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Ⅰ．福音包括聖經中一切的眞理；因此，整本聖經就是神的福音： 
以弗所書 1:13 你們既聽了真理的話，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在祂裡面信了，就在祂
裡面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 
歌羅西書1:5 是因那給你們存在諸天之上的盼望，就是你們從前在福音真理的話上所聽見
的； 
   今天，主的福音一直傳不出去，就是因爲我們不認識真理。真理就是福音；我們若是到
處講真理，也就是到處傳福音。全本聖經就是神的福音；但是我們好像不是太明白。現在
我們要把這個局面翻轉過來；在我們中間的聖徒，個個都要能講真理，人人都要會傳福音。
這會給主寬廣的路，來完成祂的心願。 
Ａ．真理就是福音，真理的光就是福音的光；召會今天惟一的使命，就是傳福音，而福音的
內容就是真理。 
馬可1:15 時期滿了，神的國已經臨近了。你們要悔改，相信福音。 
約翰8:12 於是耶穌又對眾人講論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絕不在黑暗裡行，必
要得著生命的光。 
約翰8:32 你們必認識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提前2:4 祂願意萬人得救，並且完全認識真理； 
   福音乃是包括整本聖經的真理。今天這本聖經已經刊行全世界，分佈得也很廣。然而這
本聖經雖然許多人有，但對他們而言，這本聖經卻不是打開的，而是不容易明白的。他們
讀時，乃是照着頭腦來領會，以致無法看見屬靈的奧祕。…福音的內容就是真理。真理告
訴我們一個中心點：三一神—父、子、靈，把祂自己分賜到我們這些有罪的三部分人裏面，
使我們的罪得赦免，得着神的生命，有神自己在我們裏面，把我們變化成爲神的兒子。這
是真理，也是福音。我們必須學這些真理。 

Ｂ．福音是整本舊約的應驗；福音應驗了應許、豫言和豫表，並且把律法撤去；這是福音完
滿的定義。 
馬可1:1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開始，14 約翰下監以後，耶穌來到加利利，傳揚神的
福音，說，創3:15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女人
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21 耶和華神為亞當和他妻子用皮子作衣服給他
們穿。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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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四卷福音書啓示福音的各方面： 
Ａ．在馬太福音裏，國度福音的目標是要將人帶進神裏面，使他們成爲諸天之國的國民。 
馬太28:19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將他們浸入父、子、聖靈的名裡， 
加拉太書5:21 嫉妒、醉酒、荒宴以及類似的事；關於這些事，我現在事先告訴你們，正如我
先前說過的：行這樣事的人，必不得承受神的國。 

Ｂ．在馬可福音裏，傳福音是爲着將舊造的一部分帶進新造裏。 
馬可16:15 祂又對他們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之物傳揚福音。16 信而受浸的
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羅馬書8:20 因為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的，乃是因那叫牠服的，21 指望
著受造之物自己，也要從敗壞的奴役得著釋放，得享神兒女之榮耀的自由。 
加拉太書6:15 受割禮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要緊的乃是作新造。 

Ｃ．在路加福音裏，有赦罪的福音，爲着將蒙救贖的人帶回到神所命定的福分裏。 
路加24:46 又對他們說，經上這樣記著：基督要受害，第三日從死人中復活；47 並且人要
靠著祂的名，傳悔改以得赦罪之道，從耶路撒冷起，直到萬邦。48 你們就是這些事的見
證人。 
路加1:77 叫祂的百姓因罪得赦，就認識救恩。78 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叫清晨的日光從
高天臨到我們，79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裡的人，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 
加拉太書3:14 為叫亞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穌裡可以臨到外邦人，使我們藉著信，可以
接受所應許的那靈。 

Ｄ．在約翰福音裏，有永遠的生命，使我們結果子，爲着建造基督的身體，就是基督的擴增。 
約翰20:31 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並且叫你們信了，就可以
在祂的名裡得生命。 
15:16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乃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立了你們，要你們前去，並要你們結果
子，且要你們的果子常存，使你們在我的名裡，無論向父求甚麼，祂就賜給你們。 
羅馬書12:4 正如我們一個身體上有好些肢體，但肢體不都有一樣的功用； 5 我們這許多人，在
基督裡是一個身體，並且各個互相作肢體，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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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福音就是神國度的福音，我們看見這事是很重要的： 
馬太4:17 從那時候，耶穌開始傳道，說，你們要悔改，因為諸天的國已經臨近了。 
24:14 這國度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纔來到。 
28:18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上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19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
我的門徒，將他們浸入父、子、聖靈的名裡， 
Ａ．神的國是神聖的範圍，使神能成就祂的計畫；神的國也是神能執行祂權柄，以達到祂心
意的領域： 
約翰3:3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5 耶穌回答
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是從水和靈生的，就不能進神的國。 
馬太12:28 我若靠著神的靈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 
啓11:15 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祂基督的國，祂要
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１．神的國就是神的管治、掌權，連同其一切的福分和享受。 
歌羅西書1:13 祂拯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入祂愛子的國裡； 

