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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异象和启示 

第十篇 使徒彼得（之一） 
（未经讲者审阅，仅供复习使用） 

 

无论是旧约时代或新约时代，没有一个人跟随

主，可以离开异象和启示。在旧约的时候，是神的

灵临到以色列人。在新约的时候，是人接受了主耶

稣，因为人看见一个基本的异象：我需要一个救主，

我是一个罪人，我要主作我的救主，这个异象，就

叫他成为一个基督徒。 

引言（之二） 

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一个有基本异象的人 

大多的基督徒，你问他信主没有？信了；为什

么信主？我是罪人，我怕下地狱，我要上天堂。上

天堂这个真理够不够是另外一件事，但是至少说出

有个看见：我是个罪人，我需要这位主耶稣，也就

开始第一个甜美的祷告： “主啊，我是个罪人，求

你救我。”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异象。 

这个异象，就好像人生出来了，还需要有个长

的过程，让他都可以得着、尝到、显明那一生的丰

富。所以基督徒得救以后，大概都会有一个心：我

信主了，我需要祷告，我需要读经，我需要和基督

徒在一起，我需要聚会，我甚至也有感觉，我需要

去传福音。这些都是基本的异象。 

异象可以很微弱 

这个基本的异象可以很微弱。换句话说，我需

要祷告，不一定能祷告；我需要读经，不一定能读

经；我需要和弟兄姊妹在一起，不一定就和弟兄姊

妹在一起；我需要传福音，我也不一定能传福音。 

需要我们忠心爱主，                        

来得着异象的提升和扩大，有坚定的持守 

我们要忠心爱主，并且告诉主：“主啊，我有

你了，我爱你；我得着你了，我爱你；我看见你了，

我愿意知道你的丰富，我愿意知道你的爱何等的阔

长高深，我愿意知道你在我的身上有何等的价值。”

这些都是一生的追求。 

以欧洲为例 

异象是很特殊的。以欧洲为例。有的人从年轻

就听见伦敦、听见巴黎、听见罗马、听见雅典、听

见布达佩斯、听见维也纳…每一个城都满有吸引力。

有些人不仅听见、看见了，他还出一个代价去了，

这就叫做我看见了异象，我在异象里来跟随了。也

有的人看见了、知道了，什么也不做，永远待在家

里。就好像很多的基督徒，知道有这些丰富，却不

愿意出一个代价，不能出一个代价，看见这些丰富。 

出代价的人是有福的。不是讲伦敦，是有伦敦；

不是讲巴黎，是看见巴黎、经历巴黎、享受巴黎、

住在巴黎、住在法国人中间过。你若没有去过，你

只能讲讲，但是他不是你的。主耶稣是我们的看见，

是我们的异象，主啊，既然你这么好，你这么美，

你这么有价值，我就愿意出一切的代价来享受你。 

还有一些人，并没有看见这幅图画，他是到了

巴黎、到了罗马，然后就住在那儿了。住在那以后，

慢慢就懂了：原来有这样一个城，叫做巴黎；这个

巴黎这么好、这么美、这么罗曼蒂克、这么充满了

文化的气息。因为我来了、享受到了，也许我也就

开始旅行了，我就知道伦敦、知道罗马、知道雅典

了。你要稀奇，我从没看见一幅图画，但我都知道。 

有的基督徒要说，我一辈子谈不上什么大的异

象，但是，我爱主，我愿意像约翰那样爱主；我愿

意跟随主，我愿意像彼得那样的跟随主；我愿意忠

心，我愿意像保罗那样的忠心。因为我这样的忠心，

这样的跟随，这样的爱主，到末了我看见了一幅图

画，我看见了一个异象。有的人是看见异象产生跟

随，有的人是享受到跟随中的平安喜乐，而看见了

一个整体的异象。所以，你不要成为一个看见了异

象，却不肯出一个代价的人。你也不要像有些人，

我已经住在基督里了，主太好了，主太美了，却不

肯提升、扩张。 

异象和启示，在每个人身上都可能是两面：一

面是，我看见了，我愿意出一个代价来跟随。我认

定基督、我就是要基督、我跟随基督、我只要基督。

这个时候，整个人豪迈起来，我愿意出一切代价赢

得基督！这是我看见了。 

还有一种是：我在教会中，我开始爱主了；我

跟弟兄们在一起，我开始追求了。当我和弟兄姊妹

爱主、追求的时候，我越来越看见基督的价值。因

为对祂产生的爱，对教会生活产生的爱，叫我成为

一个竭力跟随主的人。末了，我也会看见一个异象。

所以异象可以是显现了，叫我们出来。还有一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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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爱主了，慢慢长进去。两个都是好的，但是，

