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道書結晶讀經
第十二篇
虛空的虛空，那在耶穌身上的實際，
以及神的眾子顯示出來
詩歌：
讀經：傳一2～11，14，二17，22，三11，十二8，
詩三九4～6，弗四17～21，24，約壹五20，羅八19～22
傳1:2
傳1:3
傳1:4
傳1:5
傳1:6
傳1:7
傳1:8
傳1:9
傳1:10
傳1:11
傳1:14
傳2:17
傳2:22
傳3:11
傳12:8
詩39:4
詩39:5
詩39:6
弗4:17
弗4:18
弗4:19
弗4:20
弗4:21
弗4:24
約壹5:20
羅8:19

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人一切的勞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勞碌，有甚麼益處呢？
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地卻永遠存立。
日頭升起，日頭落下，急歸升起之處。
風往南颳，又向北轉，不住的旋轉，而且返回轉行原道。
江河都往海裏流，海卻不滿；江河往何處流，仍再流往何處。
萬事令人厭煩，人不能說盡。眼看，看不飽；耳聽，聽不足。
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作的事，後必再作。日光之下並無新事。
豈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說，這是新的？那知，在我們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
已過的世代，無人記念；將來的世代，後來的人也不記念。
我見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工，看哪，都是虛空，都是捕風。
所以我恨惡生命，因爲在日光之下所作的工，我都以爲煩惱；一切都是虛空，都是捕風。
人在日光之下勞碌操心，在他一切的勞碌上得着甚麼呢？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爲美好，又將永遠安置在世人心裏。雖是這樣，人並不能參透神從始
至終的作爲。
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耶和華阿，求你叫我曉得我的結局，我的壽數幾何。願我知道我的生命何其短暫。
看哪，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數，在你面前如同無有；各人站得穩妥的時候，
不過盡是虛幻。〔細拉〕
人的行動實係幻影；他們忙亂，真是枉然：積蓄財寶，卻不知將來有誰收取。
所以我這樣說，且在主裏見證，你們行事爲人，不要再像外邦人在他們心思的虛妄裏行事爲
人，
他們在悟性上旣然昏暗，就因着那在他們裏面的無知，因着他們心裏的剛硬，與神的生命隔
絕了；
他們感覺旣然喪盡，就任憑自己放蕩，以致貪行種種的污穢。
但你們並不是這樣學了基督；
如果你們真是聽過祂，並在祂裏面，照着那在耶穌身上是實際者，受過教導，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實際的義和聖中所創造的。
我們也曉得神的兒子已經來到，且將悟性賜給我們，使我們可以認識那位真實的；我們也在
那位真實的裏面，就是在祂兒子耶穌基督裏面。這是真神，也是永遠的生命。
受造之物正在專切期望着，熱切等待神的眾子顯示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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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8:20
羅8:21
羅8:22

因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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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望着受造之物自己，也要從敗壞的奴役得着釋放，得享神兒女之榮耀的自由。
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一同受生產之苦，直到如今。

綱要
壹

『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傳一2下：
傳1:2下

一

…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在傳道書一章二至十一節我們看，這卷書的主題是虛空的虛空：
傳1:2
傳1:3
傳1:4
傳1:5
傳1:6
傳1:7
傳1:8
傳1:9
傳1:10
傳1:11

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人一切的勞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勞碌，有甚麼益處呢？
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地卻永遠存立。
日頭升起，日頭落下，急歸升起之處。
風往南颳，又向北轉，不住的旋轉，而且返回轉行原道。
江河都往海裏流，海卻不滿；江河往何處流，仍再流往何處。
萬事令人厭煩，人不能說盡。眼看，看不飽；耳聽，聽不足。
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作的事，後必再作。日光之下並無新事。
豈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說，這是新的？那知，在我們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
已過的世代，無人記念；將來的世代，後來的人也不記念。

1 傳道書的中心思想是：在日光之下，墮落離開神的人生是虛空的虛空—一2。
傳1:2

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2 傳道書的內容是對墮落人類在日光之下，在敗壞世界中之人生的描繪—弗二12。
弗2:12

那時，你們在基督以外，和以色列國民隔絕，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在
世上沒有指望，沒有神。

