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课 

国度的公民身份 

“在天上”   （马太福音 6：9）  

我们在谈论祷告和敬拜的时候，为什么要阐述天上的

事情？当然，有非常好的理由！如果我们要按我们所应该

的那样祷告，那么，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以及我

们是属于哪里的人。我们必须与我们向其祷告的那一位有

着正确的关系。我们必须阐述两方面的情况，因为这两者

都是我们感兴趣的。一个对耕种一无所知的人，是很难从

和某个只谈论耕种的人的交谈中找到快感的。  
有人说，不是每一个谈论天堂的人都能够进入天堂。

这是事实。但是，一个从来没有想到天堂或没有为着天堂

而祷告的人，或许也不会进入天堂，这也是事实。  
如果天堂只是我们想象中的一个美好地方，而不是真

实的，那么，关于天堂的祷告不会带来任何益处。你不可

能想象出某样东西而把它变为现实。它要么是存在的，要

么是不存在的。天堂是一个真实的地方，而那些成为了神

儿女的人们将会进入天堂。因而，我们为什么不为着天堂

而祷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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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大纲  

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家  
天国的公民身份  
异乡人和客旅  

对于将来的盼望  
天堂不是幻想  
死不是信心的失败  

为当今世界祷告  
对当今世界漠不关心  
对当今世界过分在意  

课文目的  

当你学完本课后，你应当能够：  
 真诚地祷告，我们会钟爱于天上的东西，而我们在地

上的生活则是一种“天路历程”。  
 阐述一个人对于死的态度会如何影响到他的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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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他的行为和对当今世界的态度来识别一个天国

公民。  

学习要领  

1、阅读哥林多后书 4：16-18 和哥林多后书 5：1-5。用你

自己的话把这些经节的含义写出来。  
2、想一想 近死去的人，为还没有得救的亲戚们祷告。  
3、按顺序学习课文进程，按要求完成习题。  
4、问问你自己，“我可以毫不后悔地放弃所有这一切

吗？”如果你的回答是“不”，那么，向神祷告，求他

向你显明那些看不到的和永恒的东西。  

关键词  

钟爱  客旅  
幻想  真实  
异客  盐味  

课文进程  

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家  

目的 1、  描述当一个人还在地上的时候，那些表明了他是

天国公民的东西。  

只有当我们的财宝和我们的家是在天上的时候，我们

的祷告和敬拜才能为神所接纳。相信死后在天国里有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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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是使得基督徒不同于世上其他人的东西之一。把信心

建立在看不见的和将来的事物上，使信徒有别于不信的

人。它把祷告的人与不祷告的人分别开来。  

习题 1、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不信之人的财宝在天上。  
b) 信徒的家在天上。  
c) 基督徒不同于世上的其他人。  

你记得圣经对于雅各和以扫是怎么说的吗？他们两

个人都犯了很多错误。一个人希望得到属于将来的看不见

的东西，而另一个人则只关心他所看得到的、天天可以享

用的东西。关于他们神是怎么说的？他说“雅各是我所爱

的，以扫是我所恶的”（罗马书 9：13）。神的孩子们和魔

鬼的孩子们之间的区别在于他们积聚财宝的地方不同。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马太福音 6：
21）。  

人们为对自己 重要的事情祷告。早期的基督徒都很

穷，但是，他们并没有不快乐，他们遭受痛苦，但他们不

抱怨。对他们来说，天堂是非常真实的。天堂就是他们的

父所在的地方，因此，天堂是他们的家。他们不关心这个

世界上的任何东西。他们为了获得力量、有耐心、有忠心

和为了爱去赦免他们的敌人而祷告。如果他们从危险和逼

迫中被拯救了出来，他们便喜乐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没有

被拯救出来，他们会毫无畏惧地面对死亡。逼迫他们的人

可以毁掉他们的身体，但是，他们毁不掉他们的灵魂。那

时的基督徒们知道，当死亡到来的时候，他们便回家了。

他们期待着进入天父的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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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2、当遇到麻烦的时候，早期的基督徒们会为什么祷

