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TF 月讯》 2021 年 8月 25日 

追寻前人脚踪，同登锡安高峰 

 

亲爱的读者， 

基督教经典翻译社向大家问安！盼望大家都在主里平安喜乐。本社已过一个月有两件

重要的事，在此先向大家报告： 

1） 台湾疫情减缓，东南亚疫情却持续不断，本社决定把送书行动延长到 8 月 31 日，

继续免费赠送《进国度之路》电子书给两地的朋友。特请大家帮忙把此消息（官网

上有发布）转给所认识在东南亚的华人朋友。 

2） 《进国度之路》读书会第三期从 8月 16日开始，一共有 90余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朋

友参加；第四期（9/27~10/26）开始接受报名，欢迎大家参加，报名请联系

classicstranslation@gmail.com。 

其他代祷事项： 

1） 继续为《进国度之路》的读者祷告（目前全球读者超过六千位），盼望每一位读者

都能从书中得着关于国度的启示，因而在主前过一个配得上进入将来国度的生活。 

2） 祷告叫更多的华语人士，有机会读到《进国度之路》，认识国度福音真理，实现马

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也求主在各地兴起“印刷同工”，帮忙印制纸质书，供应

神的儿女。 

3） 请为下一本书的翻译和出版祷告。下一本将出版的是郭维德的《按行为的赏赐》

（Reward According to Works）。这本书是由他所写的小册子和书信组成，其中包

括郭维德写作生涯中关于国度奖赏最早的论述，所以极具历史价值。 

本期月讯，和大家分享几周前刚结束的第二期《进国度之路》读书会参与者的感言，

和第二期内容的总结分享，盼望激励大家好好进入本书的属灵丰富，不要让书只是存放在自

己的电脑、手机里或书架上！ 

 

参加完《进国度之路》读书会第二期后的感言（仅选几篇作代表） 

（一） 

學習在生活中操練不為一碗紅豆湯（世界一切的吸引）而失去了長子的名份。看見基督徒的

一生不是奔跑無定向，神對祂兒女是有一個榮耀的計劃。得救的救恩雖是白白的，但要赴王

的筵宴，卻是要經歷生命的變化，要被模成基督的形象。內裡屬靈生命要像精明的童女，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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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有油，被聖靈充滿。外在屬靈的恩賜要像神家忠信的管家，按時分糧，按神旨意，竭力作

主工，到那日才能蒙主的稱許。願這異象能定住自己人生的方向，竭立奔跑，朝此目標邁進。 

深深覺得聖經真的不能只是在頭腦裡，知識道理上來領會，這樣我們就會如同查考聖經卻不

到主前得生命的猶太人和律法師一樣，不但無法得著福音，更不可能傳揚福音，反而可能落

得如掃羅，雖受教於最嚴格的珈瑪列門下，對聖經有著極端的渴慕，有高超的知識，但結局

卻成為逼迫主的人。求主光照掃羅的大光也來光照我，使我雖如愚蒙人，但因渴慕主話，懇

切尋求神，就叫我遇見神，並且求主使祂的話語能一一在我的裡面來解開，好叫我這愚蒙人

得通逹，成為被變化能為主盡功用的保羅，而不是逼迫主的掃羅。（Charlot Lin） 

（二） 

最后一周那封鼓励的邮件，我很受提醒，就是写心得不用想着要去分享一些高深的东西，而

是贵在真，就着自己摸着的话有回应和分享就可以了。受提醒后，我觉得写心得不再是一件

很有压力的事了，感谢主。读此书确实需要很多的祷告，愿这话对我们众人成为实际，成为

管制的异象！(乐意) 

（三） 

今天的生活和事奉决定了将来的是否能进到国度。希望藉着学习国度真理，能对真理有领受，

能活出与国度的相称的生活与事奉（月峰）。 

（四） 

三、四、五章可說是本書最難明白的部分。讀完第五章後，感覺輕鬆了一點。但郭維德弟兄

的話依然沈重。從兩座山，教師的責任，競賽與冠冕，帳棚和房屋這四章中，用以色列人的

失敗，作為我們的鑑戒。以運動場的競賽選手為例，鼓勵我們去得到冠冕。信徒將來不但要

穿上屬天榮耀的身體，還應當蒙主稱許是「不赤身」的，才能豐豐富富的進神的國。能夠參

加跨宗派的讀書會，非常蒙福，願與各地各方的弟兄姊妹一同更多領受從主來的啟示。

(Peter) 

