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效法基督-胸怀天国的异象



在极其丰富的父子关系中

在父和子爱的、合一（以哈德）的关系中，

- 父让子看见。。。。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
的．（约 8：38 ）

- 子从父的看见成为其异象（天国）和使命（传福音、建立
天国）



天国是基督的使命！

1）事奉的起始：

马太福音 4:17 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
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2）事奉的中途

马太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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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太福音 11：12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
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约翰福音３：3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4尼哥底母说，人已
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 5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
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3）升天前

使徒行传 1：3  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

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
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



2）天国也是使徒保罗的使命

使徒行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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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歌罗西书1：13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
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使徒行传 28：30 “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
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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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何为天国？

试讨论，“主祷文”中的“你的国”。

马太福音 6：9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
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10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1我们日用
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12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
免了人的债。 13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

恶，（或作脱离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
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引出其概念（尝试）

天国是这样的一个团体Community，信徒以耶

稣基督为其主，尊崇神的名，顺服神的旨意，

神的权柄全然实现，荣耀全归于神。



天国的主要特征：基督的比喻
出处 天国的特征

1 撒种 太13:3-23、可4:1-20、
路8:5-15

天国在人心中落地而结实！天国彰

显的程度与人心的素质直接挂钩！

2 麦子与稗子 太13:24-30 仇敌会来搅乱天国
3 芥菜种 太13:31-32、可4:30-

32、路福音13:18-19
天国的成长：由微小到宏大

4 面酵 太13:33、路13:20-21 天国具有延展性

5 藏宝於田 太13：44 人的选择：把天国作为基业珍藏于

心
6 买珠 太13:45-46 人的选择：为天国付代价！
7 撒网 太13：47-50 天国的“大考”：神来去伪存真！



如何建设天国？聚焦《登山宝训》

历代圣徒把《登山宝训》（马太福音5-7章，共111句
话）称为天国的宪章，基督一生对于天国的教导和实
践被浓缩在基督在山上的教导（类似于时下的密集课
程）。

基督在登山宝训中使用的方法是系统性的，不是零零
碎碎的。他以天国的各种关系为脉络，厘定建设的原
则。



耶稣把天国中群体的关系可以
关系分为三大类：

 人与神的关系 – X 方向

 人与人的关系 – Y 方向

 人与自己的关系 – Z 方向。



（1）从人神关系入手

人和神的关系是通过基督来建立的。基督是我们通往神国度的
唯一道路（约翰福音 14：6）。

八福新解（马太福音 5：1-12）：人只要凭着信耶稣基督，就
进入天国这个伟大的群体，而进入蒙福的状态。

天国子民身份的变化：“土”蒙恩成为“盐”，传递神恩典
的媒介。（马太福音 5：13-16）



天国子民的义：在基督里，我们被称为义人，这个义人批戴
基督的义，（因此大过法利赛人的义），和神建立亲密的关
系，并实践律法的精义（马太福音 5：17-20）。

天国子民在信仰生活中（施舍、祷告、禁食）得神的赏赐
（马太福音 6：1-8）

天国的实质（主祷文揭示的）尊荣父神的名、建立父神的国、
遵循父神的旨意、从而在体、魂、灵各层面蒙福（马太福音6：
9-12）



（2）人际关系的重塑

虽然基督的教导似乎是局部和孤立的，其实他的思路是把天国文化
从几个人际关系的线索来把握的。例如，天国群体可以以性别来划
分成男性与女性。

 基督通过旧约律法中“不可奸淫”的详细教导（马太福音 5：27-
32），教导天国的男性公民做新造的人，对女人存无邪之心，釜
底抽薪地保守婚姻。

男人
女人



同样，天国群体可以分为“强者”与“弱者”
（主观地、相对地）。

强者
弱者



基督以旧约中的“不可杀人”为起点，
指出强者要接纳那些弱者（即那些被鄙
视的“拉加”，“魔利”者），而且主
动与他们和解。 （马太福音 5：21-26）。

之后，基督三次强调人要饶恕他人，暗
指弱者对于强者的态度（马太福音6：
14-15）。



基督对于不可起誓的教导（马太福音5：33-
37），强调人和人之间的诚信。

甲人
乙人



基督对于爱敌人、爱歹人的教导，争对
的是那些处于道德高处的人对于低处的
人的态度（马太福音5：38-48）。

好人
歹人



 最后，对于所有的人，基督教导人需要拔掉自己

眼中的梁木（对于他人的偏见），这个对于天国
子民提出要求 – 需要以基督的眼光看一切。（马
太福音 7：1-6）

至此，基督把天国的人际关系上升到著名的 “黄金
准则”：

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
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马
太福音 7：12）