２．國度是神執行祂權柄的領域，使祂能彰顯祂的榮耀。 
馬太6:10 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國度是神達到祂目標的惟一途徑。…福音的目的就是要得着國度，神的國乃是福音的
目標。 

Ｂ．宇宙中基本的問題乃是背叛神的權柄；人墮落了，就背叛神，把神的權柄擺在一邊，不
承認神的權柄，不讓神在人身上掌權。 
以賽亞書14:12 明亮之星，清晨之子阿，你何竟從天墜落！你這攻敗列國的，何竟被砍倒
在地上！13 你心裏曾說，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舉我的寶座在神眾星以上。我要坐在聚
會的山上，在北方的極處。14 我要升到高雲之上；我要使自己與至高者一樣。。 

Ｃ．藉着國度的福音，神將人帶到屬天掌權的管治之下，使他們成爲祂的國度，就是受祂
權柄管理的人。 
啓1:6 又使我們成為國度，作祂神與父的祭司；願榮耀權能歸與祂，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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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新約傳福音是說到國度；因爲神的國是真正的福音，我們要認識福音就需要認識國度。 
使徒8:12 及至他們信了腓利所傳神的國和耶穌基督之名的福音，連男帶女就受了浸。 
   國度的福音把背叛的罪人帶進召會。但現在我們需要看見，召會的實際是甚麼。召會
的實際就是國度。你若是爲着召會而得救、洗淨並重生，那就是說，你是爲着國度的實
際經歷了這些事。 
   將人從世界帶出來，而進入諸天之國的路，不是藉着今天膚淺的福音，乃是藉着諸天
之國的福音。…國度的福音，不僅包括赦罪及分賜生命，也包括諸天的國，具有來世的
能力、趕鬼並醫病。赦罪和分賜生命，都是爲着國度。 

Ｅ．福音是爲着國度，宣揚福音是叫背叛的罪人得救、合格且被裝備，好進入神的國： 
１．生命的福音、恩典的福音和救恩的福音，都是爲着國度；國度乃是中心、輪軸。 
約翰3:16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入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
遠的生命。 
使徒20:24 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
領受的職事，鄭重見證神恩典的福音。4:12 除祂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
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２．國度的福音不僅把人帶進神的救恩，也把人帶進國度；國度的福音重在神屬天的管治
和主的權柄。 

３．國度的福音將信徒帶進神聖管治的範圍裏，使他們在神聖的國裏，有分於神聖生命的
福分。 
帖撒羅尼迦前書2:12 要叫你們行事為人，配得過那召你們進入祂自己的國和榮耀的神。 
    福音乃是神所計畫、應許並成就的，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的人，使他們與神和好，
由神重生，成爲神的兒女，並享受祂一切的豐富和福分爲產業，因此這是神的福音。這福
音將信徒帶進神聖管治的範圍裏，使他們在神聖的國裏，有分於神生命的福分，因此也是
神國的福音。 4・木 



Ｆ．在馬太福音裏，國度福音的目標乃是將人擺在三一神裏，使他們成爲諸天之國的國民，
而設立諸天的國。 
羅馬書14:17 因為神的國不在於喫喝，乃在於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  

    當我接受祂作救主時，祂就進到我裏面。祂不只是以救主的身分，更是以萬王之王的
身分，進到我裏面。這時，祂不再是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了，而是在寶座上的君王。…所
以，你不只是接受一位救主，更是接受一位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因此，當這位萬王之王
進到你裏面時，祂的寶座同時進到你裏面。祂的心意就是要在你裏面，設立祂的國度，
把你這個背叛的人作成祂的國度。 

