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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在异象和启示中成长 

第十一篇 使徒彼得（之二） 

——恩典时代异象和启示构成的榜样 

（未经讲者审阅，仅供复习使用） 

 

这段时间，我们都是讲到异象和启示，开头是有好

几个特别的例证，他们带进时代的转移；然后，我们说

到施洗约翰所看见的异象，他来见证基督；后来，我们

就说到基督自己来做异象的分赐者，祂给启示，祂给异

象，借着这异象和启示，祂来培养彼得、保罗、约翰。

彼得，保罗，和约翰，他们是三条路，这三条路在我们

身上都是必须的，而且都是有价值的。 

一、 彼得所得的异象和启示是在活过来的原

则里的，一切都在父所赐的异象和启示里

成为活的了： 

现在，我们继续来讲使徒彼得，异象和启示在他身

上的构成。彼得起来见证说，“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

（太十六16。）为什么？因为在那一瞬间，天上的父把异

象和启示给了他，叫他整个人向着这一切都活了过来。

对彼得，所有的异象和启示是在活过来的原则里，一切

都是在父神赐的异象和启示里，成为活的了。活过来，

是个很特别的词。保罗说到，我们原来是死在过犯和罪

恶之中，祂叫我们活过来。（弗二1、5。）意思是，我们

知道有罪，我们也知道我们是罪人，但是祂不定罪我们。

我们是死的。有一天我们活过来了，我们就懂了，我们

不能在罪中，我们要从罪里出来。祂叫我们活过来，不

仅叫我们活过来，又叫我们与祂一同复活，一同坐在诸

天之上，来显明各样的恩典。（弗二6-7。） 

不仅这样，在歌罗西祂也说，祂叫我们活过来，我

们就脱离了律法的字句，脱离了规条，脱离了宗教的事

务。（西二13-14。）所以，活过来，根据保罗，是两个大

的东西：一个是我们的所是，堕落的所是，向着我们要

活过来；一个是在宗教里的所是，向着我们也得活过来。

我们对很多事是知道又不知道，是明白又不明白。我们

可以背诵、享受、取用、也告诉别人，但是自己里面还

是会觉得很空。为什么？我不够有这个真实。为什么不

够有真实？因为缺少活过来。这里说到，彼得得着了从

父神来的异象和启示，这个异象和启示来了之后，他向

着一切的事活过来了。本来只是知道，但它对我们不是

真实的；本来只是明白，但是对我们不是真实的；本来

我们也谈它、也说它、也彼此交通到它，但对我们不真

实。有一天，这些都活过来了，怎么活过来？我得着了

一个启示，我看见了一个异象，在异象和启示里，我所

得着的东西突然活了。 

1、对基督的认识活过来了 

在这里，至少有五项是你要活过来的。第一，对基

督的认识活过来了。我们不都是基督徒吗？既然是基督

徒，我们当然都认识基督，我们都有基督，但是不知道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基督很遥远，我们会觉得基督不够

