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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异象和启示 

第十三篇 使徒彼得(之四) —— 基督的启示(之一) 

（未经讲者审阅，仅供复习使用） 
 

活的人！活的宣告！ 

基督徒听见很多、知道很多、谈论很多、教导很

多、甚至于追求很多。但是，一不小心这些就变成

知识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活过来。弟兄姐妹们！

你需要活过来！父神给彼得启示以后，他活过来了：

他对主的认识活过来了、他对自己的看见活过来了、

他向着主的教训活过来了、向着主的宣告活过来了、

向着主在智慧和大能里的作为活过来了，他整个人

就成为一个活的人。 

所以，他做了一个活的宣告：“你是那基督，是

那活神的那儿子！” 这个时候，主耶稣是喜乐的跳

着、跳跃起来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

为什么？你活了！这不是人指示你的，是天上的父

启示给你的！”  

基督的启示 

一、“我还(要)”和“我要” 

祂马上又说：“我还要告诉你。我要把我的教

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里有两个重要的词，一个

是“我还要”，一个是“我要”。 

难道父神给你启示，这还不够吗？主耶稣马上

加一句“我还要”。这个说出：不够！父神给你看

见的还不够。光知道基督不够！要知道基督的见证；

光知道基督不够！要认识基督的教会；光知道基督

不够！要看见基督的经纶；光知道基督不够！要看

见基督祂的存在、运作、工作、祂的永远性，最有

价值的在什么地方？所以主就起来说：“我还要”。

你有了父的启示，还要有基督的启示。 

祂接着说：“我要”。换句话说，有一件事我坚

持，我一定要把我的教会建造起来，我要把我的教

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意思就是：天可以改，地可以

废，一切事物都可以改，我所要的不会改。人成功

了，我要；人失败了，我要；以色列得胜了，我要；

以色列失败了，我也要。连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得

救了、爱主了、跟随主了，主说：“我要！”。有

的时候我们跟不上了，我们告诉主：“对不起，我

还有我的世界、前途。”主还是回答一句：“不管

你的情形如何，我告诉你，我要！”哇，这个“我

要”太好了！ 

和基督的“我要”配起来 

如果你讲：“主啊，你要的，就是我要的！我和

你‘一同要’！”你想你的价值多高啊！不是谁叫

你得什么，也不是谁叫你追求什么，而是你看见这

位永活的神，这位基督自己，祂在做一个宇宙的大

工程。在这个宇宙的大工程中，祂说：“我要”。

我们就说：“我们和你一同要。”弟兄们，天下没

有一件事比这个更高、更有价值、更有福了。 

二、我的教会 

基督所要的是得着像磐石一样的石头们来建造祂

的教会，建造的教会又完全是属于祂，而不是属

于任何特殊的石头的 

祂说：“我要把我的教会。”今天有好多基督徒

的宗派，有好多基督徒的组织，有好多基督徒的归

属；有人说我们是属于某个人的会，有人说我们是

属于某一个实行的会，有人说我是属于某一个组织

的会；有人说我是属于某一个架构的会。 

但是，主耶稣开头就讲得很清楚了：“你们会有

好多人起来爱我、跟随我，好多人起来宣告我是主。

你要注意，当你服侍我、跟随我、追求我、愿意好

好来作神儿女、为主作见证的时候，你要记住，教

会不是你的，教会是我的；教会不是一个人的，教

会是我的；教会不是一个教训的，教会是我的；教

会不是一个实行的，教会是我的；教会不是一种组

织，教会是我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哇！这个

太甜美了！ 

如果属于人的，会变；属于组织的，会死；属于

实行的，到后来会疲惫。但是，教会是属于基督、

永活的基督、永远的基督、属天的基督、满带生命

活力的基督，不断新鲜、永远常新、常青的基督。

祂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说

出什么？这说出教会和基督是同等的。基督要得着

的是教会，教会能存在、能作见证、能发光、能发

亮，是根据于基督。 

三、教会  

教会到底是什么？有人讲教会是个礼拜堂？不

是。教会是个学校？不是。教会是个慈善机构？不

是。教会是做好事的地方？不是。教会是劝人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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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不是。教会是叫很多人没有地方走了，可