（五） 

郭维德先生不愧是一代真理的先驱，在一百多年前那个许多真理还处在黑暗中的时代，能够

清楚的把国度的真理释放出来，为着在末后时代预备神的百姓。7 月到 8 月是东京奥运会的

日子，在这样的时候，借着这样传承到今天的雅典运动会的场面，几次重读郭维德那几章竞

赛与冠冕的讲论，把保罗在书信中的谆谆教导再次重温，得到了莫大的激励。在哥林多前书

那里，保罗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

你们得着奖赏。凡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

不能坏的冠冕。”（林前九 24~25） 

是的，现在也到了我们每个人该奋力奔跑的时刻了。倪柝声弟兄曾有一个著名的以弗所书解

经，名字是《坐，行，站》，然而我们今日重新回头看，不仅要站，我们还要跑，要像保罗

那样“朝着标杆直跑”国度和冠冕就是我们的目标！愿我们都能努力向前！（R.W.） 

 



（六） 

已读完 5-8 章，对国度观越加清晰，也以国度的标准反思自己的生活。会继续参加下期，无

建议反而有许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为了使更多人认识国度，你们真是用神所赐的诸般智慧

聪明在服侍。（百合） 

（七） 

以往多留意是進得救之門，今次給自己更深認識進天國之路是當怎樣行，亦看見不是靠自己

的能力，乃是靠聖靈所給的恩賜，目的為要得神的喜悅。更使我明白進天國之路就像競賽，

那種堅持、毅力，直到在基督台前得那永不朽壞冠冕，穿上神為我預備的榮耀。我不想落空，

所以更當靠主努力，讓我今生的價值能被主記念。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讀書會，要按時讀還要寫，對我的確是困難的，因寫東西不是我的常作的。

但靠着主，我終可完成，並在其中有莫大的得着，希望日後能多讀、多寫、多分享神的恩典。

感謝讚美主！（從黑暗走進光明） 

（八） 

本人参加第二期读书会，从五至八章起，每一章都有导读，有音频，划出重点，制定阅读计

划，帮助带领我们有一个持续少量多餐的属灵供应。感谢主！ 

当否认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是进国度的先决条件，当天天进到神前蒙神光照，看见自己

是一个罪人，需要主耶稣怜悯得宝血洗净遮盖，得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受怜

悯得恩典作应时的帮助。 

进国度之路门是窄的，路是狭的，是崎岖的，是要付代价的，但所为的是在千年国里得从神

来的赏赐。地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短暂的，都在渐渐过去，唯有神是永远的，我们现在追求的

是永远不朽坏的，是存到永远的，所以今天的付出是有价值的。愿主七倍加强的灵加强到我

们里面的人，使我们紧紧跟随使徒的教训，甘心乐意奉献自己，成为迎接主回来的得胜者。

（绿叶） 

（九） 

一次次的读到弟兄提醒我们注重摆在我们前面的奖赏，激励我们向前，但是好像读的时候是

有激励，一遇到实际的情况，又落回到原先的光景中，所以怎么样让弟兄的看见真实也成为

我们里面的看见？怎么样才让我们里面也有真实的力量？求主怜悯我们，倪弟兄告诉我们唯

有在灵中得着神启示的，才会真知道祂，求主启示祂的自己，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作工，

使我们能真看见，真有力量。感谢主。（浩渺） 

（十） 

謝謝讀書會的每一位服事人員, 讓我可以按部就班地完成這一期的閱讀. 透過作者對經文的

解釋, 我更了解使徒背後想要傳達的, 也更明白神的心意。敬畏耶和華乃是智慧的開端, 願

在閱讀這些前輩的書, 可以有更有智慧, 更喜歡讀神的話. 能夠好好的運用神的話也很重要, 

願我自己能實踐神透過使徒們的教訓。（陳來福） 

 



（十一） 

參與本次讀書會最大的收穫是，会更加注意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言行举止，有没有活出基督，

有没有让每件事与永恒发生关系，与国度有关系！因为我们今日所有的小事都决定我们那日

是否能进国度，与国度有份！通过这本书对国度观有了新的认识，也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新的