实际。我们会觉得基督是我们追求的对象，我们会觉得

我们要爱基督，但是又无从着手。直到有一天，基督向

你活过来了，成为你的异象了，也产生了许多的启示了。

比如说，得救是你得着的第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是什么？

主耶稣是救主，祂为我死，祂为我活。我是一个罪人，

我需要悔改，我需要接受主耶稣做我的救主。这个时候，

主耶稣就是活过来的。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有谁不是这

样作见证，我觉得主耶稣真活，我觉得主耶稣真好，我

觉得主耶稣真可爱，我愿意一生爱主耶稣，我愿意一生

追求主耶稣。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慢慢的，那种热切、

那种向着主丰富的情操、奉献，就消失了。为什么？因

为平淡了，不再是活过来了。 

父神把异象和启示给你，是叫你向着祂活过来。我

看见基督了；我知道基督了；我认识基督了；我摸着基

督了，这位基督太好了。这个时候你有个感觉，我不是

有一个信仰中的主，我是有个活活的基督与我同在，我

是有个活活的基督住在我的里面，这个活活的基督住在

我里面就成为我一生的规范了。我可以活基督，我可以

根据基督活着，我可以把基督活出来，我可以在基督里

活，我可以有基督就活，我可以因着基督活，我可以因

着我有这么多的基督，我就活得好好的，为什么？基督

是活过来的，不是道理，不是追求，不是说法，是一个

活活的基督在你身上产生了感应了，这就是一个启示。 

弟兄们，你们都爱主，但是你的主对你到底是活的，

还是就是一个主而已？祂是活的，就说出，祂像亲人一

样，祂像父母一样，祂像家人一样。你会感觉，祂何等

亲，何等可宝，何等有价值，何等可以占有你。甚至，

你可以说，我愿意为主而活，我愿意为有主而活，我愿

意为根据主而活，我愿意为享受主而活，我愿意为得着

主而活，我愿意为追求主而活，我原意为让主在我身上

不断地加增、不断地活泼的活出来，而过一个健康的生

活。所有跟随主的人，若是得着了异象和启示了，第一，

一定是基督活过来了。这个活过来，会叫你奉献，会叫

你跟随，会叫你乐意把一切都给主。 

2、对自己的看见活过来了 

不仅这样，你对自己的看见活也过来了。你开始认

识，我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可以跟任何人都讲，

我是个罪人；我们也作见证，我是一个堕落的人；甚至

有弟兄姊妹跟人讲，你都不知道我犯过多少罪，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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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罪我都犯过了。但是，我是个罪人是一个认知，我是