你一定要有异象。 

异象和启示都是为着启示基督                  

以及祂所是与所做的各面 

异象一定带你看见基督，启示一定带你看见基

督。你有没有异象呢？要看你对基督有多少认识。

你有没有启示呢？要看你对基督有多少主观的取用。

异象是面，启示是点。我在异象里看见很多的启示，

我就看见了那个奇妙的主。 

祂是神，负我们一切的责任                     

祂是人，对我们完全的同情  

但是这个不是一个道理。你不仅要说，感谢主，

我爱主，我看见了，我要好好跟随主。你也要看见，

当我来爱主、要主的时候，第一，我看见祂是神了，

负我一切的责任；第二，我看见祂是人了，就与我

完全表同情。我也是人，我的软弱祂通通知道； 

祂有包罗万有的死，结束旧造一切的难处  

我也看见，祂那包罗万有的死，祂死在十字架

上，就结束了旧造一切的难处。祂不仅宝血洗净我

们的罪，也解决我们的难处，叫我们与祂同死。 

祂有大能里的复活，叫我们得力，竭力追求 

然后，祂在大能里的复活，叫我们可以竭力追

求。你有没有看见，这一位神负我们的责任，这一

位神与我们同行，这一位神解决我们旧造的难处，

这一位神叫我们在新造里追求。 

祂有升天的超越，祂不仅是天地的主，           

也生发出一个神圣属天的范畴 

末了，你要看见，祂有升天的超越。所以你看，

祂是神，祂是人，祂死了，祂复活了，祂升天了，

祂有升天的超越（腓二 8-9），叫祂不仅是天地的

主，也生发出一个神圣属天的范畴。 

祂不仅升天了，是天上的主，祂也成为一个神

圣奥秘的生命的范畴。叫我们这些人一得救以后，

就被带到天这个范畴里去了。所以保罗才说，祂叫

我们与祂一同复活，又和祂一同坐在诸天之上。（参

弗二 5-6）。 

这个范畴就是灵的范畴。我们在灵里，享受这

个范畴，叫我们可以生在其中，长在其中，活在其

中，行在其中，承受在其中，运作在其中，至终与

神是一在其中，也与神同行在其中。当我说异象把

我们带到基督了，不是一个理论的，是一个实际的

活出。 

揭示真理，带进真理的提升 

异象来了，是揭示真理，带进真理的提升。怎

么揭示真理呢？譬如说，我信主了，我有一个基本

的真理：我信了耶稣不下地狱。这是可宝的。但是

一个爱主的人，他要提升的。我不仅知道我不下地

狱，我还知道基督住在我里面；我还知道我可以爱

主；我可以爱圣经，我可以爱聚会，我可以爱弟兄

姊妹们，我可以和弟兄姊妹一同享受甜美的、有基

督的教会生活。就是这样，还是不够的，你还要更

提升。我要看见，我是与主同活的（参加二 20）。

不仅与主同活，我也是打那美好的仗的（提后四 7）。

然后我也是要来得公义的冠冕的（提后四 8）。 

使徒保罗说，我上了三层天，我也被提到乐园

里，我也听见奥秘的话语（参林后十二 2-4），我

看见的够多了，但是他说，我以前的不够，我还要

竭力追求，我要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我要丢弃万事看做粪土，为要赢得基督，...我要得