改变，盼望能与国度有份！（浩恩） 

（十二） 

感謝主！本書很有深度，確實有許多是我平常沒有學到的。我需要多讀幾次來消化。我很希

望我的讀書小組，能讀這本書。我會考慮讀實體的書，大家讀起來方便。我感覺到你們的用

心，謝謝你們。我覺得你們有聲音檔很棒，對我閱讀真的有幫助。我可以畫有顏色的重點，

讓我再次閱讀時能更加瞭解其意。希望電子書能書本化，更方便閱讀。（Anny） 

 

……………………………………………………………………… 

读书会本周开始读第九章后半，之前每章大家的分享都非常激励人，鼓励大家可到此网

站阅读：https://bookclubcctf.wixsite.com/home 

 

《进国度之路》读书会第二期总结回顾 

感谢主！带领我们读完了《进国度之路》一书的五至八章；如果包括第一期的部分，

我们就差不多是读完了本书的前半部分。感谢主一路保守我们到今天，盼望每一位弟兄姊妹

都能继续参加第三期，进入本书的下半部分（9~16 章）。下半部分会比上半部分内容更为

丰富，求主带领我们进入！在回顾总结已过四周所读的内容之前，底下先分享三个紧要的点，

盼望能鼓励我们众人在已得着的真理根基上，借着祷告有更进一步的追求和往前。 

三个紧要的点 

第一点，神话语中的“外壳与核仁”：新约圣经启示我们，神的话有两方面，有外

在的一面，和内在的一面；外在的一面是字句，内在的一面是灵和生命，如林后三章六节所

说：“[神]叫我们能承当这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灵（按原文直译）；因为

那字句是叫人死，灵（按原文直译）是叫人活。”这里明言指出，新约的执事（可以说，就

是每一位新约的信徒，因为“执事”就是“事奉神的人”，而每一位信徒都该是事奉神的人）

供应给人的不该只是字句，而必须也是灵（圣灵）；显然，他们所传讲的，也凭借着字句

（他们不可能不用字句传讲真理），但他们所传的不单是字句，而是借着字句把灵和生命分

赐给人，叫人在灵里得生命（叫人活）。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也明说：“你们查考圣经，

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即永远的生命）；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

里来得生命”（39~40）。这里让我们看见，有的人可能查考圣经，得着了许多字句道理，

却远离主，不到主自己这里来得生命，也就是只得着字句，却得不着圣灵。主在约翰六章继

续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63）。

主说，祂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就是说，主所说的话（包括整本圣经），不光有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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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句，更重要的是，其内在的素质、本质乃是灵，乃是生命，为了要把祂的灵和生命分赐

到人里面，使人得生命（约十 10）。 

从以上三处经节，我们可以清楚看见，神的话有外在字句的一面，也有内在灵和生

命的一面，好比一个核桃，有外面的外壳，也有里面的核仁。所以，我们每次读神的话时，

都不该只是得着外面的“外壳”（就是字句道理的部分，当然这一面是首先必须得着的），

而该进一步得着里面的“核仁”，就是神话中的灵和生命，就是主自己（约一 1，4，四 24，

林前十五 45，林后三 17）。这是为什么，同一本圣经，同样是神的话，有些人得着了，其

生命不发生改变，有些人得着了，其生命就发生改变；这改变和不改变，就在于接受的人，

是得着了神话中的“外壳”，还是也得着了神话中的“核仁”。那么，我们如何从“外壳”