个罪人是一个启示、异象，是不一样的。如果我在异象

和启示里看见我是个罪人，我就定罪这个罪，我不称义

这个罪，我不敢夸耀罪，我只觉得羞愧，我会觉得像我

这样的人竟然能来服事主？像我这样的人竟然能跟随主？

像我这样的人竟然以主为大？像我这样的人竟然可以在

主的国度里、主的工作里、主的权益里有份？我就会有

种说不出的感觉：主啊，何等的怜悯啊！我不敢说自己，

我不敢夸自己，甚至我都不敢爱自己。为什么？因为我

知道我不行，我不敢对自己有自怜，我不敢对自己有自

傲，我不敢对自己有自尊。当你真看见你自己的时候，

你会看见自己的无用：我是好人没价值，我是坏人同样

没价值。我是谁？我不过就是我，是在神的怜悯里活着

的。所以，你不仅要看见基督，你还要看见你。你要告

诉主，主啊，我不求改良自己，我改不了，我也不愿意

改，改不了的我叫我沮丧，改得了的我叫我骄傲。我什

么都不愿意，我根本不愿意关心我自己，我只愿意告诉

你，主啊，像我这样一个人，蒙了你的恩典，我应该投

身在你的里面。我所要的是你，我所跟随的是你，我所

见证的是你。这个时候，你对自己的认识活过来了。 

3、向着主耶稣的教训活过来了 

不仅这样，你对主耶稣的教训的话活过来了。主耶

稣讲了很多，主耶稣讲的话你也许会背，你也享受主的

话，你也会讲主的话，但是，你知不知道，有一种教训

它对你是活过来的，它铭刻到你身上去了，成为你的一

部分了。教训向着我活过来了，就控制我的人生了，叫

我愿意只单单纯纯的根据主所教训的，好好的活在主的

面前，活在主的里面。 

4、向着主耶稣的宣告活过来了 

不仅这样，向着主的宣告也活过来了。我们都容易

讲，主耶稣宣告了，我是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弟兄们，

有多少圣徒里面会因着这些宣告而活过来，然后就产生

了说不出的满足和喜乐了？若真是这样，你会说，我真

是欢喜，为什么？我看见了。看见什么？我的主就是灵，

我的主就是生命，我的主就是光，我的主就是生命的粮，

我的主就是生命的水，我的主是一切，真是包罗一切！

这个时候，祂的宣告，就不再是一句话，就成为你的见

证了：我活着太好了，因为我得救了，是灵的主进到我

里面了；因为我得救了，生命的粮进到我里面了；因为

我得救了，生命的水进到我里面了；因为我得救了，生

命的话进到我里面了。 

主一次次所宣告的，都是我们愿意讲的，也是我们

常常讲的，但是对我们不一定是真实的。什么时候是真

实的？有异象，有启示。当异象和启示给我们摸着真实

的时候，主耶稣的教训实在了，主耶稣的宣告实在了。

一切都活过来了！ 

5、向着主在智慧和大能里所行的一切活过来了 

不仅这样，向着主在智慧和大能里所行的一切活过

来了。主医治一个病人，是一个故事。我们不太懂这里

面所包含的智慧。主的智慧和主运作的大能，活过来以

后，这不再是个故事，这个故事成为我的取用了。故事

的人物就是我，主耶稣所做的就是救我、医治我、祝福

我、让我被祂得着，成为一个跟随祂的人。 

我们要活过来，向着基督要活过来，不要一个死基

督，要一个活活的基督；向着自己活过来，不要自卑，

不要自尊，不要自怜，不要自爱，不要自夸，都不要了，

因为我就是这样，我完全是在神的怜悯里成为与主同死

同活的人；向着主的教训活过来了，向着主的宣告活过

来了，主在祂的智慧和大能里所行那一切的神迹在我身

上也都活过来了。 

6、“活过来”是有异象和启示的明证 

这个时候你要说，活过来是有异象和启示的明证。

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异像？到底你有没有异象？

证明在哪里？基督对你活不活？你自己看见深不深？主

耶稣的教训能不能影响你？主耶稣的宣告能不能成为你

自己的宣告？主耶稣在祂智慧和能力的工作和你有没有

关系？如果这些都可以连起来，就说出，你是一个活过

来的人！如果没有这个，你还是在宗教里，你还需要异

像，需要启示。 

二、 彼得—对基督的认识活过来了 

第一，对基督的的认识活过来了。彼得一定听过这

个故事：主耶稣受浸了，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太三17。）他里面很清楚，既然神宣告了，

我们就应该说，主啊，如果神这么爱你，我也愿意这么

爱你；如果神宣告你独特的地位，我也愿意给你独特的

地位；如果你和神是生命的关系，我也愿意和你有生命

的关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信耶稣了，聚会了，

做礼拜了，跟随主了，也跟弟兄姊妹有交通了，不知不

觉产生了一个基督徒的社交生活了，甚至于在这个社交

生活里成为带领者，就是做长老、全职服事者了。基督，

活泼度不够了；基督，显明度不够了；基督，做主做王

的地位不够了。这时，你需要有异像和启示。异象和启

示来了，你所听见的基督、你所知道的基督，突然又变

得更真实了。主啊，原来你这么好，我这么多年讲你这

么好，现在我是真的享受到你是这么好。如果有一天你

也起来讲了，主耶稣，谢谢你，你这么好；主耶稣，谢

谢你，你这么宝贝，这个时候，基督对你就活过来了。

人再告诉你，发财吧，你会说，不，基督太好了；升官

吧，不，基督太好了；找个好职业吧，不，基督太好了。

不是不发财，不是不升官，不是没有好职业，而是基督

太好了。任何东西损害我和基督的关系，夺取我向着基

督的跟随，我都不要，我愿意好好活在启示的基督里面，

这样的人生多有福啊！ 

三、 彼得—对自己的看见活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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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第一次见主耶稣，主耶稣就讲了，你是约翰的