告？  
                                             

天国的公民身份  

你通常可以只听某个人的交谈，便知道他来自一个国

家的某个地方。我们生活在哪里与我们的行为——我们行

事的方式，有着很大的关系。一个外国人要隐藏他不是一

个真正公民的事实是很困难的。  
你可以很快地认出天国的公民。他的言谈会表明他是

什么人。他可能会谈论一些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但是，如

果你稍等片刻，他便会很快转而谈论关于耶稣和“家”的

事情，他的言谈不会是粗俗和刻薄的，他不轻易发怒，他

的言语是诚实的，充满了爱。  

习题 3、你可以通过什么认出天国的公民来？  
a）  他被称为一个基督徒的事实。  
b）  他的言谈和他的行为。  
c）  他所参加的教会的教导。  

你可以通过他的祷告知道，他是一位天国的公民。外

邦人向各种各样的神祷告，但他的祷告是毫无希望的，他

的祷告充满了恐惧。天国公民的祷告中充满了喜乐，他们

知道耶稣活着，虽然他们看不到他，但他们知道他在那里，

并垂听他们的祷告。  
你还可以通过一个人在地上的家知道，他是一位天国

的公民。在这个家里，你看不到怨恨和忌妒。这个家里也

没有带有邪恶故事和图片的书籍和杂志。在那里，你可以

听到歌声、祷告声和敬拜的声音。这个家里充满了平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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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乐。信徒在地上的家里颇有一些天堂的意味！  

习题 4、一个基督徒家庭的标志是什么？  
                                             

异乡人和客旅  

神的儿女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他们不参与这个世

界上的邪恶活动。他们就像水面上的一艘船，只要不让水

进到船舱里，一切都好。  
神的儿女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异乡人。他们是外来的

人。他们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工作，但是他们不属于这里。

他们来自另一个国度！他们不像这个世界上的公民那样思

想。他们有着不同的价值观，他们钟爱于天上的东西，而

不是钟爱这个世界上的东西。  

习题 5、为什么神的儿子被称为客旅？  
                                             

这正如亚伯拉罕的情形那样。亚伯拉罕生活在帐篷

里，但他不认为帐篷是他的家，他寻找神所建造的城。这

使得他的生活与众不同，使得他的祷告与众不同。他富有，

但他不追求财富。他的侄子罗得追求财富，却失去了一切。

亚伯拉罕追求神的旨意高于其他一切东西；神则供应他所

需要的一切。天国的公民为得到公义的东西而祷告。  
摩西也是那样。他选择与神的孩子们一起受苦，而不

为着某一原因而享受罪的欢娱。他不为自己祷告。他不追

求他自己的舒适。他追求成就神的旨意。他的快乐在于使

神的子民脱离法老的奴役。他的喜乐在于他们要回到应许

之地。这一盼望使得他不知疲倦地工作，使得他的祷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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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自私自利。  

习题 6、摩西和亚伯拉罕的祷告为何如此相像？  
                                             

保罗也很少为着他个人的拯救而祷告。他祷告神的话

语得到广泛的接受。他为着得到传讲神的话语的能力而祷

告。他的心和他的家都在天上。保罗说他宁愿“离世”而

不是“留在世上”。然而，他留在了世上，他祷告都是因

为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他愿意做一个异乡人，生活在

异国他乡，是为了把关于耶稣的好消息带给那些还没有听

到过福音的人们。他愿意在地上多呆一会儿，是为了让其

他像他自己一样的客旅“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

（腓立比书 1：25）。  

习题 7、保罗为什么宁愿留在地上而不是立刻去天堂？  
                                             

对于将来的盼望  

目的 2、  请说明信徒的死不是一种信心上的失败，并说明

盼望如何影响到我们所作的这类祷告。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

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

耐等候”（罗马书 8： 24-25）。学习这些经节对你来说是

颇为有益的。请记住，盼望有助于我们耐心地等候进入天

堂。  
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看不到天堂。我们从来都没

有看见过我们的家。我们靠着盼望而生活。我们在地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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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有很多事情使我们沮丧，因为我们承受了同一诅咒，