进到“核仁”呢？惟一的路就是祷告。我们如果读过了神的话，但不祷告，只是点头赞同，

所得到的就只是字句；如果我们不光是接受神的话，还借着一再地祷告把所接受的话当作食

物吃到我们里面（太四 4，来五 12~14，耶十五 16，结二 8~三 4，启十 8~11），借着祷告一

再默想咀嚼神的话，并且一再求主把祂的话成就、应验在我们身上，如同马利亚听见主话时

的反应（路一 38），那么，我们就能得着话中的灵和生命，使我们借着所得着的灵和生命

（就是主自己）而有所改变，主的话也就能成就在我们身上。这是为何，同一本圣经，同一

段经文，我们读一辈子，也无法穷尽其中的丰富，因为神的话不只有外壳，还有里面的核仁；

如果光是外壳，我们读过几遍就不需再读，因为已经明白了字句，就没有再多的东西可以得

着了；但因为神的话不只有外壳的字句，还有核仁的灵和生命，就是追测不尽的主自己，所

以我们无论读多少遍，总还能从中得着更多的灵和生命，因为主的灵和生命是无限无量的，

总能滋养我们，使我们的属灵生命更加长大，使我们更多地被变化而有祂的形像（林后三

18）。所以，我们虽然读完了这四章（或前八章），却很可能多半得着的只是这四章里面神

话语的“外壳”，还没有多少得着其中的“核仁”。所以，我们还要谦卑自己，不以为自己

已经得着了，反要借着祷告竭力往前更深地追求主的话！盼望我们都不以得着“外壳”为满

足，而能前进得着神话中的“核仁”，使祂的话在我们身上发生功效，使我们经历真实的长

大和变化！ 

第二点，“国度的种子和我们的心土”：与第一点很有关联的，就是马太福音十三

章的比喻。那里主说： 

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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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

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

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

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道明白了，后来结实，有一百倍的，

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18~23） 

这里讲到四种情形，特别关乎人接受国度真理后的情形：我们都要问问，自己是哪

一种情形？我们的心就是主的田地，应该让主国度的话语如同种子种在我们的心里，然后生

根、发芽、结果。但读了不明白的，这种子立刻就被撒但夺去了（所以如果有读了不明白的

弟兄姊妹，请和我们联系）。相信大家读完四章，应该大部分不至于有“不明白”的情形，

但恐怕我们多多少少有第二和第三种的情形：就是话进到我们里面，却只是停留在表面，无

法在土里生根，因为心里有石头（隐藏的罪）和荆棘（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叫读到

的话无法生根。我们如何能叫读到的话，在我们里面生根？还是只能借着祷告，首先求主除



去我们心中一切的“石头”和“荆棘”（只有主能替我们除去），然后求主把祂的话种在我

们心里，使其生根并生长（记得“惟有神叫他生长”[林前三 6]）。此外，我们也必须一再

祷告求主把这些话向我们进一步开启，叫这些话不只是我们心思中明白的道理（如同停留在

地土表面的种子），而是成为我们灵中的启示和异象（如同种到土深处的种子），进而成为

我们里面的构成和实际（种子生根、长大、结果），如同郭维德所看见、所得着的那样。大

家想想，郭维德肯定不只是在头脑里明白了一些道理，就能活出那样刚强明亮的见证；他肯

定是在灵中真看见了国度的启示和异象，也被这样的启示和异象所构成（“构成”就是不是

一两周后就忘记了上周所读的内容），所以这国度的真理才可能如此厉害地翻转、改变、支

配、掌控、推动他的一生，叫他一生一直按着这个异象而活，不违背那天上来的异象，如同

保罗的经历（徒二六 19）。这样的经历，难道不是我们深处的渴望吗？所以，惟有借着祷

告，我们从本书中读到的话，才能如同种子进到我们里面，生根、生长，乃至结实百倍。我

们不能满足于仅仅是读过这几章、明白其中的道理而已，还需要用一生的时间，一再借着祷

告，让这些国度真理的种子进到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能毫无拦阻地生根、长大，使这种子

能发展成为主国度的实际，结出丰盛的果子，这样我们在主来时就必能丰丰富富地进入主的

国度（参彼后一 5~11）。 

第三点，“认识神话的四层拦阻”：再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为何不祷告就无法叫我

们所读的话在我们身上发生果效。这是因为根据新约圣经，我们每个人都面临四层的拦阻，

遮蔽我们眼睛，而每一层都必须借着祷告来移除。第一层拦阻，就是传统教训的帕子，如林

后三章所启示的。以色列人因为受犹太教传统的影响，当他们读经时，帕子还在他们心上，

以致他们看不见主；但他们几时心转向主，几时帕子就除去了（三 16）。我们每个人也是

如此，我们多多少少都受了不同传统教训的影响（可能是来自我们的文化、教育，或宗教里

的传统），所以当我们读主的话时，如果我们的心不是借着祷告，一再转向主，我们就会像

以色列人一样，一直受帕子的遮蔽；但我们一借着祷告转向主，主的灵就会除去我们心上的

帕子，我们就得了自由，可以自由地看见主，并因看见主而得变化（17~18）。第二层拦阻，

就是天然心思的遮蔽。因为亚当的堕落，人天然的心思是无法认识神的事物的，只有被神开

启后的眼睛和心思才能认识（林前二 6~15）。所以，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记载，两位门徒虽