儿子西门，你要成为矶法。（约一42。）这个话，约翰和

安德烈他们也都听到了，那时，彼得里面对这个话还没

有活过来。在人的感觉里，没有一个名字比约翰的儿子

西门更好。约翰是什么意思？蒙恩者，我是在恩典里的

儿子。西门是什么意思？听从者，我不仅是有恩典，我

也顺从；我不仅有恩典，我也听从。那个时候，在以色

列人中间有几个人可以讲，我完全在恩典里，我是恩典

的儿子？不仅这样，我是完全顺从的，我是约翰的儿子

西门。弟兄们，今天恐怕连你们做梦的时候都愿意做这

个梦：主啊！但愿我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主耶稣会讲，

不要！Wake up！（醒过来），不要做约翰的儿子西门而

已！你要成为矶法，你要成为那一个独特的石头。今天

好多弟兄是西门，却不是矶法：因为是西门，他们爱主；

因为是西门，他们在恩典里；因为是西门，他们顺从，

但是他们缺少像磐石那样的稳重。有一天，有个职业来

了，他就走了；有一天，有个机会来啦，他就走了；有

一天，婚姻来了，他就走了；有一天，某种特殊情形来

了，他就变了。比如说，我住在克利夫兰时，我很爱主，

当有一天大家都往旧金山跑时，主耶稣大概就不见了。

搬去旧金山不是罪，大家都去旧金山，那就表示是是个

潮流。潮流！就是没有主的！我接受一个带领去旧金山，

是有主的，我跟着潮流去，那就是没有主的，这时候你

是什么？你不是矶法。你曾经是西门，你搬到旧金山以

后还是西门，还在恩典里，还是听从。但是，要建造教

会了，为着神的旨意了，你摆不上，因为什么？你不是

矶法。你不是那一块石头，在神眼中有价值的石头。 

弟兄啊，这时候彼得突然对自己的看见活过来了，

不仅是罪的问题了，不仅是好坏的问题了，你知道我的

价值有多高吗？我是那一块石头！你要问我了，你爱不

爱主？我在恩典里；你跟不跟随？我听从的！我是在恩

典里，我是听从的，我是恩典的儿子，而且是听从的、

跟随的、恩典的儿子。不能更好了吧？但是，这时他有

一个启示，不！不光是跟随，不光是奉献，而是成为神

手里有用的一块磐石！这块石头在神的建造里、在神的

工作里、在神的教会里价值是高的！所以他这个时候的

认识完全不一样了：我得了启示了，我有异象和启示了，

对我自己，我不只应该是西门。做约翰的儿子西门应该

是个福气，但是陶醉在其中：我是好弟兄，我聚会都祷

告；我是好弟兄，我常常传福音；我是好弟兄，我热切

爱主……，仅仅是这样，就缺少了天上的启示了。天上

的启示来了！你会起来说，主啊！我要做矶法（矶法是

亚兰文，意思就是石头。），是那一个特殊的石头！我要

成为一块特殊的石头，在神的经营里有份！ 

四、 彼得—向着主耶稣的教训活过来了（太

五、六） 

主耶稣教训中最可宝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登山宝训。

我最喜欢那一句，清心的人有福了，他必得见神。弟兄

姊妹，你一定要完全干净，你一定要以神为中心、为目

标。以前他也听过这一句话，可是不一定有启示。有启

示有异象以后，他就发觉，不，主耶稣没有从清心开始，

他从哪里开始的？他从灵里贫穷开始的。灵里贫穷的人

有福。然后，因为你灵里贫穷，你知道你一无所有，一

无所能，一无所夸，一无所倚，灵里贫穷就叫你哀恸。

你有没有注意？不是一句话而已，是一个经历。主要我

成为清心的人，从哪开始？从灵里贫困开始，灵里贫穷

带进哀恸，因为你有哀恸，就会带进下一个—温柔。如

果你看见你是怎样一个人，你还敢骂人吗？还敢说东说