以到里面去坐一会儿、休息一会儿？不是。 

（一）教会 —— ekklesia 是由以下三部分组

成: 

教会希腊文是 ekklesia，可以把它分做三段，

一个是 ek，一个是 Kaleo，还有一个是 Ia。 

1、ek --- 从一个范围里出来 

第一个，ek 是从一个范围里出来。怎么出

来？教会的产生是藉着一班脱离原初所在范围的

人；你也是，我也是。我原来盼望成为一个有名的

作家，现在我出来了；我不再是说我要做作家，我

是一个有主的人了！我要从所在的范围里出来！

也有人讲，我本来酗酒的，但现在我出来了；我本

来要发大财的，现在我出来了；也有人原来热心宗

教的，我现在要从这些范围里出来。 

这些范围可以是罪恶的范围、物质的范围、宗

教的范围，以人为中心的范围（有些范围就是照顾

人的），以事为中心的范围（有些范围就是成就一

些事的），以事业为中心的范围（包括成为一个可

发展的东西，包括基督教组织）。 

基督徒在一起，没有问题；但是，后来成为一个

组织的时候，主就要说，你要出来。你记得启示录

里，神的话多严肃：“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

来！”(启十八 4。)这是指着天主教组织说的。 

这些范围在人看可以是很有价值的。比如，我

在大学作教授，主说：“你出来！”我就问主了：

“全天下还有一个职业比作教授更干净吗？你要叫

我出来吗？”主说：“对！出来！从一切的范围里

出来！虽然它是有价值，但是你还得出来！不仅是

这样，有些是有道德的，有些甚至是与神有关的，

也有些是没有价值的（比如赌博），但是神都要我

们从这些范围里出来。 

2、Kaleo 呼召（来进入），成为一个实体 

从哪儿出来？往哪儿去？所以马上加一个

Kaleo“呼召”出来！不是我上班上疲累了，就出来

了；不是我做一件事做疲累了，就出来了。有的人

说：我喝酒，我要出来；有的人说：我赌钱，我要

出来。有很多种的出来：我要从公司出来，我要从

职业出来，我要从专业出来，我要从我人生规划里

出来...。为什么会这样，都是我做累了，这个叫做

职业疲劳（professional fatigue），不是“呼召”。但

是，这里有一个出来，这个出来，和地上一切的出

来不一样。是什么呢？是“呼召”出来！你不仅要

出来，你要被“呼召”出来！ 

弟兄会把这个字译作会众(assembly)，有圣经学者译

作召会，大多数人译作教会，所指的都是一个实体 

教会是个很特殊的词。有人说教会应该翻作“召

会”，因为有呼召的意思。但原文里没有会众

（congregation），原文里就是呼召。教会就是基督,

蒙召出来归于基督自己。教会这个词，在基督教里

有不同的发表。最强的翻译，就是用 the church。今

天就翻作教会。（有的翻作教堂，那完全离谱了。） 

弟兄会的认识是，教会不是一个组织，不是一

个宗派，是一班蒙召的会众出来了！所以叫作

assembling。弟兄会不用 church 这个字，比如说全教

会来在一起，他们说是所有的会众来在一起，他们

用 assembling。还有人用“召会”，因为有呼召的意

思。特别是灵恩派（很强的说方言），他们就称自

己为“神召会”，神把我呼召出来，所以用“神召

会”。但是，我们很简单，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

在这些事上辩驳，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呼召出来

的，我们是教会，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主要得着一切属于祂的，被呼召出来归于祂作一个