然与主同行，甚至与主坐席，但主如果不开他们的眼睛（31，原文直译为，“他们的眼睛开

了”）和心思（45），他们就是认不出主来，也无法明白圣经。无论我们天然的心思有多聪

明，在认识神的事上，没有神的开启，仍是一无用处。所以需要祷告，求主开启我们的眼睛

和心思。 

第三层拦阻，就是撒但蒙蔽人心的工作。哥林多后书四章告诉我们，“此等不信之

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4）。虽然这是针对不信

者而说的，但在原则上，这让我们看见撒但的工作之一，就是蒙蔽人的心眼，叫人无法看见

基督的荣耀，而这岂不也是今日许多基督徒（包括我们自己）的光景？有多少基督徒虽然得

救了，却过着和不信者一样或类似的生活，对基督的荣耀、神的国度缺乏看见，因此也一直

缺乏对主的渴慕、追求和敬畏？我们自己又何尝多少不是如此？这都是被撒但蒙蔽的结果。

只有主亲自的显现，才能为我们“除灭魔鬼的作为”（约壹三 8）；所以我们必须祷告求主

除去撒但遮蔽我们的作为，叫我们能看见。第四层拦阻，就是缺少“智慧和启示的灵”（按

原文直译）和缺少神光照我们的心眼（弗一 17~18）。以弗所书可以说是新约中关于神的心

意启示最高的一本书，而因为这本书里的启示如此之高，保罗深知光是靠他的传讲，还不足

以叫以弗所信徒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就为他们向主祈求，求主赐给他们“智慧和启示的



灵”，并求主“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好“使你们真知道祂”，“使你们知道祂的恩召有

何等指望，祂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17~18）。这“恩召的指望”和“基

业的荣耀”，都关乎要来的国度和其中的奖赏。主岂不是呼召了我们来进国度，来得国度的

奖赏？然而，要认识这恩召的指望，这基业的荣耀，就必须有智慧和启示的灵，有神照明我

们的心眼，而这也只有借着祷告才能得着。 

所以，无论是要 1）除去我们心上的帕子，2）使我们的眼睛和心思得开，3）除灭撒

但蒙蔽我们的工作，还是 4）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并光照我们的心眼，我们都必须

祷告。没有祷告，就无法胜过以上四层拦阻。所以，如果我们只是读过《进国度之路》的内

容，却不祷告，我们就可能还是看不见书里的启示和异象，因为我们还是受上述四层拦阻的

遮蔽。求主加强我们的祷告！在要来的日子，借着祷告，把这本书里的真理都化成我们的启

示和异象，也化成我们内里的实际，使这本书不只是带给我们一些合乎圣经的道理教训，更

是翻转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把我们作成祂国度真理的见证人，使祂国度的真理能借着我们传

给更多的人！ 

已过四周内容回顾总结 

在已过的四周里，我们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四段不同的新约经文，从三个不同的比

喻和两个旧约的事例，看见了本书的中心启示：信徒能否进入将来的千年国，乃是取决于其

今日的生活和事奉。在第五章“两座山”，我们从希伯来书十二章，从以扫的事例看见，虽

然他身为父亲最爱的儿子（长子），却因为一时的满足而失去了其长子的名分，且即使苦苦

哀求也无法得回；照样，我们虽都借着信得了重生，成为神的儿女，却也可能因为贪恋世俗，

为了“一点食物”而失去进入将来千年国与主一同作王的资格——这对我们是何等实际切身

的警告！在同一章，我们也从以色列人的事例，即他们在西奈山下的经历，看见我们的神是

何等公义、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14），所以我们当“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

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28~29）；这指明，我们惟有借着在今生凭主恩典被主

变化，成为和祂一样的公义圣洁，将来才配得进入祂的国度，因为圣经明言：“你们岂不知

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林前六 9~10；参太五 20，加五 21）。 

在第六章“教师的责任”，我们从哥林多前书三章看见，保罗用盖房子的比喻，来

说明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得救后的一生，所有的行为（特别是教导）就像在盖一栋房子（这