Ｇ．神吩咐人人要爲着國度悔改： 
馬太3:2 你們要悔改，因為諸天的國已經臨近了。 
使徒17:30 世人蒙昧無知的時候，神並不鑒察，如今卻吩咐各處的人都要悔改， 
１．悔改的意思是，我們原本是背叛的，是頂撞神的，但現今我們轉回歸順主。 
２．悔改就是心思改變，生出懊悔而轉移目標。 
路加3:3 他就來到約但河四周全境，傳悔改的浸，使罪得赦。8 你們要結出果子，與悔改相稱，
不要自己心裡說，我們有亞伯拉罕作我們的祖宗。我告訴你們，神能從這些石頭中給亞伯拉
罕興起子孫來。5:32 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悔改。 
17:3 你們要小心，若是你的弟兄犯了罪，就責備他；他若悔改，就赦免他。 
使徒17:31因為祂已經定了日子，要藉著祂所設立的人，按公義審判天下；祂已叫這人
從死人中復活，供萬人作可信的憑據。 
   『悔改』原文意心思改變。在消極一面，在神面前悔改，不僅是爲着罪與過犯悔改，也
是爲着世界及其敗壞悔改（這世界及其敗壞，霸佔且敗壞神爲祂自己所造的人）；並爲
着我們已往棄絕神的生活悔改。在積極方面，悔改乃是在每一面、每一事上轉向神，爲
着要完成神造人的目的。所以這是『悔改歸向神』。 

３．我們若不悔改—就是改變觀念—就不能進入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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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國度的福音要傳遍整個居人之地，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纔來到（馬太24:14）： 
Ａ．國度的福音必須藉着主恢復裏的眾召會帶到整個居人之地。 
帖撒羅尼迦前書1:8 因為主的話從你們那裡已經宣揚出來，不單在馬其頓和亞該亞，就是在
各處，你們向神的信心也都傳開了，所以不用我們說甚麼； 

Ｂ．因爲所有的權柄都已經賜給復活的基督，祂就差遣門徒去，使萬民作祂的門徒；他們是
帶着祂的權柄去的： 
１．使萬民作主的門徒就是使外邦人成爲國度的子民，好在地上，就在今天，建立祂的國，
就是召會。 
帖撒羅尼迦前書1:9 因為他們自己正在傳報關於我們的事，就是我們是怎樣的進到了
你們那裡，你們又是怎樣離棄了偶像轉向神，來服事又活又真的神， 
2:12 要叫你們行事為人，配得過那召你們進入祂自己的國和榮耀的神。 

２．我們傳福音的內在目的，是要將萬國的民帶進三一神裏，使他們成爲諸天之國的國民。 
   傳福音不是爲得靈魂，乃是要從各國的民中得着人，將他們擺在三一神裏，使他們
能成爲諸天之國的國民，以建立這國。我們出去傳福音時，不該忘記這個目的。 

３．按照馬太福音，浸入父、子、聖靈的實際裏，乃是爲着構成諸天的國。 
４．惟有那些被浸沒在與三一神生機聯結裏，並且因着三一神作到他們裏面而被建立並
建造的人，纔能構成神屬天的國。 
羅馬書6:3 豈不知我們這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浸入祂的死麼？4 所以我們藉著浸入
死，和祂一同埋葬，好叫我們在生命的新樣中生活行動，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人
中復活一樣。 
加拉太書5:21 嫉妒、醉酒、荒宴以及類似的事；關於這些事，我現在事先告訴你們，正如我
先前說過的：行這樣事的人，必不得承受神的國。 
以弗所書 5:5 因為你們曉得這事，知道凡是淫亂的，或是污穢的，或是貪婪的，（就是拜偶
像的，）在基督和神的國裡，都得不到基業。 6・土 



經歷：校園生活篇 
①加拉太書5：19 肉體的行為，都是明顯的，就是淫亂、污穢、邪蕩、20拜偶像、邪術、仇恨、爭競、
忌恨、惱怒、私圖好爭、分立、宗派、21 嫉妒、醉酒、荒宴以及類似的事；關於這些事，我現在事
先告訴你們，正如我先前說過的：行這樣事的人，必不得承受神的國。22 但那靈的果子，就是愛、
喜樂、和平、恆忍、恩慈、良善、信實、23 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反對。24 但那屬基督
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都釘了十字架。25 我們若憑著靈活著，也就當憑
著靈而行。26 不要貪圖虛榮，彼此惹氣，互相嫉妒。 

②為了傳國度的福音給學校的友人，首先你需要有國度的生活。為了國度的生活，需要注意以
下事項： 
a. 人不是屬於神的國就是屬於撒但的國。沒有中間的國。要認清這件事。要單純地順從主而