以祂为素质、为元素、为实质、为人位的实体 

呼召来了，叫你出来，得以进入。kaleo 就是进

入。呼召出来后，成为一个实体。我们是什么？我

们是个 entity 实体。你见我，很喜乐；我见你，也很

喜乐；我们一同再去见一个弟兄,也很喜乐。虽然弟

兄们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又是有同一个

生命、同一个身份、同一个地位，一同来爱主、一

同来追求主、一同来见证主，因为我们都是被呼召：

“出来！”进入了一个 entity 实体。我们都在里面有

份，所以都是弟兄。记得使徒约翰说：“我约翰就

是你们的弟兄。”(启一 9)。 

感谢主！我们都在一个实体里面。现在我们就

说：“主啊！教会真好！我们都出来啦！”出来做

什么呢？要进入。我们就成为基督的身体，就成为

教会！我们就成为一个实体！你和我都在这个实体

里，在这个实体里，主要得着一切属于祂的，被呼

召出来归于祂，主要得着以祂作素质，以祂作元素，

以祂为实质，以祂为人位的一个实体。 

两千年来，在全球有多少亿万的人得救了，这

些得救的人都在这一个实体 -- 教会里；每一个都

可以说：“我出来啦！我接受主了，接受主作我的

救主了，我就成为这个实体里面的一个部分。”我

们都是一样：每一个人都离开了他原来的所是，每

一个人都出了一个代价,每一个人都进入了一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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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在这实体里，主耶稣是素质，主耶稣是元素，