西吗？还敢自夸吗？你就变成很温柔的：都好，有主就

好，有主的带领就好，有对主的祝福就好；弟兄，我了

解你的处境，我了解你的软弱，我了解你的缺欠，我爱

你。这是温柔的人。他不仅是灵里贫穷的，他是哀恸的，

他是温柔的，这个温柔就叫他饥渴慕义：主啊，我需要

更好，我需要更高，叫我更爱你，叫我更有你，叫我更

与你表同情，叫我更与你一致。这时候你就发觉，你不

仅是个饥渴慕义的人，也是个怜恤人的人：我愿意和你

在一起一同爱主，我愿意和你在一起一同追求。以前，

对彼得而言，清心的人必得见神，我要看见，我要见神！

现在他就懂，哪那么简单？这个教训告诉他，从哪开始？

从灵里贫穷开始，一步步走下来。 

另外，在纯洁上，主耶稣的教训说到，你要有好的

道德生活，凡看着妇女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

奸淫了。（参太五28）你要有个道德生活，不仅没有行为，

连心中的动机都没有。然后，祂也说到以主为大的生活。

主耶稣的教训很清楚，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

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

上。这里基本上是在说，愿主为大，在一切事上愿主为

大。 

然后，说到丢弃世界，要积攒财宝在天上。现在他

懂了，地上的事物不是他要的。主的教训向着他这个人

开了，怎么能够单纯地爱主，道德生活应该是怎样的情

形，过一个以主为大的生活，也要丢弃世界，这些教训

对他来说不再是一些道理，而是成为启示了。 

五、 彼得—向着主的宣告活过来了 

主的宣告的确是丰富实际，这些话只有神的儿子基

督才能说，别人说不出来的。祂怎么说？从灵生的就是

灵。（约三6。）这句话我们听了很多遍了。我们不是也不

断地讲，要有灵，要有灵吗！但是，谁懂灵？谁知道灵？

谁享受灵？谁摸着灵？谁的灵刚强？谁的灵释放？谁的

灵是有主的同在？谁的灵可以把主见证出来？这时候，

他懂了，我彼得，现在跟随这位耶稣，一切都是灵的事！

不是我是个多好的仆人，而是我要成为一个有灵、也能

帮助人有灵的人，因为从灵生的才是灵，肉体是没有益

处的！（约六63。） 

不仅这样，还有一个宣告，拜祂的，要用灵和真拜

祂。（约四24。）现在他懂了，我不仅有灵，还有一个真，

灵是神圣所是的运作，真是运作里面的自我。我有灵，

在灵里运作的时候，我是真的，我是真实的，真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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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狡猾，没有诡诈，没有花样，没有其他的动机，没

有其他的方法，我所要的就是真真实实的有主自己。所

以，拜他的要用灵和真拜他。彼得这个时候看见，这是

何等美的一个图画，向着我全真的神，要叫我全真的来

跟随他，简直是太美了。 

不仅这样，主耶稣宣告了，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

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约六35。）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

