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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在异象和启示中成长 

第九篇 恩典时代异象和启示构成的榜样-- 引言 

（未经讲者审阅，仅供复习使用） 

 

前面的五篇，每一篇都是根据人物，说到时代

的转移：有约瑟，有撒迦利亚，有马利亚，有牧羊

人，也有那些智慧者。现在我们来到新约时代的真

实。新约时代就是恩典时代，恩典时代也就是生命

的时代，生命供应你，在灵里成为你的享受，叫你

活出一个在新约时代里的生活。我们有了这种的认

识，再来讲异象和启示，就和前面完全不一样了。

前面是神奇的、超凡的、特殊的、叫人吃惊的。譬

如，天使对约瑟讲话，天使向撒迦利亚显现、讲应

许的话，这些都是叫你很吃惊的。但是你知道这个

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因为你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

那是神所特别拣选的一些人，作的一些特别的事。 

一、恩典时代神圣异象和启示的原则 

到了新约的时代，神更是一个给人异象和启示

的神，神愿意我们这些平凡的、一般的、好像什么

都不是的圣徒，却能成为一个有异象、有启示的人，

更是活在异象和启示的真实里。这是非常高的，却

又是非常实用的。为什么？神不断地把异象和启示

给彼得，把他制作成一个坚固的、稳妥的石头，甚

至是一块像磐石一样特殊的石头。如果你平凡，他

也平凡；你有爱主的心，他也有；你有失败，他也

有；你是刻变时翻的，他也会。 

当我们来读彼得，要有一种更深的感觉：时代

转换了，我所盼望的天开了、看见一个特殊的景象

或神迹，今天好像都不重要了。虽然也许还会有这

些，但重要的是：这一切的事，都要叫我们来赢得

基督，得着基督，享受到基督，与基督是一。 

1、异象不一定是神奇的（像时代转移中那五个例证） 

恩典时代的异象和启示有二个原则。第一个原

则，他不一定是神奇的。我爱主这么多年，我没有

看见白胡子老头，我也没有看见天开了、主对我说

话，这些我都没有。我是很自然的，在我的软弱、

失败里，在我对主的亏欠里，因着向着主的爱，产

生了一种向着主的跟随。没有神迹，但是我却成为

一个有异象的人了；不是神奇的，却是很自然的。 

异象却一定是联于神的旨意的 

我今天问你，你是一个有异象的人吗？对于这

个问题，就要看你活着到底是为什么？有异象的人

是为着神的旨意活的，没有异象的人是为着自己活

的；有异象的人是根据于所得的异象活的，没有异

象的人是根据自己的喜好而活的。所以，异象是联

于神的旨意的。如果今天我们都能起来讲，“主啊，

我愿意为着你的旨意而活。”这是何等有福的一件

事，就说出我们都是一班有异象的人；虽然我们并

没有看见一个神奇的事物。 

2、异象的中心是为着启示基督，揭示真理，带进

与主是一的活出，这一切又是在一个个的启

示里成为实际的 

第二个原则，异象的中心就是基督自己。越有

异象的人越爱主，越有异象的人越认定于主，越有

异象的人越坚持主、持守主，越有异象的人越愿意

在他的一生里以主为大。异象的中心是启示基督的。

譬如说，我很有心，我愿意读神学院、我愿意传道；

不是说这个不好。但是一不小心，我传道的时候，

我就传道，忘记主了；我服事的时候，我就服事，

忘记主了；我追求基督的时候，我注意我的追求，

忘记基督了。所以，你怎么知道你有这个异象，住

在异象里？异象的中心是为着启示基督的。 

不仅这样，也就叫你看见真理的丰富。跟随主

离不开真理的，真理叫我们自由，真理的看见越多，

我们这个人跟随主越自由。并且，带进我们与主是

一的活出；我的生活联于基督了。为什么？因为我

以基督为中心，我有在真理的自由，所以我的生活

就变成一个完全为着主，联于主的生活。然而这一

切又是在一个个的启示里成为实际的。这就是一个

有异象有启示所显出的健康的情形。 

二、恩典时代就是基督作生命的时代，异象

和启示相辅是相成、相互提升的 

在这个时代里，我举三个特殊的榜样，就是教

会中，神最使用的三个人：第一个是使徒保罗，第

二个是使徒彼得，第三个是使徒约翰。 

使徒保罗是一个完全在犹太教里的人、完全进

入旧约里的人、完全活在律法规条里的人。他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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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异象，也在异象中得着启示，这个异象是要打碎