主耶稣是实质，主耶稣是人位，这里只有主！ 

3、Ia —— 呼召者基督的性质和所是 

第三个，谁来给你的呼召？呼召往哪儿去呢？ 

教会 ekklesia 这词的美，是美在后面这个 Ia（性

质），就是指呼召者基督的性质和所是。说出教会

是被呼召出来改变地位，改变存在，改变素质，改

变归属，而单单以主为素质、为元素、为实质、为

人位而存在的一个实体。 

弟兄姐妹们，你每次看教会，你要有一种属天

的认识；不是做礼拜、听道、吃顿饭；不是跟弟兄

有点来往；不是满足于我们的宗教生活，你要看见，

这个地方就是神的所在。也就是神要得着的一个实

体（entity），这一个实体是谁呢？是一班在罪恶里

的人、在世界里的人、在前途里打拼的人、活着没

有价值的人、或者活着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神要告

诉他：我现在呼召你们，都从你们所在、所是、所

有里面，出来！出来归于我。我是圣的，我是神；

我是永远的，我是神；我是运作于我旨意之中的，

我是神。我要叫你出来，和我联结，和我一致。 

赞美主！今天我们都改变了。我是喜欢文学的，

你是喜欢科学的，我们是在两个世界里；今天，你

被呼召了，你出来了；我也被呼召了，我也出来了。

我现在八十多，你才二十八，你会说：“我们差太

远了。”不！你也是被呼召出来的，我也是被呼召

出来的；你也是归于基督的，我也是归基督的；我

们都在一个 entity 里面，这个 entity，就是基督的身

体，主要把他建造起来。所以，我里面很喜乐，我

碰见一位弟兄或姊妹，是和我有同样的基督、同样

的享受、同样的取用、同样的归属、同样的存在，

我们都是蒙召出来归于基督的一班人，这是何等甜

美的事啊！ 

（二）教会是一班从一切中被呼召出来的，基督呼

召我们从地上一切人事物的范围中出来，而

归入基督自己 

教会的性质是属天的；教会的地位是属天的；

教会的运作应该是天的运作；教会的见证应该是天

的见证。所以，这表明教会不属于地上任何的人事

物。也不再属于撒但的群体了，撒但做什么，跟我

没关系。我们蒙召出来，脱离地上一切在神之外的

权势：物质的权势，我们不要！宗教的权势，我们

不要！有形的，我们不要！无形的，我们不要！行

而上的，我们也不要！我们只要基督！ 

（三）教会就是基督： 

我们没有别的，我们只有基督！这个会众中有

二十个博士，主要问，基督在哪里？这个会众有二

十个小学毕业的，主同样问，基督在哪里？不是多

少博士，是多少基督？不是多少才干，是多少基督？

不是多少有能力的，是多少基督？不是多少可以发

展的，是多少基督？ 

主说：“我要先把我自己加到你里面，叫你得

救，叫你蒙恩，叫你有我的生命，叫你联于我，叫

你起来成为一个追求我的人。”这就是 ekklesia，

是一个实体，A heavenly identity 天的个体，这个个体

就是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呼召出来，远离地

上一切的事物，单单归于祂自己的人。 

每一个蒙恩的人在得救的时刻就成为基督身体中 -

- 

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了：“教会多好。”主也要说：

“我要把我的教会...。”教会就是基督的。所有蒙

恩的人，都成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但是你要注意，

撒但会来糟蹋你、破坏你：就是告诉你，做礼拜、

听道就好了！就是告诉你，奉献点钱、跟基督徒做

朋友就够了！你说好不好？你也不能说不好；但是，

你知不知道你到底是谁？ 

1、教会的一个肢体 

你蒙恩之后， 第一，你成为基督身体上的一个

肢体。如果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就是不可或

缺的。一个身体上有多少肢体？有的肢体很有用，

像眼、耳、口、鼻等。有的肢体不是那么有用，像

小拇指，但是他是一个肢体。基督的身体上，需要

有一些弟兄，是做眼睛的、是做口的。但是，保罗

的话，“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

从哪里闻味呢？”(林前十二 17。)意思就是，我们

不都一样，但是我们都是不可或缺的肢体！教会需

要你！基督的身体需要你！ 

2、一个生机生命的接受者 

不仅这样，我们也都是一个生机生命的接受者。

比如说，我今天吃了一些很有营养的食物，这些营

养进到我的身体里，也一定会进到每个肢体里。不

能讲我的胃饱足了！不！我的全身！每一个节！每

一个肢体！每一个部分都从这个营养里得着了帮助

和祝福！所以，你是什么？你说：“第一，我是一

个肢体。第二，我是一个生机生命的接受者。在教

会生活里，我不是听道的，我是得基督的！我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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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生命分赐的！我是生机生命的接受者！” 

3、身体生命运作的流通者 

不仅这样，我还是生命运作的流通者！我这个

胳膊，它是个肢体，如果这手要好，手掌就要好，

如果手掌要好，指头就要好，每一个都是流通的。

我是一个肢体，我一定要从身体得营养，从身体得

帮助，我是生命的接受者，我一定要让生命从我身

上流通。 

什么叫做中风？中风就是不流通。今天有好多

基督徒都“中风”了，好在我们的主是属天的、复

活的、运作一切的，所以中风也可以恢复。但是你

要小心！你要说：“主啊，神的祝福给我，要经过

我给别人；我要会从主得祝福，我得到了，我也要

会把它流通出去，我不是只为着自己的满足。” 

你不要只会说：“今天聚会，弟兄们讲的真好！

诗歌唱的真好！”道真好，又怎样呢？你要会说：“我

得着生命了，我不仅是个生命的接受者，我也是一

个生命运作的流通者，我愿意出去。主给我了，我

愿意把它流出去：我愿意把诗歌流出去，我愿意把

真理流出去，我更愿意把基督的生命流出去。我愿

意从我产生一个小小的水流，流到我旁边的弟兄和

姊妹中间去！我愿意流出去！” 

4、在身体中尽功用的建造者 

不仅这样，我们也是一个在身体中尽功用的建

造者。我是一个肢体，我接受生命，我流通生命，

我这个生命接受进来，流通出去，我也产生建造。

你怎么是个建造者？你旁边弟兄不爱主，因着你把

生命给他，你把生命流通给他，帮助他爱主了，这

不就是建造教会吗？就是因为我生命不断地流通，

我就可以尽我的功用来建造教会。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能不能今天听我这信息的

人，我劝你们！我求你们！要有健康的认知，要做

一个健康的肢体：我接受生命，我流通生命，而且

我尽功用，建造教会，帮助其他的圣徒。 

因为有我，人不软弱；因为有我，人会爱主；因

为有我，人有诗歌；因为有我，人愿意追求；因为

有我，人能读经；因为有我，教会可以传福音。我

是一个尽功用的建造者！ 

5、基督身体中（独特的）肢体 

你知不知道你多可贵吗？你是被呼召出来，要

成为一个属天实体的一部分，这个属天实体就是教

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就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