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参约七37-38。）意思就是，我是生

命的水，我是生命的粮。又说，我也是世界的光（参约

八32。） 

这里一共有五个点，你注意这个次序。第一，跟随

主完全是灵的事，彼得在启示里看见了，无论我多热心，

多爱主，多为主做工，主说不够，必需有灵，有灵才能

有真，灵来了叫我有真，就可以真实的和神有健康的关

系。这个时候，我所有一切需要的，祂都成为真实了，

所以祂是我的粮，祂是我的水，祂是我的光，祂是生命

的粮，生命的水，生命的光，叫我可以满足，不干渴，

而且可以健康的行走，我跟随他，就不在黑暗里了。我

讲了这么多点，是一幅图画，并不是主来告诉你，第一

点，第二点，第三点，而是有幅图画，突然出来了，在

这个图画里，他看见主了，他看见他自己了，也看见他

的托付了，他看见主的教训了，他也看见主的宣告了。

如果这个图画构成的根基就是基督自己，在基督里，这

些东西都出来了。我不能描述那个美妙的时刻，当父神

把主耶稣基督启示给彼得的时候，那一个大的、从天上

来的图画，一下显出来了。这个图画，非常的丰富，丰

富到什么地步呢？丰富到，基督是如何，你的托付是如

何，主怎么教训你，主怎么向你宣告，主也告诉你你怎

么来跟随祂……。我们的主永远不做零售，今天告诉你，

我是你的粮,明天告诉你，我是你的光。不，主耶稣来了，

祂就是粮；主耶稣来了，祂就是光；主耶稣来了，祂就

是水；主耶稣来了，就带进真实；主耶稣来了，灵中就

喜乐。不仅这样，主耶稣来了，就叫我灵里贫穷，至终

叫我成为一个清心的人。这一切啊，都在这幅图画里。 

六、 彼得—向着主在智慧里所行的一切活过

来了 

彼得不是天天跟随主吗？跟随主应该很罗曼蒂克的，

你永远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也许今天出去，碰见大

麻风的，治了；也许今天出去，碰见瘫痪的，治了；也

许今天出去，碰见一个什么，主又行了神迹了。今天我

对你们讲，你们也会讲，我的主真好。我本来有病，主

医治我了，我的主真好；我本来软弱，主加我力了，我

的主真好；主给我买了一个房子，给我找个职业，给我

一个好的车子，我的主太好了；主给我这么好一个妻子，

给我两个这么好的儿女，主真好。这些都是对的，但是

这些祝福的本身不会叫主得着你，你不会因为主给你一

个房子你把自己奉献给主吧？你也不会因为主给你一个

妻子你把自己奉献给主吧？如果你可以的话，那全世界

就没有不奉献的人了。这都是一个个事情，但是现在主

告诉你，彼得得着一个启示，不是那件事而已，而是那

件事里后面所显出的主的智慧和大能。 

我的主太好了。我跟随主60多年，我很难跟主算小

账：主啊，哪一年你怎么祝福了，哪一年你怎么带领我

了，你现在给我什么啊？我都是跟主算总账，我会说，

主啊，我跟随你60多年了，我看见了，60多年的基督，

60多年的托付，60多年的教训，60多年的宣告，末了是

60多年你在智慧和能力里那个大的工作和带领。我里面

的那个看见太好了，太美了，太有价值了，太高了，我

的人生是不一样的，我的人生是活在一副图画里的，这

一副图画是异象和启示的图画，一点一点太丰富了。 

在这个时候，你就会说，主啊，我看见你的智慧和

你的大能了，你洁净大麻风，医治瘫痪病，然后医治热

病，医治血漏的女人，医治两个瞎子，末了赶出哑巴鬼。

从外面看，是一个个例证，我哪一年考取大学了，我哪

一年到了美国了，或者进了一个好的大学了，我哪一年

做了什么了……，不，不是这样，它应该是整体的一幅

图画。这图画，你们大多弟兄都还在画的过程中，但是

主已经给你看见图画了，一步一步，一点一点，会有个

总和。我信主六十七年，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就是

这幅图画！ 

现在我懂了，主不做零售，祂做什么都是整体的。

祂给你看见这幅图画，在这幅图画里祂告诉你，你是谁

啊？你长大麻风，你的病是从里面出来的，你的不洁净

不是外面的，从里面就是烂的，有一天会烂到外面来，

但是外面看好像又没事，你是长大麻风的。 

第二，你是瘫痪的。弟兄，你是不是瘫痪的？要不

要爱主？要；要不要跟随主？要；要不要奉献？要；要

不要不顾一切？要；要不要为主活着？要。能不能？不

能。为什么？瘫痪了。当主耶稣医治那个38年的瘫子的

时候，你要知道，38年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的时候，

这38年的瘫子得医治了，彼得会有一个感觉，整个的以

色列，在旷野是38年，这么多年所建立的犹太教，原则

上来说，就是一个瘫子宗教，我们这些人也都是瘫子。

要不要服事主？想；要不要爱主？想，但是我怎么办？

你看我有妻子，你看我有孩子，你看我有……。有多少

人可以说，主啊，你是医治瘫痪的。起来！拿着你的褥

子走。是什么意思？拿着你的家庭走，拿着你的事业走，

拿着你的前途走！不要叫前途带领你，你来带领前途！

不要叫事业带领你！你来带领事业！拿着你的褥子走。

所有捆绑你的，叫你瘫痪的都起来！成为你可以拿起来