3 所羅門在傳道書裏的教訓，給我們看見敗壞世界裏的人生，都是虛空，都是捕風—
一14。
傳1:14

我見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工，看哪，都是虛空，都是捕風。

4 照傳道書看，人的歷史從起初到現今，都是虛空—十二8。
傳12:8

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5 一件事無論多麼美好、超絕、美妙、奇妙，只要是屬舊造的，那就是日光之下虛空
的虛空的一部分—一9，二11，17，22。
傳1:9
傳2:11
傳2:17
傳2:22

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作的事，後必再作。日光之下並無新事。
後來，我轉看我手所作的一切工，和我工作中的勞碌；誰知都是虛空，都是捕
風；在日光之下毫無益處。
所以我恨惡生命，因爲在日光之下所作的工，我都以爲煩惱；一切都是虛空，
都是捕風。
人在日光之下勞碌操心，在他一切的勞碌上得着甚麼呢？

6 惟有那在諸天之上，不在『日光之下』（一9）的新造，不是虛空，乃是實際—林後
五17，加六15，弗四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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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1:9
林後5:17
加6:15
弗4:24

二

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作的事，後必再作。日光之下並無新事。
因此，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舊事已過，看哪，都變成新的了。
受割禮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要緊的乃是作新造。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實際的義和聖中所創造的。

在詩篇三十九篇四至六節，大衞領悟他生命的無有和虛幻：
詩39:4
詩39:5
詩39:6

耶和華阿，求你叫我曉得我的結局，我的壽數幾何。願我知道我的生命何其短
暫。
看哪，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數，在你面前如同無有；各人站得穩
妥的時候，不過盡是虛幻。〔細拉〕
人的行動實係幻影；他們忙亂，真是枉然：積蓄財寶，卻不知將來有誰收取。

1 在這篇詩裏，大衞被神帶到一個地步，領悟他是無有和虛幻；他學知各人站得穩妥
的時候，不過盡是虛幻—5節。
詩39:5

看哪，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數，在你面前如同無有；各人站得
穩妥的時候，不過盡是虛幻。〔細拉〕

2 我們領悟我們的光景是罪惡的，（詩三八，）我們的處境是虛幻的，這就爲基督開
路，將我們釘十字架，並進到我們裏面，從我們活出祂自己，並使我們在生機的聯
結裏與祂同活，藉此頂替我們，正如保羅在加拉太二章二十節所表達的。
詩38標題
詩38:1
詩38:2
詩38:3
詩38:4
詩38:5
詩38:6
詩38:7
詩38:8
詩38:9
詩38:10
詩38:11
詩38:12
詩38:13
詩38:14
詩38:15
詩38:16
詩38:17
詩38:18
詩38:19
詩38:20
詩38:21
詩38:22
加2:20

大衞的記念詩。
耶和華阿，求你不要在怒中責備我，不要在烈怒中懲治我。
因爲你的箭射入我身，你的手壓住我。
因你的惱怒，我的肉無一完全；因我的罪，我的骨頭無一健全。
我的罪孽高過我的頭，如同重擔叫我擔當不起。
因我的愚昧，我的傷口發臭流膿。
我屈身彎腰，彎到極低，終日徘徊哀痛。
我滿腰灼痛，我的肉無一完全。
我被壓傷，身體麻木；因心裏歎息，我就呼喊。
主阿，我的心願都在你面前，我的歎息不向你隱瞞。
我心跳動，我力衰微；連我眼中的光，也沒有了。
我的愛友良朋，因我的災病，都躲在旁邊站着；我的親屬也遠遠的站立。
尋索我命的，設下網羅；想要害我的，口出敗壞，終日思想詭詐。
但我如聾子不能聽，像啞吧不能開口。
我如不聽見的人，口中沒有辯駁。
耶和華阿，我仰望你；主我的神阿，你必應允我。
我曾說，恐怕他們向我誇耀；免得我失腳的時候，他們向我誇大。
我隨時會跌倒，我的痛苦常在我面前。
我要陳明我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擔憂。
但我的仇敵又活潑又強壯；無理恨我的人甚多。
以惡報善的作我的對頭，因爲我追求良善。
耶和華阿，求你不要撇棄我；我的神阿，求你不要遠離我。
拯救我的主阿，求你快快幫助我。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
並且我如今在肉身裏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兒子的信裏，與祂聯結所活的，祂
是愛我，爲我捨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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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是神以最高、最尊貴的定旨造的，就是要憑神的神聖生命和性情，彰顯神的形像—
創一26：
創1:26

神說，我們要按着我們的形像，照着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空
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