（3）人有效使用自己的资源

把物质资源投资在天国的事业山：
积财宝在天上（马太福音6：19-24）

制定优先顺序、管理自己的情绪：
“不要忧虑”（马太福音6：25-34）



运用自己的意志进行选择：“两条路、
两种果实”（马太福音7：13-20）

指挥自己的身体，建设天国：“两种根
基”（马太福音7：21-29）



马太福音 11章

1ௗ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

教训人。2ௗ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

去， 3ௗ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

呢？” 4ௗ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

约翰， 5ௗ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

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6ௗ凡不因我跌倒

的，就有福了！”



7ௗ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

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

苇吗？ 8ௗ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

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 9ௗ

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

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 10ௗ经上记着说：

‘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

是这个人。



11ௗ“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

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

的比他还大。 12ௗ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钦定本

And from the days of John the Baptist until now the 

kingdom of heaven suffereth violence (biazō

), and the violent (biastēs ) take it by force. (KJV)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 biazō (努力进

入) 的， biastēs (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Biazō在新约只出现过两次

马太 11：12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

是Biazō 的， biastēs 就得着了。

路加 16：16 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

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 Biazō 。



Biastēs 只出现过一次

Biastēs 源于
biazō

所以， 难解
之处在biazō
的多义 性。

•强力
•前进
•快
•猛烈
•强暴



和合本 1919 。。。天國是努力進入的，努力的人就得著了。

新譯本 。。。天國不斷遭受猛烈的攻擊，強暴的人企圖把它奪去。

恢復本 。。。諸天的國是強力奪取的，強力的人就奪得了。

現代中文譯本

1995
。。。天國遭受到猛烈的攻擊( 「天國遭受到猛烈的攻擊」或譯「天國一直猛進
著」。)，強暴的人企圖奪取它。

中文標準譯本 。。。天國是努力爭取的，努力爭取的人就得著它。

思高譯本 。。。天國是以猛力奪取的，以猛力奪取的人，就攫取了它，

呂振中譯本 。。。天國運用着權力，用力的人攫取了它。

現代中文譯本
2019 。。。天國遭受到猛烈的攻擊，強暴的人企圖奪取它。



NKJV And from the days of John the Baptist until now the kingdom of heaven suffers violence, and the 
violent take it by force.

NLT And from the time John the Baptist began preaching until now, the Kingdom of Heaven has been 
forcefully advancing,[fn] and violent people are attacking it.

NIV From the days of John the Baptist until now, the kingdom of heaven has been subjected to 
violence,[fn] and violent people have been raiding it.

ESV From the days of John the Baptist until now the kingdom of heaven has suffered 
violence,[fn] and the violent take it by force.

CSB “From the days of John the Baptist until now, the kingdom of heaven has been suffering 
violence,[fn] and the violent have been seizing it by force.

YLT 'And, from the days of John the Baptist till now, the reign of the heavens doth suffer violence, 
and violent men do take it by force,

DBY

But from the days of John the baptist until now, the kingdom of the heavens is taken by 
violence, and the violent seize on it.



太 3：1 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
道说： 2ௗ“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太 4：12ௗ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17ௗ从那时候，
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太 11：4ௗ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
的事告诉约翰， 5ௗ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
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
他们。。。。12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
Biazō 的.



6ௗ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对于
约翰的警示！信心的丢失！）

11ௗ“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
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
里最小的比他还大。（约翰的地位岌岌可
危 ）

所以：Biastēs = 靠信心的迅猛者！



比较妥当的翻译为

太 11：12ௗ从施洗约翰的时

候到如今，天国是迅猛推进

的， 迅猛之人就可得着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