这一诅咒是因为罪而加在全人类身上的。我们劳累，我们

生病，我们饥渴。于是，我们呻吟。罪人也呻吟，因为他

们也像我们一样受苦。但是，我们的呻吟和罪人的呻吟是

不同的。罪人的呻吟没有任何盼望。信徒的呻吟则带着盼

望。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将会离开这个世界进入天堂，盼

望使忍耐成为可能。而罪人则没有盼望，在今生今世的受

苦之后，他所面对的只有更大的苦难！  

习题 8、在因为罪而加在全人类身上的同一诅咒下，信徒

的呻吟为什么不同于非信徒的呻吟？  
                                             

我们还有另一个盼望。我们祷告耶稣基督在我们死去

之前再来。如果他在我们死去之前再来，我们将会与他一

起进入天堂，而不必经历死亡。那岂不是很美好的事吗？

早期基督徒为之祷告的某些东西，我们今天也应该盼望

它，并为之祷告。  

天堂不是幻想  

如果天堂只是一种梦想，或者只是我们头脑中的一种

观念，我们的祷告和盼望将毫无意义。天堂是一个真实存

在的地方。神，我们的父，就在天堂里。  
保罗说我们将被提到 高的天上。他所说的是神所在

的天上。有云天，有星空，有 高的天，这是我们的天父

所在的天。  
保罗说，在那里他听见了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

的”（哥林多后书 12：4）。保罗从不怀疑天堂的真实存在。

他曾经看到过它！无怪乎他说，他宁愿离世与基督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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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愿留在这地上了！  

习题 9、阅读哥林多后书 12：3-4，并阐述保罗的反应是

什么。  
                                             

圣灵使关于天堂的真理，对新归主的人来说非常的真

切。早期的基督徒，生活在他们头脑中的天堂里。启示录

讲述了末世将在天上发生的事情。它尤其讲述了其宝座在

天上的万王之王的荣耀。赞美神！当天堂对信徒来说是真

实存在的时候，敬拜和赞美便是他信心的果子！  

习题 10、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每一个人都通过他生活中的态度，创造出他自己的天

堂。  
b) 高的天就是神的宝座所在的地方。  
c) 天堂的真实存在是由圣灵向信徒表明的。  
d) 关于天堂的真理，只适合于年长的成熟信徒。  

死亡不是信心上的失败  

我们应该阐述一下信徒的死。当我们深爱的人生病的

时候，我们总是祈求他们得到医治，这样做是对的。耶稣

曾经医治病人，今天他仍然医治病人。但并不是所有的病

人都能得到医治。有些人会病死，他们的死是一种信心上

的失败吗？  
有些人把死亡看成是一种失败。他们祷告某人得到医

治和拯救。然而，当结果是死亡而不是医治的时候，他们

的反应就好像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他们感到内疚，似

乎他们的祷告和信心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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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怎么会是一种失败呢？如果死亡已经失去了

它的刺，我们为什么还要经受内疚的刺痛呢？难道一个信

徒离开世界进入天国是一场灾难吗？  
死亡是信心上的一种失败吗？不！绝对不是！希伯来

书 11：39 讲到了那些没有得到拯救而死去的人，“这些人

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  

习题 11、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耶稣仍然医治和拯救信徒脱离死亡。  
b) 当一个信徒死去的时候，意味着这个人的信心失败

了。  
c) 信徒不应该害怕死，因为死亡已经失去了它的刺。  
d) 希伯来书第 11 章中所记载的那些没有得到拯救的人，

都是带着信心死去的。  

死亡不是一种信心上的失败。一个真正的天国公民明

白这一点。而那些过分钟爱这个世界的人忘记了这一点，

他们的祷告并不完全，因为他们过于钟爱当今这一世界！ 

为当今世界祷告  

目的 3、  指出我们应该力求通过祷告来对当今世界施加

影响的一些活动。  

这个世界并不是永恒的，它终将消亡。我们应该为它

祷告吗？我们应该尽力改善它吗？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

应该为我们的领导人祷告。圣经说，我们应该为那些管治

我们的人祷告。圣经还说，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那逼

迫我们的祷告（马太福音 5：44）。因此，对于前面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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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答案是，“是的，我们应该为这个世界祷告。”我们

必须对使人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表示关心。而且，我们

还应该尽力使这个世界，成为一个能更好的去生活的地

方。作为基督徒，这是我们职责的一部分。  

对当今世界漠不关心  

天国的公民也应该是地上的好公民。事实上，他应该

是地上 好的公民。他要顺服统治者和遵守管治这地的律

法。天国的公民不应该故意违反法律，他们应该纳税。一

个信徒因为故意违反法律而不得不交纳罚款，是他们“国

家”的一个不好的榜样。一个信徒在他得到救恩之后因为

犯罪而入狱，会很难使那些与他关在一起的囚犯们相信他

是公义之国的公民！  
我们应该祷告，神会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好公民。有些

信徒是如此关心“天上的”事，以至于他们没有了“地上

的”良善。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我们是这地上的盐，盐

能改进食物的味道。信徒也应该改善这世界，这个世界应

该得到祝福，因为信徒们在这个世界上。他们的存在带来

了平安和喜乐。他们的祷告支持了统治者。他们的公义坚

固了他们的国家。  

习题 12、阐述天国的公民为什么是这地上的 好公民的

三个理由。  
                                             
                                             