所有他以前认为高的。不但如此，他还明确的说，

“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

（徒二六 19）我不仅看见了异象，我也没有违背。 

不仅这样，他对哥林多人讲，我现在说到很多

的异象和很多的启示（visions and revelations）。他怎

么说到他的异象呢？他说，我认识一个在基督里的

人，他到三层天上去，他也下到乐园里，他听见奥

秘的话，是人不能说的。（参林后十二 1-4）我问

你，这是何等大的异象！你羡慕不羡慕？你我都羡

慕。但是你我都得不到！所以，他是主选的一个特

殊的人，也告诉你，主可以给异象。 

第二是彼得，彼得是从一个很微弱的异象长出

来的。在他的失败里、在他的追求里成长，长成一

个明确的异象、长成一个发光的异象，到后来这个

异象在他身上完全控制他。 

当他第一次看见这么高的异象的时候，就是在

变化山上，他看见主变了形象，然后有摩西和以利

亚和主对话，他立刻就忘记了异象的中心是基督。

彼得就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

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

西，一座为以利亚。”（太十七 4）神就马上打断

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

他”（太十七 5）。我若给你异象，异象只有基督自

己。不要听以利亚，不要听摩西，要听我的爱子。 

到后来，这个跌跌撞撞的彼得也起来作见证，

我的确是一个有异象的人，我的异象到什么地步呢？

我看见了一个大的荣耀，在这个大的荣耀里，有个

荣形，就是基督自己。（参彼后一 16）。彼得看见

了大的荣耀，就是基督的经纶，或者神心意中所要

得着的那个荣耀的情形。这真是奇妙！ 

还有一个人，他一生从来没有说他看见异象，

圣经也没有说他看见异象，他却一直在异象里，这

是谁呢？就是使徒约翰。我们看约翰的一生，在四

福音书里，看不出他什么时候看见什么大的异象。

当然他在变化山上也看见了，但是他都不提。他就

是忠心的爱主，他有个非常简单的看见。这个爱主

的结果，叫他成为一个满有异象的、是总结的异象

的、伟大的主的仆人。 

保罗看见大的异象就产生托付，彼得看见微弱

的异象就产生跟随，约翰说不出什么，但是因为他

爱主，就住在爱主的真实里，活出了异象的真实，

后来他能够那么丰富。 

1、有的看见异象，在异象中得着许多的启示，如保罗 

保罗自己也承认，“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

人的，侮慢人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提前

一 13，15）但是，有一天主向他显现，告诉他说：

“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

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第二个问题就

非常好了：“主阿，我当作什么？”（参徒九 4，二

十二 6-10）。主就给他一个托付：“我差你到他们

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从撒但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

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参徒二六 16-18）。 

这是何等一个托付！这个托付说，我是要传福

音的,我的传福音是叫人看见神的,叫他们眼睛得开，

叫他们不再活在黑暗、撒但的权势里，而住在光明

里。也叫他们不在撒但的权下，归在神的主权之下。

还有，叫他们罪得赦免，不仅罪得赦免，又和所有

的基督徒一同来成为主的基业。你看好不好？保罗

有这个大的异象，这个异象来了，不仅改变他这个

人，也产生了他的托付。 

这托付也应该是我们的。我们没有这个大的异

象，但是我们都可以说：我们是可以叫人眼睛得开

的、叫人从黑暗归向光明的、叫我们的亲戚朋友们

从撒但权下归向神的，我们也愿意传福音给所有我

所知道的人、认识的人或不认识的人，叫他们都得

蒙赦罪，然后和一切成圣的人产生一个荣耀的教会。 

你有没有注意，这个异象的应许多好啊！你是

什么人？成圣的人。什么意思？你是圣洁的，像神

一样；神是圣洁的，你也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这

一班成圣的人，一同成为神的基业。这是保罗所看

见的，大的异象带进大的托付。 

2. 有的有微弱的异象，因着忠心地跟随主，就能

不断地得着启示，终结成明确的异象，如彼得 

这个异象能不能用在彼得身上？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过程又完全不一样。先是安得烈找着彼得了，