行、實行召會生活、神國的生活。這樣你就能在神的管治下有分於一切的福分和享受。 
b. 在撒但的國裡，有「淫亂、污穢、邪蕩」的話題和實際情況。身為神的孩子的你，不可以說

這些汙穢的話。不可參與這些言談、反要遠離。 
以弗所書4:29 敗壞的話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按需要說建造人的好話，好將恩典供給聽
見的人。 

c. 此外，在撒但的國裡，有「拜偶像、邪術(包含占卜)、仇恨、爭競、忌恨、惱怒、私圖好爭、分
立、宗派、 嫉妒、醉酒、荒宴」等話題及實際情形。不可積極參與飲酒會、胡鬧起鬨等事。這
些乍看好像很有趣，實際上會帶來許多放蕩、淫亂。雖然無法完全斷絕這世上的接觸，但
你需要時常睜大眼睛警戒，以防與這世界上的人一樣而失去了聖別的見證。 
以弗所書5:17 所以不要作愚昧人，卻要明白甚麼是主的旨意。18 不要醉酒，醉酒使人放蕩，
乃要在靈裡被充滿，19 用詩章、頌辭、靈歌，彼此對說，從心中向主歌唱、頌詠， 

d. 因為學業是你的本分，要在學要上經歷主、有堅強的見證。不然，就算你傳國度的福音，
別人也不會接受吧。 

e. 你在召會生活中，要實行「晨晨復興、日日得勝」的生活。早上最少10分鐘，如可能的話聖
別30分鐘，與弟兄姊妹禱讀享受主的話。這樣你就每天都能夠保持喜樂。 
羅馬書14:17 因為神的國不在於喫喝，乃在於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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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補充）、827番 
1. 王こくが来るまでかたりましょう。 

王こくが来るまでかたりましょう。 
みことば解ほうし、王こくが来るまでかたりましょう。 

2. みことば告げよ！ 無駄にならない。 
みことば告げよ！ 無駄にならない。 
たねまき、刈り取り、みことば告げよ！ 無駄にならない。 

3. ふくいん！ いま、ひろくつたえよう。 
ふくいん！ ひとのかおおそれず！ 
なまけず、つたえよう、われら寄りゅう者、ひとをおそれず！ 

4. かたれば、主はひとのなかへと、 
かたれば、主はひとのなかへと、 
かたれば、主はいり、主はひとのなかにてかたられる。 

5. 刈り取る！ 満ち満ちたふくいん！ 
刈り取る！ 満ち満ちたふくいん！ 
キリストとしょうかい！ 満ちたるふく音つたえ刈り取る！ 

1 應當宣揚，宣揚主話使國度來臨； 
 盡力宣揚，宣揚主話直到國度臨。 
 和平福音，和平福音， 
 不該藏隱；不該藏隱； 
 應當宣揚，宣揚主話直到國度臨。 
2 主話有能，儘管釋放，必不歸徒然； 
  憑信撒種，必有結果，絕不歸徒然。 
 殷勤撒種，必得亨通； 
 主話有能，儘管撒種，必不歸徒然。 
3 這是時候！我們傳揚福音徧人間； 
 把握今日，傳揚福音不怕人棄嫌。 
 不必畏縮，主已工作！ 
 天程旅客與主合作，不怕人棄嫌。 
4 只管傳講，基督必在人心作見證。 
 我們傳講，基督就在人心作見證。 
 宣揚主恩，為主得人； 
 我們傳講，基督就在人心作見證。 
5 莊稼已熟！前去收割不必再等候！ 
 田已發白！前去收割不必再等候！ 
 基督、召會，豐滿全備─ 
 完滿福音速速傳揚，滿足人所求。 

1294 
1 Come let us speak till the kingdom of the Lord comes down. 
 Yes, let us speak till the kingdom of the Lord comes down. 
   Why hold your peace? The Word release. 
 Let us speak until the kingdom of the Lord comes down. 
2 Oh, loose the Word! It shall not return unto Him void. 
 Yes, loose the Word! It shall not return unto Him void. 
   Let’s sow the seed, This is our need; 
 Loose the Word, and it shall not return unto Him void! 
3 It’s gospel time! Let us spread the gospel all around. 
 Yes, gospel time! We will never fear the people’s frown! 
   God’s done His work; Let us not shirk; 
 We’re but pilgrims here, and we’ll not fear the people’s frow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