1 神的仇敵魔鬼撒但進來，將他自己作爲罪，注入到神爲着祂的定旨所造的人裏面—
三1～6，羅五18，三23，約壹三4。
創3:1
創3:2
創3:3
創3:4
創3:5
創3:6
羅5:18
羅3:23
約壹3:4

耶和華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對女人說，神豈是真
說，你們不可喫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麼？
女人對蛇說，園中樹上的果子，我們可以喫；
惟有園當中那棵樹上的果子，神曾說，你們不可喫，也不可摸，免得你們死。
蛇對女人說，你們不一定死；
因爲神知道，你們喫的日子眼睛就開了，你們便如神知道善惡。
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悅人的眼目，且是可喜愛的，能使人有
智慧，就摘下果子來喫了，又給與她一起的丈夫，她丈夫也喫了。
如此說來，藉着一次的過犯，眾人都被定罪，照樣，藉着一次的義行，眾人也
都被稱義得生命了。
因爲眾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凡犯罪的，也行不法；罪就是不法。

2 因着人這墮落，人以及神所交託給人管理的一切受造之物，都服在虛空之下；（羅
八20～21；）因此，在敗壞世界裏的人生，也成了虛空。
羅8:20
羅8:21

因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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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望着受造之物自己，也要從敗壞的奴役得着釋放，得享神兒女之榮耀的自
由。

3 逃離這虛空的路，就是回到神那裏，在基督裏以神作救贖、生命、財富、享受、快
樂和滿足，使我們仍然可以爲神所用，以成就神創造人時原初的定旨，而完成神永
遠的經綸—傳十二13～14。
傳12:13
傳12:14

四

這一切事都已聽見了，結語就是：敬畏神，謹守祂的誡命，這就是人所當盡的
本分。
因爲人所作的事，連一切隱藏的事，無論是善是惡，神都必審問。

雖然在敗壞世界裏的人生是虛空，是捕風，但我們需要領悟，神已將永遠安置在人心
裏—三11：
傳3:11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爲美好，又將永遠安置在世人心裏。雖是這樣，人並不能
參透神從始至終的作爲。

1 傳道書三章十一節裏的『永遠』，是『神所栽種，歷代以來就在運行的一種要有目
的的感覺；日光之下，除神以外，別無甚麼可以滿足這感覺』。（The Amplified
Bible，擴大本聖經。）
傳3:11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爲美好，又將永遠安置在世人心裏。雖是這樣，人並不
能參透神從始至終的作爲。

2 神按着自己的形像創造人，並在人裏面造了靈，使人能接受祂並盛裝祂，並且給人
造了尋求神自己的心，使神能作人的滿足—創一26，二7，亞十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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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1:26
創2:7
亞12:1

神說，我們要按着我們的形像，照着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
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
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塑造人，將生命之氣吹在他鼻孔裏，人就成了活的魂。
耶和華論以色列之話語的默示。鋪張諸天、建立地基、造人裏面之靈的耶和華
說，

3 雖然人墮落離開神，並且罪藉着撒但進來，阻撓人接受神作人的滿足，但在人心裏
仍存留着對神的渴望、對神的尋求—傳三11。
傳3:11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爲美好，又將永遠安置在世人心裏。雖是這樣，人並不
能參透神從始至終的作爲。

4 短暫的事物絕不能滿足人；惟有永遠的神，就是基督，能滿足人心深處要有目的的
感覺—參林後四18。
林後4:18

貳

我們原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爲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
纔是永遠的。

在以弗所四章十七至二十一節和二十四節，保羅陳明那在耶穌身上的實際，
使我們不再在心思的虛妄裏行事爲人：
弗4:17

所以我這樣說，且在主裏見證，你們行事爲人，不要再像外邦人在他們心思的虛妄裏
行事爲人，
他們在悟性上旣然昏暗，就因着那在他們裏面的無知，因着他們心裏的剛硬，與神的
生命隔絕了；
他們感覺旣然喪盡，就任憑自己放蕩，以致貪行種種的污穢。
但你們並不是這樣學了基督；
如果你們真是聽過祂，並在祂裏面，照着那在耶穌身上是實際者，受過教導，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實際的義和聖中所創造的。