对他讲，我们遇见弥赛亚(这是旧约的词)了。然后

就带他去见耶稣，耶稣一见他的面，就告诉他，你

是西门，你要成为一块石头，或者一个特定的、有

价值的石头，你要成为一个磐石（参约一 40-42）。

你是彼得，你要成为 Cephas，Cephas 就是 Petros，在

旧约是 Cephas 这个字，在新约希腊文就用 Petros 这

个字，意思就是你要成为一个有价值的石头。 

彼得，如果像保罗那样，有异象有启示，就会

说：“你说什么啊？我只是打鱼的，我要成为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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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磐石怎么来啊？磐石价值在哪儿啊？”不，他接

受了，他有个很微弱的异象，有个人叫耶稣，这耶

稣能够讲出这么奇妙的话来，他能不能跟随呢？不

能。结果他走了。过了一段时间，主耶稣就到迦百

农去找他，先把他的岳母的病治好了，治好以后就

轰动了。轰动以后，好多人来听道，主耶稣就到彼

得的船上讲道给这些人听。众人散了以后，主耶稣

再告诉这些门徒们，你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去打鱼

吧。结果在主的主权里，打出了多少鱼！这个时候，

彼得就起来说：（你注意他跟保罗不一样，保罗是：

主啊，你要我作什么？）“主啊，请你走吧，离开

我，我是一个罪人。”（参路五 1-8） 

你有没有注意，同样的异象，是给保罗的，也是

给彼得的。保罗的反应是，我要传福音去；彼得的

反应，我什么都不能做，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主的回答也没有高深的道理。因为主耶稣知道他根

本不懂，主耶稣讲了一些最简单的话，“从今以后

你要得人了！”（路五 10）这个“得人”，就成为

控制彼得一生的异象了。他这一生就懂了：我没有

高深的道好讲，但是我要去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

来为着我的主，来为着我主的工作。 

他成为一个这样好的跟随者，有没有失败？有！

但是就是在他的失败里，他还是很坚持的：我是个

有异象的，我要主。所以，当他否认主、发咒起誓

说，我不认识耶稣的时候，还一边看耶稣。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这是我的主，我现在是在出卖祂，这

是我的主。在主的主权里，主也回头来看他，这两

个眼睛一碰，彼得就感觉，这下完了，主都知道。

他就出去痛哭了，他也不敢回来了。以后主耶稣复

活了，他也不敢跟使徒们在一起了。只有约翰陪着

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可他没有改变，他还是起来，

我有异象。在我的软弱里，我有异象。我刚强的时

候，我是在异象里；我软弱的时候，异象照样在这

里！我是个有异象的人，我要一生来跟随主！到后

来主这样使用他，末了他的见证，真是太美了！他

说，我看见祂的威容（彼后一 16）；或者说，我看

见在广大的荣光里，里面有一个荣形。那个荣耀者

就是我的主。我的主是荣耀的。祂的工作是荣耀的，

祂的见证是荣耀的，祂所在的范畴、范围是荣耀的！ 

彼得开始从一个很微弱的异象：你是西门，你

要成为矶法；然后，从此以后你要得人了；然后他

起来说，你是基督，活神的儿子；然后，主带他到

变化山上去。到这个时候，他都还没那么清楚，他

还不能讲基督是谁，他只能讲，这里太好了，摩西

太好了，以利亚太好了，主耶稣也太好了，三个太

好了，加在一起，搭三座棚吧！不！神立刻责备他

说，这是我的爱子，听我的爱子就够了。 

他再听见一些话，再得着异象，他能不能好好

走？还是不能。他跟你我一样：该溜就溜了，该不

聚会就不聚会了，该逃就逃了，该度假就度假了，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了。他没有这种“奢侈”的失败，

