憑神的生命（聖靈）而活

（腓一 21；羅八 10~13）。如果我們讓基督從我們裡面活出來，我們自然就能勝過錢財或任

何屬地事物的捆綁（腓四 13），也自然能進入將來的國度。 

此外，葡萄園工人的比喻給我們看見，千年國是對永遠生命提前的享受；雖然所有

信主的人，以及舊約時代裡完全遵守律法的猶太人，都能得著永遠的生命，但卻有時間上的

差別：得勝的，要率先在千年國裡享受這永遠的生命。這給我們看見，國度和生命不是分開

的兩件事，而是緊密相聯的；我們若是今日能憑基督的生命活，讓基督的生命在我們裡面長

大，那日就能進入千年國度裡得著對基督生命更完滿的享受。換言之，得進千年國乃是基督

的生命在我們裡面擴展的結果（可見于馬太十三章主把天國比作撒種的比喻；種子從撒種到

結實就是基督生命長大的結果，而這結果最終就是叫信徒得以進入千年國。） 

第十、十一、十二章可以看為一體，而且把三章的啟示擺在一起，特別有亮光，因

這幾章清楚指明實行國度真理的路，也就是今日基督徒生活最關鍵的原則。總的來說，第十

章從加拉太書四至五章給我們看見，進國度的路，就是不要活在律法底下，而要活在恩典底

下（加四 21；羅六 14），而活在恩典底下就是要與基督聯結，以基督為一切（加五 4）。第

十一章從加拉太書五至六章進一步啟示，以基督為一切就是要在一切事上順從聖靈而行（五

16），「你們若被聖靈引導，就不在律法以下」（五 18）；而順從聖靈而行，就是「順著

聖靈撒種」，結果「必從聖靈收永生」（六 8），也就是得以在千年國裡享受永遠的生命。

所以，正如律法與恩典或基督相對，肉體也與聖靈相對；肉體總是想憑自己的努力滿足律法

的要求，但因其自身的敗壞從來就不能蒙神悅納（加二 16），所以信徒今天唯一能討神喜

悅的路，就是順著也靠著聖靈而行（加五 16，25），就是讓已經成為那賜生命的靈且內住

在信徒裡面的基督（林後三 17；林前十五 45下）從信徒裡面活出來（加二 20，四 19）；這

就是進入國度的路。 

第十二章，進一步從羅馬八章陳明，在信徒裡面的生命之靈的律已經釋放了信徒脫

離了罪和死的律，也就是脫離了肉體裡一切犯罪的定律（羅七 18~21），而且這生命的靈和

其大能（定律），今天就住在信徒的靈裡，使信徒的靈也成了生命（羅八 10），這是為何

信徒今天只要轉向自己靈裡的主（提後四 22），接觸主，與主交通，就可以經歷生命之靈

的律在自己裡面運行，因此憑主生命的大能勝過肉體，也就是「靠著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

（羅八 13），結果就是「必要活著」，就是進入千年國享受神永遠的生命。反之，信徒如

果順從自己的肉體活，不光今日就會經歷屬靈上的死（與主分離，不得享受主的生命），更

要在得勝的信徒都進入千年國享受永遠生命時，被排除在外，留在黑暗、敗壞、死亡的境地

裡一千年作為懲罰（太二五 30，加六 8，羅八 13，啟二十 5）。 



所以，這四章叫我們看見國度真理在實行上極關鍵的鑰匙就是：進國度之路不是要

信徒憑自己（肉體）的努力設法滿足神律法的要求（即行出各種善行），因為那條路，是在

律法下（不是在恩典下）的路，是憑肉體不是憑聖靈而行的路；那條路的結局就是成為夏甲

的子孫，以實瑪利，不得有分於神應許亞伯拉罕的福分——千年國。進國度之路乃是要信徒

不憑自己（也就是「否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太十六 24）而憑聖靈而活，順從聖靈

而行，順著聖靈撒種，凡事讓聖靈居首位（就是「讓基督居首位」，西一 18；也就是「凡

事連于元首基督」，弗四 15）。這種生活，必然不會不結果子，而要結出各種聖靈的果子

（加五 22~23），也會常帶人得救成為基督這葡萄樹上的果子（約十五 5，16）。這條「憑

靈而行」的路，就是通往國度的生命之路。這條路從更深一面來說，就是基督自己，作我們

的道路、生命和實際（約十四 6；十五 5），因為惟有基督（作為聖靈）活在我們裡面（加

二 22），成形在我們裡面（四 49），安家在我們裡面（弗三 17），使我們被基督充滿，成

為祂的身體，祂完滿的彰顯（弗一 23）3，以致「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四 13），基督的

教會才能如同裝飾整齊的新婦，可以迎接新郎的來臨，開啟那為期一千年的婚筵（五 27，

啟十九 7）。我們要是缺少基督，不活出基督，不彰顯基督，就算是滿了屬人的善行，不過

和世上的慈善機構一樣，也不能成為基督的身體和新婦，不能把主迎接回來，也不會配得進

入祂的婚筵。求主開我們的眼睛，看見這條通往國度的路，一點不差，就是憑神生命而活的

路，是憑靈而行的路，也是活出基督的路，並把我們實際地帶到這條路上，保守在這條路上，

直到祂來！ 

  

 

    主恩洋溢， 

基督教經典翻譯社  敬上  

2021年 9月 25日 

                                                           
3 弗一 23 可直譯為「教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豐滿」即完滿的彰顯。

教會應當是基督完滿的彰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