着天上的奖赏（参腓三 12，8,14）。他是一个在真

理上不断提升的人。我也提醒弟兄姊妹，不要一辈

子做一个平庸的、做礼拜的人，要被提升出来。我

不仅知道我得救了、可以爱主了；我还可以与主同

行，与主同活；我还可以取用基督的死，好活出复

活的新样；我还可以竭力追求，来赢得基督；我还

可以得着上面来给我的奖赏。我是何等的有福！ 

成为一个为神经纶争战的人                    

至终产生根据异象而有的存在和生活 

我的存在因为真理的提升就不一样了。本来我

是在世界里烧砖的，现在我把这些都丢了，我成了

跟随主的人。为什么呢？因为真理的提升。 

为什么你们爱主那么难吗？没有异象。为什么

你们走路这么难吗？缺少异象。没有真理，缺少异

象，民就放肆（参箴二九 18）。你缺少异象了，你

就放肆。你就做你自己的拣选。你的存在不是根据

异象而有的存在，是你自己拣选的存在。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神的怜悯，不仅

有基督，看见基督所做的，也有在真理上的提升，

叫我们活着越来越有价值。因为真理提升了，我们

凭着真理而活，存在和生活也自然就提升了。 

没有一个异象是为着异象的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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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象和启示都是要把我们带到基督那里去的 

有弟兄很喜欢夸：我看见了，我有异象了。凡

是说这话说多的人，你都懂他没有异象。为什么呢？

异象的本身成为他的控制了，而不是异象所带进的

基督成为他的真实了。异象要带进基督才有真实。 

真实的异象是启示基督，终结在基督身上 

我看见了与基督同死，我看见了与基督同活，

我看见了行走在基督里，我看见了基督是我的义，

这都是可以取用的。我看见了基督所有的一切都是

为着祂的儿女和祂的教会！这个时候，我整个的人

丰富起来，改变起来，我的存在就有了高的价值。

我不是用异象来讲篇道，我不仅仅是聚个会，我不

仅仅是看望，也不仅仅是带领，我的存在乃是与神

完全一致的。我所得的启示和异象，不终结在启示

异象上，乃是终结在我对于基督的取用上、享受上；

乃是终结在我对真理的提升上；乃是终结在我存在

和生活的价值上。我的生存，我的生活都被带到高

的价值和境地去。 

使徒彼得（之一） 

新约中神圣的异象和启示，在我们身上到底做

了些什么？主就把彼得做一个榜样给我们看，一个

基督徒该怎样地因着主工作的构成，叫他成为一个

满有异象和启示的人。 

一、主耶稣的问中之问：你们说我是谁？（太十六 15） 

人有很多的问题，你健康吗？你生病吗？你吃

的好吗？你休息的好不好？这些不能说不重要。但

是有一个问，你为什么活着？哇，那就是一个大的

问了。还有一个问，你存在的价值在哪？那是一个

大的问啊！那主耶稣的问中之问就比这些更厉害了，

主耶稣转过身，就问这些门徒，你们说我是谁？ 

他们跟随耶稣，天天享受主耶稣的供备，看见     

主耶稣人性美德的活出和各种行事的智慧和大能 

门徒跟着主耶稣，都很喜乐，都很满足；听见

主讲道，看见主行神迹，看见神在祂身上藉着祂而

有的工作，也看见祂在祂美德的活出里所产生的工

作。大家都觉得这种生活太好、太美了。我有某某

人讲道,我有某某的会所，我有弟兄姊妹真实的彼此

相爱，互相关心。这些好不好？ 

在这个时候，主耶稣问十二个门徒，你们说我

是谁？突然之间大家都懵了。你是谁呀？他们不是

天天讲耶稣吗？他们不是天天传耶稣吗？他们是奉

主的名到各处去传讲吗？也行神迹吗？但是当主来

问他，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突然每个人都好像没

有把握了。到底用什么话可以来回答祂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问中之问。所有的问题，没有