但他有他的失败：失败到否认主，失败到不敢接受

主复活的事实。结果呢，他成为主大用的一个仆人。 

弟兄姊妹们，他是从微弱的异象长出清楚的异

象，再长出荣耀的异象。所以到末了他说，我见过

祂的威容。或者是我在一个 view 里面，我不是看

见一个东西，我是看见了一个景观；这个景观完全

是荣耀的。在这个荣耀中，还有一个得荣者，就是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这一生的启示和异象是不断

地成长的，不断地显明的，这就是新约的原则。 

保罗的例证，我们只能说我们喜欢，我们愿意，

我愿意出去传福音，但是我们不能说，天会向我们

开了。彼得的例证我们都知道，我得救了，我知道

有主；我得救了，我知道我有价值；我得救了，我

就知道我可以爱主，但是我到哪儿去了？我溜去打

鱼去了。等我打鱼的时候，主还是会再来把我找回

去，叫我看见这是主。就算这是主了，还不够，我

还要看见我的不够，看见祂复活的荣耀；然后我要

被圣灵充满，起来给祂使用。 

末了的话太好了。一个平凡的人可以说出这些

话，我并不是没有 view。（你看见一个东西，你可

以 see something，但是你不一定 view something，view 

something 是高的，是从外到里、从里到外看得透透

的，而且是整体的，不是单个的事件）。我看见（view）

了一个大的荣耀，在荣耀里有一个荣形，满有荣光

的主。你要起来说，主啊，我愿意像彼得这样活在

异象的里面。 

3、也有因着一生跟随主，对基督产生了在异象和

启示里完全的认知，成为一个基督的见证人， 

还有一个人，就是约翰。他很特别，从开头就是

有异象的人，但是从来也没有说他有异象。他若从

来没有异象，他为什么跟着施洗约翰去呢？他若是

从来没有异象，为什么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

羊!”（约一 29）他就去跟随耶稣呢？他应该有异

象，他从来不记载，然后他就忠心地一生跟随主。 

如果你问我，怎样一个是最好的？我说主怜悯，

约翰是最好的。我连异象是什么我都不知道，但是

我爱主；我连异象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我愿意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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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地跟随主。众人可以弃绝主，我不弃绝主；众人