弗4:18
弗4:19
弗4:20
弗4:21
弗4:24

一

在以弗所四章十七節保羅勸勉信徒『不要再像外邦人在他們心思的虛妄裏行事爲
人』：
弗4:17

所以我這樣說，且在主裏見證，你們行事爲人，不要再像外邦人在他們心思的虛
妄裏行事爲人，

1 墮落人類日常生活的基本元素乃是心思的虛妄。
2 外邦人是墮落之人，在他們的推想上變爲虛妄—羅一21：
羅1:21

因爲他們雖然知道神，卻不當作神榮耀祂，也不感謝祂，反倒在他們的推想上
變爲虛妄，他們無知的心就昏暗了。

a 他們在心思的虛妄裏，行事爲人沒有神，受他們虛妄思想的控制和擺佈。
b 在神的眼中和使徒保羅的眼中，世人所想、所說、所作的，不過是虛妄。
3 外邦人在他們心思的虛妄裏行事爲人，因着心裏的剛硬，就在悟性上昏暗了—弗四
18：
弗4:18

他們在悟性上旣然昏暗，就因着那在他們裏面的無知，因着他們心裏的剛硬，
與神的生命隔絕了；

a 當墮落之人的心思充滿虛妄，他們的悟性在神的事上就昏暗了—詩九四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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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94:11

耶和華知道人的意念是虛妄的。

b 墮落之人心裏的剛硬，乃是他悟性昏暗、心思虛妄的根源—弗四17～18。
弗4:17
弗4:18

二

所以我這樣說，且在主裏見證，你們行事爲人，不要再像外邦人在他們心
思的虛妄裏行事爲人，
他們在悟性上旣然昏暗，就因着那在他們裏面的無知，因着他們心裏的剛
硬，與神的生命隔絕了；

在以弗所四章十七節和二十一節，有那在耶穌身上的實際與在墮落之人心思裏之虛妄
的對照：
弗4:17
弗4:21

所以我這樣說，且在主裏見證，你們行事爲人，不要再像外邦人在他們心思的虛
妄裏行事爲人，
如果你們真是聽過祂，並在祂裏面，照着那在耶穌身上是實際者，受過教導，

1 墮落之人不敬虔的行事爲人乃是虛妄；但在耶穌敬虔的生活裏乃是實際。
2 那在耶穌身上的實際就是二十四節裏所題到新人的『那實際』：
弗4:24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實際的義和聖中所創造的。

a 那迷惑（22）是撒但的人位化，那實際（24）是神的人位化；那迷惑是魔鬼，那
實際乃是神。
弗4:22
弗4:24

在從前的生活樣式上，脫去了舊人，這舊人是照着那迷惑的情慾敗壞的；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實際的義和聖中所創造的。

b 神是那實際，展示在耶穌的生活裏—21節。
弗4:21

如果你們真是聽過祂，並在祂裏面，照着那在耶穌身上是實際者，受過教
導，

3 那在耶穌身上的實際，是指四福音書所記載耶穌一生的真實光景：
a 耶穌的人性生活是照着這實際，就是照着神自己—弗四24。
弗4:24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實際的義和聖中所創造的。

b 耶穌生活的素質就是實際；祂行事爲人總是在實際中。
c 主在祂人性生活中所作的一切，都是神的彰顯，所以就是實際。
4 耶穌這種照着實際的生活，乃是信徒生活的模型—約貳1～2，4，約叁3～4：
約貳1
約貳2
約貳4
約叁3
約叁4

作長老的寫信給蒙揀選的夫人和她的兒女，就是我真實所愛的；不單我愛，也
是一切認識真理之人所愛的；
愛你們是因真理的緣故，這真理存在我們裏面，也必永遠與我們同在。
我看到你的兒女，有照着我們從父所受的誡命，在真理中行事爲人的，就大大
歡樂。
有弟兄來見證你持守真理，就是你在真理中行事爲人，我就大大歡樂。
我聽見我的兒女們在真理中行事爲人，我的喜樂就沒有比這個更大的。

a 我們需要學基督，並在祂裏面受教導，過實際的生活—弗四20～21，約貳1，約四
23～24。
弗4:20

但你們並不是這樣學了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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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4:21
約貳1
約4:23
約4:24