跟随主的！ 

你不仅是瘫痪的，还会发热病跑来跑去。有时候我

们不是热心吗？热心就要传福音，热心就要爱主，所以

意见就一大堆，教会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我们要这样，

我们要那样。弟兄，这就是热病！主耶稣需要来摸一摸，

把你的热退了，叫你好好有主。 

不仅这样，我们也是血漏的，你看可怕不可怕？我

们的所是是长大麻风的，我们在跟随主的途径上是瘫痪



 5 

的或者发热病的，或者无能，或者过热，但是这些还不

可怕，可怕就是聚会回去就漏掉了，听一篇信息回去就

漏掉了，追求以后回去就漏掉了，得着丰富回去就漏掉

了，我们是有血漏的啊！主要医治我们！为什么我们这

么多年爱主长不好？血漏！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没有办

法好好跟随主？血漏！ 

末了，还说到我们也不清楚方向，我们是瞎子。那

两个瞎子：主啊！可怜我们吧！我看不见，我怎么走？

主要来医治我们，叫我们可以跟随主。 

不仅这样，尤其可怕！我们还都是哑巴。这些例证，

一下就像一幅图画一样都来在一起了，一个个基督徒都

出来了。我是这样一个人哪！我再也没有想到我是这样

一个人，我是长大麻风的，我是瘫痪的，我是患热病的，

我是血漏的，我是瞎子！我还是哑巴，我们没有办法为

主作见证，我们没有办法起来宣告耶稣的得胜！ 

弟兄们，启示来了，你就看见，这一切都得医治了。

主啊！我可以从这一切里出来。所以，在这个哑巴鬼以

后，就有了呼召。末了彼得说，主就呼召我做使徒，叫

我开始一个全新的、属天的、为主劳苦、为着国度争战

的生活。本来你是谁？大麻风！本来你是谁？瘫子！本

来你是谁？患热病的！本来你是谁？血漏的！本来你是

谁？瞎子！本来你是谁？哑巴！你能跟随主吗？你有可

能吗？但是，现在你要说， 主啊，都得医治了！我喜乐，

都得医治了。感谢赞美主，都得医治了。当你这样呼喊

都得医治的时候，弟兄啊，你要说，主啊，我是一个你

所差派的人。什么叫使徒？打发出去的。我是一个你可

以打发出去的人。为什么你可以被打发出去？我告诉你

啊，我看见基督了！我看见我的托付了！我看见主的教

训了！我看见主的宣告了！我也看见主在他智慧和能力

里所做的一切了！我有这幅图画！一切都太好了！我要

成为一个服事主的人。 

七、 彼得在一个整体的异象里的宣告 

所以，彼得能豪迈地宣告说，你是那基督！是那活

神的那儿子！为什么这三个那都是“the”，意思是独一

的，只有你是基督。宇宙中只有一位活神，而那一位活

神，只有一个儿子，那一个儿子就是那基督！你是那基

督，是那活神的那儿子！在神圣的启示里，在彼得得着

启示那一瞬间，他所看见的、听见的、经过的，向着他

都不再是一个教训、一个故事，而是一幅整体的图画，

活过来啦！是一个整体的活过来的启示！所以，启示，

不是给你看见一个东西，而是看见一个大的东西。这个

大的东西叫你觉得，我何等喜乐，我可以在其中，我何

等喜乐，我有份于其中。主啊，没有一件事比爱你跟随

你更好！ 

一个整体的活过来的启示，这启示的总和成为异象！

我听见的教训是个启示，我听见的宣告是个启示，我看

见的主行的很多神迹也是一个启示。什么叫异象？这些

启示，都加起来，就成为一幅完美的图画了，就是一个

异象。在我这一生，有无数的启示，各面的启示，产生

了一个整体的异象。这一个整体的异象，叫他起来见证，

你是那基督，是那活神的那儿子！这也叫主起来见证，

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

乃是我天上的父启示你的！（太十六17。） 

弟兄们，喜乐不喜乐？我们要告诉主，主啊， 不要

叫我平淡、平凡，所有的宣告都是我的，所有的教训都

是我的，我是有托付的，我看见我的所是，就像你在智

慧和大能里所医治的一样，我就是那班人，但是你医治

了他们，你照样可以医治我，叫我成为一个在异象和启

示里跟随你的人。我们要起来说，哈利路亚！赞美神，

父神乐意把这个启示给我们。我们要起来说，主啊，你

是那基督！是那活神的那儿子！（韬） 

 

 

 

 

复习指引 

 

一、 彼此问，互相答： 

 

1、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什么是活过来的原则？ 

2、请详述，彼得这一生是如何在异象和启示中活过来

的？ 

3、今天，在教会生活中，我们是如何在异象和启示中

活过来的？ 

4、如何认识，我们的一生，应当是活在神给我们看

见的一幅整体的图画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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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首    奇妙的乐章 

2.生命诗歌 440 首  哦，主耶稣，当你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