一个比这个更实在：你们说我是谁？ 

这问题是向着十二个使徒的 

我想主耶稣也会问你：“弟兄姊妹啊，你说我

是谁？”我看你们有些青年的弟兄姊妹蛮热心，蛮

爱主，都是很好的弟兄和姊妹。如果今天主耶稣也

来问你一下，你说我是谁，我想大多我们的回答：

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我爱的主。我没有你不行，你

各面祝福、保护我。你是带领我的主，我这一辈子

就交给你了。但是主说，可是你还是没有讲出我是

谁，你现在老讲我和你的关系，你能不能讲我是谁，

你们说我是谁。 

他们这十一个使徒，都是奉献的、跟随耶稣的，

就跟你们一样。他们天天享受主耶稣的供备，那就

比你们强多了。看见主耶稣人性美德活出，和各种

形式的智慧和大能。还有种生活比这个更好吗？但

是你知不知道，天天过这样的生活，会叫我不知不

觉，反而忘记了这个主到底是谁了。 

有的时候父母跟孩子讲，我是你的爸爸，或者

我是你的妈妈，孩子们有时候会感觉，你本来就是

爸爸，你讲这个干什么。他已经忘记了：是爸爸给

你吃饭；“是爸爸”给你吃饭。是爸爸给你住宿；

“是爸爸”给你住宿。是爸爸给你受教育；“是爸

爸”给你受教育；是爸爸保护你；“是爸爸”保护

你。你有没有注意这两个完全不一样啊？一个所着

重的，吃饭啊，穿衣啦，保护啦，受教育啦，还一

个所着重的，“是爸爸”！ 

基督徒的难处是这样哦，主啊，我感谢你，你

叫我有房子住、有车子开、有职业。但你有没有讲：

“主”给我房子。“主”给我职业。“主”给我车

子开。“主”！你把“主”这样强调的时候，突然

觉得不是房子的问题，不是车子的问题，不是职业

的问题，是基督的问题。你到底有主没主？ 

但主问他们时，他们却不能回答 

就像今天有些做长老的，还有全时间的，还有

带领教会的，还有同工们，（还有那些应该同工又

舍不得，还要去烧砖的，） 他们有主同在的喜乐，

工作中的享受，常常得着真理的喂养，却不知不觉

地活在一个高尚的宗教生活里，失去了基督。 

我现在问你，每件事你都敢问基督，是你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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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吗？每件事你都敢问主，这是你为大吗？这是