对当今世界过分在意  

当然，我们也可能会过分忙碌于这个世界的事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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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们忘记了神把我们安置在这地上的旨意。我们是世

上的盐，而我们的“盐味”就是认识耶稣基督，以及他帮

助我们所过的公义生活。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事实，即我

们是这世上的异乡人和客旅，我们就不可能成为这世上的

盐。我们只有使这个世界认识到神的计划，才能帮助这个

世界。我们千万不要让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使我们疏忽了耶

稣基督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  

习题 13、信徒的“盐味”是什么？  
                                             

我们应该为两件事祷告。我们应该祷告不要钟爱于这

个世界上的东西。“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

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约翰一书 2：15）。当我

们想尽力改善这个世界和为这个世界树立一个好榜样的

时候，这是我们应该祷告的第一件事。  
我们应该祷告的第二件事是，我们要完成神所交托给

我们的使命。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约

翰福音 9：5），他是我们的榜样，他出去四处行善。我们

也应该走出去到处行善。他为病人祷告，我们也应该为病

人祷告。他赶鬼，我们也应该赶鬼。他宣讲天国的福音，

我们也应该宣讲天国的福音。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是世上

的光。耶稣这样说“你们是世上的光”（马太福音 5：14）。
他还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马太福音

28：19）。  

习题 14、判断下列的句子的正误。  
信徒们应该祷告：  
a) 他们所喜爱的政治家会赢得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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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他们不会钟爱于世界上的东西。  
c) 他们将会拥有他们的邻居们所拥有的东西。  
d) 他们不会不完成神所交托给他们的使命。  

因此，虽然我们在这个国家是异乡人，可是我们有着

伟大的使命要去完成。这一使命可能会使我们遭受苦难和

痛苦，但是，它也曾经使耶稣遭受苦难和痛苦。当耶稣死

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讲到了他在地上的使命，他说，“成

了”。然后，他升天了，他回家了！我们也有一个使命要

去完成。当我们完成这一使命的时候，我们便可以像耶稣

那样喜乐，说，“成了”。然后，我们也可以像耶稣一样回

家。当我们都进入天堂的时候，那将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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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测试  

简答题：在每道题目下面所提供的空白处写出该题目的

正确答案。  

1 指出表明了神的儿女的公民身份的三种情况。  
                                             
2 信徒的财宝在哪里？  
                                             
3 阐述亚伯拉罕和摩西对于天堂之真实存在的信心，是

如何影响他们的祷告的 ? 
4 因为罪而加在全人类身上的诅咒，对于信徒和非信徒

的影响有什么不同？  
                                             
5 当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时，他指的是什么？  
                                             
6 指出一个天国的公民对于他在地上的日子应该祷告

的两件事。  
                                             
7 是非题：指出下面哪些句子是正确的，并圈上其左边

的字母。  
a) 死亡不会临到一个基督徒身上。  
b) 信徒的死是信心上的失败。  
c) 对于信徒来说，死亡的刺已经被挪掉。  
d) 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死亡不会临到那时还活着的

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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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答案  

8 信徒的呻吟带着盼望。  
非信徒的呻吟没有盼望。  

1 a）错误  
b）正确  
c）正确  

9  d）他无法把他所看见的用言语表达出来。  
2 为了获得力量、有耐心、有忠心和因着爱去赦免他

们的敌人而祷告。  
10 a）错误  

b）正确  
c）正确  
d）错误  

3 b）他的言谈和他的行为。  
11 a）正确  

b）错误  
c）正确  
d）正确  

4 没有怨恨或忌妒，只有歌唱、祷告、敬拜、平安和

喜乐。  
12 他尊敬领袖，他遵守法律，他交纳税收。  
5 他是天上的真正公民，他在地上只是作一次短暂的

旅行。  
13 认识耶稣基督，以及他帮助我们所过的公义生活。  
6 因为他们两个人都追求按照神的旨意而行。  

14 a）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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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正确  
c）错误  
d）正确  

7 因为这样，他才能使仍然生活在地上的信徒们更加

长进和喜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