并且是基督身体中一个独特的部分。 

比如，我是个小拇指，我比不上眼，我比不上

口，但是口需要我，眼也需要我，连耳朵也都需要

我。不仅这样，我在教会生活里，我会看，我看看

这个，怎么帮助他；我看看那个，怎么陪同他；我

再看看那个，怎么祝福他。我和一位弟兄在一起，

不仅从他得生命，不仅让生命流通出去，我也因着

这位弟兄，我成为他的辅助、他的同伴、他的陪同，

和他一同把教会建造起来。 

你要说：“我不是做礼拜的，我不是听道的；我

尊重听道的，我尊重人来聚会，但是我更喜欢他是

活的，他是得生命的；他是流通的，生命从他身上

流出去；他也是建造的，他帮助别人和他一样的爱

主。” 

所以弟兄姊妹们啊，这一周请你传福音，这一

周请你去看望弟兄姊妹，这一周请你帮助弟兄（姊

妹）追求，这一周请你和一位弟兄（姊妹）背一节

圣经，这一周请你和一位弟兄（姊妹）唱一首诗歌，

这一周请你和两三个弟兄（姊妹）一同谈神国的事、

谈主耶稣的事。这个时侯，你就成为基督身体中独

特的一个部分。虽然你可能是个小拇指，但是，是

个很有功用的小拇指。因为你是基督身体里一个独

特的部分。 

根据我的度量来建造基督身体者 

不仅如此，我是一个根据我的度量来建造基督

身体的人。今天你们带两个人得救，就感谢主了；

你们帮三个人爱主，就感谢主了；你们一周和几个

人读读圣经，就感谢主了。但是，主会叫你长、叫

你越来越长、叫你运作越来越多、祝福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的弟兄们从你得帮助。越来越多人起来说：

“谢谢主，把这样一个可爱的弟兄（姐妹）赐给我。”

这位弟兄（姐妹）应该就是你。因为每一个人都是

合格的。 

6、得以长成一个节，成为神祝福、供应、

带领、运作、成长、扩增的必须 

末了，得以长成一个节。在运作里，不光是生命

的问题，也有活动的问题。我这个身体的运作，完

全是生命。但我这个身体的活动，就需要有各种的

节。我慢慢长，成熟了，成为一个节了。手有节，

就有力量了；肩有节，就有力量了。整个人就活过

来了，力量就有了，教会见证就刚强了。所以，我

们要长成一个节，成为神祝福教会、供应圣徒、带

领教会、在教会中运作、叫圣徒成长、扩增的必须。 

总结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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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蒙召了，主说：“出来。”我说：“主啊，我

出来了，到哪里去？”主说：“到我这里来，我就

是那个 Ia，我就是教会的素质，教会的元素，教会

的所是，教会的性情，教会的人位，我就是教会。

今天你到我这儿来，在我这里你成为一个肢体，你

成为一个可以接受生命的肢体、可以流通生命的肢

体、可以帮助别人的肢体、可以尽功用的肢体、可

以运作的肢体、可以起来建造教会的肢体。” 

末了，你说：“主啊，我真愿意长啊，长成一个

节，长成一个有功用的节。我不仅是个肢体而已，

我是节，带动很多的肢体，我真是教会的祝福。” 

亲爱的弟兄啊，盼望我们出来。从哪儿出来？

从任何不属于基督的事物里出来。归于谁？归于基

督自己。然后，联于生命，活出生命的见证。至终，

叫我们长成一个节，让主满足，让教会得建造。求

主怜悯我们！（韬） 

 

复习指引 

一、彼此问，互相答： 

1、 主为什么对彼得说“我还要”和“我要”？今天在

我个人身上，在教会里，主有没有对我说“我还要”

和“我要”？我该如何响应？ 

2、 根据希腊原文，教会 ekklesia 有哪三个部分组成？

各自的意义是什么？ 

3、 “我是一个生命的流通者，是一个尽功用的建造者。”

所以，我在教会生活中如何实行呢？ 

4、 如何理解并应用“教会就是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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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美 544 我们是一 

2.生命诗歌 249 你的基督是我的盼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