如果你們真是聽過祂，並在祂裏面，照着那在耶穌身上是實際者，受過教
導，
作長老的寫信給蒙揀選的夫人和她的兒女，就是我真實所愛的；不單我
愛，也是一切認識真理之人所愛的；
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父的，要在靈和真實裏敬拜祂，因爲
父尋找這樣敬拜祂的人。
神是靈；敬拜祂的，必須在靈和真實裏敬拜。

b 我們是基督身體的肢體，該過一種實際的生活，如同那在耶穌身上的實際—一種
彰顯神的生活。
三

我們能活在那在耶穌身上的實際裏，因爲『我們…在那位真實的裏面』—約壹五20：
約壹5:20

我們也曉得神的兒子已經來到，且將悟性賜給我們，使我們可以認識那位真實
的；我們也在那位真實的裏面，就是在祂兒子耶穌基督裏面。這是真神，也是永
遠的生命。

1 『那位真實的』是指神對我們成了主觀的，指客觀的神在我們的生活和經歷中成了
那真實者。
2 在那位真實的—那真實者—裏面，就是在祂兒子耶穌基督裏面，因爲神的兒子主耶
穌就是真神—20節。
約壹5:20

我們也曉得神的兒子已經來到，且將悟性賜給我們，使我們可以認識那位真實
的；我們也在那位真實的裏面，就是在祂兒子耶穌基督裏面。這是真神，也是
永遠的生命。

3 那真實者就是神聖的實際；認識那真實者，意卽藉着經歷、享受並擁有這實際，而
認識這神聖的實際。

叁

受造之物因着服在虛空之下，所以熱切等待神的眾子顯示出來，『指望着受
造之物自己，也要從敗壞的奴役得着釋放，得享神兒女之榮耀的自由』—羅
八19～22：
羅8:19
羅8:20
羅8:21
羅8:22

一

受造之物正在專切期望着，熱切等待神的眾子顯示出來。
因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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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望着受造之物自己，也要從敗壞的奴役得着釋放，得享神兒女之榮耀的自由。
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一同受生產之苦，直到如今。

因着撒但將他自己作爲罪注入到人裏面，結果人和一切受造之物都被帶到敗壞的奴役
之中，服在虛空之下—五12，八20：
羅5:12
羅8:20

這就如罪是藉着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藉着罪來的，於是死就遍及眾人，因爲眾
人都犯了罪。
因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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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因着受造之物服在虛空和敗壞的奴役之下，日光之下一切盡都虛空—傳一2，十二
8。
傳1:2
傳12:8

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2 現今一切受造之物，都在腐朽與敗壞之律下受奴役；惟一的指望，是當神的眾子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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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來時，可以從敗壞的奴役得着釋放，得享神兒女之榮耀的自由—羅八20～21。
羅8:20
羅8:21

二

因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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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望着受造之物自己，也要從敗壞的奴役得着釋放，得享神兒女之榮耀的自
由。

受造之物專切期望着，全神貫注的期望着，『熱切等待神的眾子顯示出來』—19節：
羅8:19

受造之物正在專切期望着，熱切等待神的眾子顯示出來。

1 顯示出來意卽揭露或顯示出先前被遮蓋或隱藏的事物—弗一17，三5，加一15～16，
啓一1。
弗1:17
弗3:5
加1:15
加1:16
啓1:1

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賜給你們智慧和啓示的靈，使你們充分的
認識祂；
這奧祕在別的世代中，未曾給人們的子孫知道，像如今在靈裏啓示祂的聖使徒
和申言者一樣；
然而那把我從母腹裏分別出來，又藉着祂的恩典呼召我的神，
旣然樂意將祂兒子啓示在我裏面，叫我把祂當作福音傳在外邦人中，我就卽刻
沒有與血肉之人商量，
耶穌基督的啓示，就是神賜給祂，叫祂將必要快發生的事指示祂的眾奴僕；祂
就藉着祂的使者傳達，用表號指示祂的奴僕約翰。

2 到主再來時，我們要得着榮耀，身體完全得贖，那時幔子就要揭開—羅八18。
羅8:18

因爲我算定今時的苦楚，不配與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相比。

3 受造之物『一同歎息，一同受生產之苦，直到如今』，（22，）正在等待神的眾子
顯示出來。（19。）
羅8:22
羅8:19

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一同受生產之苦，直到如今。
受造之物正在專切期望着，熱切等待神的眾子顯示出來。