以你为中心吗？这是叫你满足的吗？你若真看见主，

看见基督，你会这样很自然地说，主啊，一切我只

求你的喜欢，叫你满足。 

大家都太快乐了：我的房子多好，我的车子多

好，我的教会生活多好，弟兄姊妹多爱我，我也多

爱弟兄姊妹。谢谢他们给我做这个、那个，我也感

谢主，我可以服事他们…，但是忘记了，是主！基

督才是这一切的中心!如果基督没有得高举，这还不

是能满足祂的。 

最叫人吃惊的是使徒约翰和安得烈 

他们在主耶稣受浸的时候，听见天上的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太三 17）安得烈而

且对彼得做见证，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就是遇见基

督了（约一 41）。但是他们所看见的异象，不知不

觉地变成一种生活的方式了。施洗约翰也告诉他们，

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约一 29）。他

们应该很清楚。他们只要回答一句话，你是神的儿

子。不知道为什么，连这个也讲不出来了。为什么？ 

所看见的异象，不知不觉地变成一种生活的方式了 

因为这三年他们太好了：有主的供备、有主的

带领，有主的祝福、也享受。所以不知不觉，都注

意在这些事上了：“又轮到我讲道了，又轮到我牧

养了，又轮到我看望弟兄了，又轮到我服侍了。我

们又可以追求了，我们又可以讲道给人听了”。弟

兄啊，主跑哪去了！主耶稣不见了。所以弟兄们，

我们要有神的怜悯！如果约翰和安得烈都可以忘记

主，那我们会如何？如果约翰和安得烈这么清楚地

听见天上的声音，也听见约翰的见证，甚至于安得

烈也起来作见证，我碰见弥赛亚了。结果却被这么

好的生活糟蹋了。你说什么样的生活？跟随耶稣的

生活啊！主耶稣在哪儿，他们也在哪儿！他们听主

耶稣讲道!他们看主耶稣行神迹!他们这个生活应该

是美到极点了。美到一个地步，他们把生活的中心

就是基督忘了！ 

主行神迹，为什么？主讲道，为什么？主做了

那么多的事，为什么？主这样喂养他们，照顾他们，

培育他们，为什么？这为什么不见了，只剩下这些

事了。你为什么聚会？你为什么听道？你为什么和

弟兄姊妹在一起？你为什么追求？你可不可以起来

讲，都是为着得着主耶稣基督。如果不是，而那些

事成为中心，你就失去了目标。所得着、看见的异

象，不知不觉的成为这生活的方式。 

他们对属灵的事物失去了初期的热切、豪迈和动力，失

去了认定，而过一个爱主、奉献却平淡、平凡的日子 

当他们跟随主的时候，就认定了。现在跟随主

三年多了，好像认定不认定已经不重要了，我就属

于这一个，我就在其中了。慢慢的，他们这么爱主，

主这样培育他们，他们却说不出主到底是谁了，这

真是一个可怕的事。 

中间有一个注，就是弥赛亚和基督。希伯来文

的“弥赛亚”就是希腊文的“基督”，意思就是“受

膏的”，如“弥赛亚”祭司（the priest the messiah），

就是受膏的祭司（the anointed priest，利四 3），“那

弥赛亚”是救世主，在旧约着重在人和神的和平；

“基督”是弥赛亚的同义词，是新约的用词，着重

在神经纶的成就。 

彼得在父神里的启示：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 

在这个时候，彼得在父神里得着了启示。彼得

回答了：主耶稣，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太十

六 16）！哇，这个宣告，不得了。 

彼得所有的经历和其他十一个使徒是一样的，

实际上他比他们还短一点，但是因着父神向他的启

示，他得了启示了，所有他所看见的，那是神的主

神圣的活出（他看见了，主所说的一切就是神所做

的），也听见那满有人性美德的主甜美的教训，还

有经历那是神人的主在智慧里所行各样的神迹。他

有太多的经历，听见太多，看见太多，但是就是这

时候，这些都成为一幅图画。这个图画就是神圣启

示所构成的异象。图画中的每个项目，都需要一个

神圣的启示，这个启示构成了，就有异象，异象的

终结就是基督自己：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 

感谢主，这幅图画一瞬间在他里面活了：不再

是个教训，是神经营中的基督；不再是个神迹，是

成就神工作的基督。祂的活出就是神自己的显明，

所以彼得见证，你是基督，活神的儿子！不是旧约

中以人为中心的弥赛亚，而是新约中以成就神永远

旨意为中心的基督。 

彼得的宣告见证他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所跟随的，

成了一幅图画，在他身上都活过来了 

跟随主最美妙的就是一幅图画。我年幼的时候

有一幅图画，这位爱我的主为我死了；我再长一点，

又一幅图画，这位爱我的主，不仅为我活着，而且

与我同活；我再长一点，又看见一幅图画，这位主

乃是要得着祂的教会。我告诉弟兄啊，这些图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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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在一起，成为一幅大的图画：你是那基督！那

独一的神的儿子！那活神的那儿子！哇，这个时候，

主耶稣满足了。 

弟兄啊，不要仅仅聚会，要告诉主，主啊，给

我启示和异象！不要活在口头禅里，我爱耶稣，爱

基督，而要取用基督！祂如何是我的救主！我不要

再仅仅地说，我得救了，我就不下地狱，而是说，

主啊，我得救了，我愿意成为一个得奖赏的你的仆

人！主啊，给我异象！给我启示！你祝福我！（韬） 

 

复习指引 

一、彼此问，互相答： 

1、你得救的时候所看见基本的异象是什么呢？这些年

来，你有没有持守、提升并扩大你所看见的异象？ 

2、信息中以欧洲为例来说明，圣徒看见异象有哪两种

途径？第一种需要我们怎样来配合？第二种我们要

避免的是什么？ 

3、举例说明，你所得着的异象和启示带你看见了基督

的哪一个方面？你是如何认识并取用的？ 

4、主耶稣的问中之问是什么？为什么约翰和安得烈没

能回答上来？从他们身上我们学到什么功课？为什

么彼得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彼得所看见的是什么？

我们从彼得身上又能学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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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北美 349） 哦，主耶稣，当你在地 

2.生命诗歌 292（北美 222） 求主带我上到高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