房子就是神的殿，即身为信徒的我们），所以我们要留心自己是如何建造的，即留心我们得

救后的生活言行，特别留心我们对人的教导和传讲，看看我们在基督这独一根基上所建造的，

究竟是用什么材料。如果所用的材料是出于神的，就是金银宝石，必要通过将来如火般的审

判，不至烧毁，且我们还要得着奖赏；如果是出于人的，就是草木禾秸，将来必要被烧毁，

而我们自己虽不致失去救恩，却要“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15），即受惩罚。“各人的工

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

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13~14）。得赏赐就是进入千年国，不得

赏赐就是不得进入千年国。所以，我们当如何留心我们今日的生活和事奉，特别是我们对人

的教导和传讲？求主怜悯，叫我们所教导和传讲的，都是出于神的，都是烧不毁的金银宝石，

叫我们在那日都能经得起火的试验，欢欢喜喜地进入千年国。 



在第七章“竞赛与冠冕”，我们从哥林多前书九章看见，保罗用赛跑的比喻来说明

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一生就像一场赛程，得救不过是把我们带进了赛场，摆在了起跑线

上；得救后的一生，就是我们在这场赛程上的奔跑，而奔跑的目标和奖赏，就是要来的千年

国，所以我们渴望跑得好，能达到目标，赢得奖赏，得进千年国。“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

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25） 为此，我们必

须过着一个严格克己的生活，如同运动员那样，在生活一切的大小事上，都操练自己不放松，

而是一直按着主（如同我们的训练员）的定规来生活：“凡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

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

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 1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25~27）。 

在第八章“帐棚和房屋”，我们从哥林多后书五章看见，保罗用穿衣的比喻来说明

基督徒的生活：一面，基督徒今日的身体，如同帐棚，是短暂脆弱的；一面，当主回来那日，

信徒死而复活，或活着被提时，我们都要穿上从天上来且永远坚固的房屋。然而，郭维德借

着对第三节的希腊原文另一种可能的译法，指出虽然所有信徒都必然会在主来时穿上那从天

上来的衣服，不必担心，但当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时，有人却仍要显得是“赤身”的（参启

三 17， 十六 15），即他们在得救后的生活，不蒙主的称许。这样的“赤身”是指没有穿上

适合婚宴的礼服（太二二 1~14），没有诗篇四十五篇里所说“锦绣的衣服”（14），没有

作羔羊新妇该有的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启十九 8），即没有得着基督作为他们主观、“刺绣”

到他们里面、再从他们里面活出来的义（与客观、单单凭信接受、叫他们起初蒙称义而得救

的义相对），因“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启十九 8）。所以，保罗在同一段话里说，

“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

前显露出来，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林后五 9~10）。最后这一段话，

有力地证明郭维德对第三节的解释是有上下文根据的。 

所以，总结这四章，无论是从以扫失败的事例，还是以色列人在西奈山（及其后失

败）的经历，还是从林前三章盖房的比喻，从林前九章赛跑的比喻，还是从林后五章穿衣的

比喻，郭维德弟兄都一再帮助我们看见，基督徒今日的生活，将决定其将来在基督审判台前

的赏罚，决定其是否能进入要来的千年国。 

这样的话，叫我们对自己已过的失败感到懊悔，对今日的生活感到恐惧战兢，实在

如同林前三章和希伯来书五章里所说的，是神话语中的“干粮”，是为了帮助信徒不再作只

会喝“话奶”的婴孩，而要借着吃这样的话在生命上长大成人。 

最后，愿我们铭记，神的心愿最终是要我们 

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

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

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惟用爱

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祂联络得合式，百节各按各职，

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弗四 12~16）。 

                                                           
1 按原文直译。根据上下文，这是指传讲赏赐，以激励奔跑的基督徒。 



 所以，这样生命上的长大，最终不光是为了我们个人的得赏，而是为了建造基督的

身体，叫主的新妇（也就是主的身体）能预备好自己（启十九 7），叫主能早日回来迎娶祂

的新妇。所以我们追求《进国度之路》一书，不光只是为了自己的益处，更该是为了主的心

愿得已完成；不光只是为了自己得些属灵生命的长进，更该是为了叫我们能帮助还不认识这

样真理的弟兄姊妹，也与我们一同认识这国度的真理，一同享受这样的“干粮”，好一同在

主里成长，“直等到我们众人……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全身都靠祂

联络得合式，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

己”，使新妇能早日预备好，使主作我们的新郎能早日回来举行祂的婚宴！求主把祂的渴望

作成我们的渴望和祷告，也化成我们持续追求祂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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