4 這樣的顯示，乃是我們現今所經歷之標出過程的完成—見一4註6。
羅1:4註6

三

基督這神聖者，在成爲肉體以前，已經是神的兒子。（約一18，羅八3。）祂
藉着成爲肉體，穿上與神性毫無關係的素質，就是人的肉體。祂這一部分，需
要經過死而復活，得以聖別，並被拔高。藉着復活，祂的人性被聖別、拔高且
變化了。因此，祂藉着復活，帶着祂的人性，被標出爲神的兒子。（徒十三
33，來一5。）祂的復活，就是祂的標出。如今祂這神的兒子，具有神性，也
具有人性。祂怎樣藉着成爲肉體，將神帶到人裏面，也照樣藉着從死人中復
活，將人帶到神裏面，就是將祂的人性帶進神聖的兒子名分裏。這樣，神的獨
生子，就成了神的長子，兼有神性和人性。神要以祂這兼有神人二性的長子基
督，爲生產者，爲原型與模型，產生祂的眾子，（八29～30，）就是我們這些
信而接受祂兒子的人。我們也要在祂復活的榮耀裏被標出，顯示爲神的眾子，
（八19，21，）像祂一樣，和祂一同彰顯神。

雖然一切受造之物目前都被拘留在虛空和敗壞的光景裏，但神要帶進祂的國，以對付
現今這光景—啓十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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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來的國將是神榮耀的國，主要由神顯示出來的眾子所組成—太六10，13，羅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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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太6:10
太6:13
羅8:19

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不叫我們陷入試誘，救我們脫離那惡者。因爲國度、能力、榮耀，都是你的，
直到永遠。阿們。
受造之物正在專切期望着，熱切等待神的眾子顯示出來。

2 神的榮耀與神的國並行，並在神國的範圍裏得彰顯—太六10，13下，詩一四五11～
13。
太6:10
太6:13下
詩145:11
詩145:12
詩145:13

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因爲國度、能力、榮耀，都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
他們要講說你國的榮耀，談論你的大能，
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爲，並你國度的威榮。
你的國是永遠的國，你的管治權存到萬代。

3 神已經呼召我們進入祂的國和榮耀—帖前二12：
帖前2:12

要叫你們行事爲人，配得過那召你們進入祂自己的國和榮耀的神。

a 神的國乃是我們在神聖的管治下，帶着進入神榮耀的指望，敬拜並享受神的範
圍—太六13下。
太6:13下

…因爲國度、能力、榮耀，都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

b 國度是神施行祂權能的範圍，使祂能彰顯祂的榮耀—啓五10，13。
啓5:10
啓5:13

又叫他們成爲國度，作祭司，歸與我們的神；他們要在地上執掌王權。
我又聽見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滄海裏的一切受造之物，以及天地間的
萬有都說，但願頌讚、尊貴、榮耀、權能，都歸與坐寶座的和羔羊，直到
永永遠遠。

c 國度的照耀乃是爲使父得榮耀—太五16。
太5:16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爲，就榮耀你們在諸
天之上的父。

4 神的國就是神爲祂神聖的行政，在祂的榮耀裏帶着祂的權柄的顯出；因此，進入神
的國和進入神彰顯出來的榮耀，是同時發生的一件事—來二10，太五20，帖前二
12，帖後一9，啓二一9～11，二二1，5。
來2:10
太5:20
帖前2:12
帖後1:9
啓21:9
啓21:10
啓21:11

原來萬有因祂而有，藉祂而造的那位，爲着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裏去，就藉
着苦難成全他們救恩的創始者，這對祂本是合宜的。
我告訴你們，你們的義，若不超過經學家和法利賽人的義，絕不能進諸天的
國。
要叫你們行事爲人，配得過那召你們進入祂自己的國和榮耀的神。
在那日，當主來，在祂聖徒身上得榮耀，並在一切信的人身上顯爲希奇的時
候，（你們也在其中，因爲你們信了我們對你們所作的見證，）
拿着七個金碗，盛滿末後七災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來對我說，你來，我要將
新婦，就是羔羊的妻，指給你看。
我在靈裏，天使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神那裏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
指給我看。
城中有神的榮耀；城的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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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22:1
啓22:5

天使又指給我看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從神和羔羊的
寶座流出來。
不再有黑夜，他們也不需要燈光日光，因爲主神要光照他們；他們要作王，直
到永永遠遠。

5 受造之物正在專切期望着，熱切等待神的國來臨；神的國顯示出來時，一切受造之
物都要得着釋放，神顯示出來的眾子要脫離虛空，並且『在他們父的國裏，要發光
如同太陽』—太十二43。
太12:43

污靈從人裏面出來，在無水之地蕩來蕩去，尋找安歇之處，卻尋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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