可以忘记主，我不忘记主；我愿意成为一个爱主的

人、有主的人、追求主的人，焦点关注在主身上的

人，我愿意成为一个完全以主为大的人，我愿意成

为一个让主在我身上作主的人。主若叫我传道，我

就传道；主若叫我照顾祂的母亲，我就去照顾祂的

母亲；主若叫我尽使徒的职分，我就起来；主若叫

我不是尽使徒的职分，只是照顾祂的家人，我愿意

把我那个职分暂时放在一边，来照顾祂的家人。 

他是这样的爱主！一个有异象的人要在爱主的

里面，才能有真实啊！他有异象，他自己也说不出

来，一直等到他年老了，再回到以弗所了。等他在

以弗所以后，那他的经历就太多了：他跟过施浸约

翰，跟过主耶稣，看过主耶稣，看见主耶稣的死，

看见耶路撒冷的复兴，也看见众教会的兴起，又带

着主耶稣的母亲到另外一个城去，甚至可能是回加

利利去，过一个非常平凡孤单的生活，就照顾主耶

稣的母亲，直到他的母亲死了，他后来到以弗所去。 

如约翰所见证的“太初有话”（约一 1）         

和“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的话”（约壹一 1） 

在以弗所，他开始写，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

的话，就是我们所听见过，所看见过，注视过，是

我用手摸过的那生命的话（参约壹一 1）。他没有

明确地说他的异象，但他见证他活出的时候，那个

异象是何等的清楚啊！ 

然后他说，太初有话，话就是神；话住在人的中

间，满有恩典、满有真理。然后我们见过祂的荣光，

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参约一 1-18）。他有看见！

但是对他来说，好像“异象”不是一个话题。我们

这些周讲异象、启示，我希望异象不是话题，我们

一见面就问，你有没有异象？有没有启示？不，应

该是你有没有基督？ 

到他写启示录的时候，他什么都清楚了，他先

说到教会：我看见了异象，我在异象中看教会的时

候，每个教会都是一个金灯台，在一个个的地方上。

（参启一 11，20）七个地方，七个金灯台；七个地

方，七个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有耶稣基督行走在他

们的中间。然后，他就描述主是怎样的一位主，如

何右手拿着七星，如何去宣告、见证，这是个大的

异象啊！我想所有关于教会、地方教会、教会生活

明确的描述，没有比这段更清楚的。他看见异象：

教会是怎样，应该怎样，会怎样。不仅这样，他也

看见神经纶的历史...；末了，他也看见新耶路撒冷。 

一个从来不讲异象的人，连他自己写的书信里，

他都不强调异象；对他来说，爱主是最单纯不过的，

我爱主就好了，我有主就好了，我跟随主就好了，

我愿意用我的一切来爱主。因为我这样爱主的时候，

就不断得着生命的传输；这生命的传输，就会叫我

成为一个有丰富异象的人。 

我们真是需要神的怜悯，我们要告诉主，我这

一生不夸异象，不说异象。但是当我老的时候，当

我跟随主末了的日子，我可以起来见证，你看我所

看见的多高、你看我所看见的多大、你看我所看见

的多属天、你看我所看见的多神圣、你看我所看见

的多满足神啊！他成为一个有异象构成的人。可是

在这个过程中，“异象”又不是话题。 

你要作保罗？还是作彼得？还是作约翰？我告

诉你，你需要有看见：像保罗这样有托付。你需要

成长，像彼得那样，从微弱的异象长出实际的异象，

长出属天的异象、荣耀的异象。 

但是你更要像约翰那样，“主啊，我愿意单纯

的爱你，当我这样爱你的时候，会叫我有一种属天

的、神圣的、生命的构成。我好像没有看见，却满

了看见。你今天如果叫我讲什么，我讲的就是生命

的道，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的话；我讲的就是神

永远的经纶。难道这不都启示吗？这不都是异象中

的话吗？但是对他来说，又都是非常自然的，我不

是要做什么，我很自然的把这些丰富说出来，讲出

来，流露出来。 

到末了，他可以告诉你，我真没有想到，主有这

么多的怜悯，我算什么呢？主竟然把地方教会的奥

秘启示给我，那七个城就是那七个教会。主耶稣是

如何的一位，行走在七个教会的中间。也把历世历

代神经营的秘诀、神经营的过程，都说出来。末了，

就是到新耶路撒冷，他也有异象。对他来说，不是

我看见的东西，而是我有那个东西。 

使徒彼得说，你谨慎，直到晨星在你里面长出

来。（彼后一 19）对约翰来说，我就是那个，我还

没有看见新耶路撒冷，但是我完全在那个实际里。

说到坐席，我是坐席的；说到义袍、礼服，我是有

礼服的；说到羔羊的婚娶，我是有份的。我里面太

清楚了，我说不出什么大的异象和明确的道理。但

是我这样的爱主，却叫异象不断在我身上加增，异

象中的启示，不断在我身上丰富，至终叫我能成为

一个与主是一的人。 

新约时代的异象和启示，就是在这样的原则里

构成，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求主祝福我们。（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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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指引 

一、彼此问，互相答： 

1、恩典时代神圣异象和启示的原则是什么？ 

2、保罗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这异象带进了托付，他的

托付是什么？ 

3、彼得开头的异象似乎是微弱的，为什么他至终也能有

那么高的看见？ 

4、约翰到底有没有异象？他的活出及他的书信所见证

的是什么？ 

 

二、彼此分享： 

1.哪些话，最触动你？ 

2.哪些话，让你转了观念？ 

3.哪些话，可以应用在生活中？ 

4.哪些话，你蒙了光照？ 

 

三、诗歌： 

1.生命诗歌 701 首（美 377）  爱的音乐  

2.生命诗歌 346 首（美 507） 我爱我爱我恩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