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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题：异象和启示 
第十四篇 使徒彼得（之五） 
基督的启示 -- 建造（之一） 

（未经讲者审阅，仅供复习使用）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

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权柄）不能胜过

她。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太十六

18,19）  

 

使徒彼得得着了父神给他的启示，叫他看见

我们的主到底是谁。所以他起来宣告说：“你是

那基督，是那活神的那儿子。”这是一个惊天动

地的宣告。在几千年人类的历史中没有这样的宣

告。但是在那一个时刻，彼得把它宣告出来，见

证出来，告诉所有的人：在全地上，有一位基督，

就是那基督。基督是谁？是神经纶的执行者，是

神经营的执行者，神旨意的成就者，神永远的计

划要藉着基督来完成。基督就是受膏者的意思，

祂是受膏来作这一切的事。 

祂是谁呢？祂就是那活神的那儿子。“那活神”

就是说，你我的神是活神。我们把祂当作一个敬

拜的对象，感谢主，当作一个爱的对象，也感谢

主。但神更要说，我不仅是你爱的对象、敬拜的

对象、跟随的对象，我愿意向着你是活的！因为

我是活神，我是那独一的活神！基督是那活神的

那儿子。儿子是联于生命的，活神一切生命的运

作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 

一、“我还要”和“我要”:  

（一）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 

（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这句话说完以后，主耶稣兴奋地说：“西门巴

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血肉启示给你的，

乃是我天上的父启示给你的”。接下去，祂就讲

一个很重要的事，“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彼得就是磐石，一个变化过，有价值的基督徒 

彼得的意思就是磐石，彼得就是那一块小磐

石；也说出我们这被神变化过、成长过、有相对

的老练度、有价值的基督徒，要联于、要建造在

基督这磐石上。 

父神给我们的启示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基督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第一，你不可以再

作一个平凡的基督徒，你不可以再作一个只作礼

拜的基督徒，不可以再作一个只参加聚会的基督

徒、随便的基督徒、马马虎虎的基督徒，你要成

为一个变化的基督徒、在神面前有价值的基督徒。

你不只是个好弟兄，你要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好弟

兄；你要成为一个结实的、稳固的、有价值的、

联于天的、在磐石上的、像磐石那样的基督徒。 

这磐石就是启示出来的基督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这磐石就是

启示出来的基督。磐石就是基督。诗歌说到：“永

久磐石为我开，让我藏身在你怀。”（生命诗歌

445首。）圣经也说到，我们的主耶稣就是随着我

们的灵磐石（林前十 4）。全地的根基都联于这个

磐石，这磐石就是基督自己。所以祂说：“我要

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祂就是那独一的

磐石。彼得是第一个、独一的、有价值的代表，

被建造在这磐石上。然而，我们这些被主变化的

磐石，也要建造在磐石上。 

（三）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主说：“我还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天国太

丰富了！天国里面的丰富出不来，外面的人进不

去。但是，天国有一个门，需要有一个弟兄，有

一个神所特别拣选的主的仆人：是结实的，像磐

石一样，是有呼召的、是有托付的、是有使命的、

是绝对跟随的、是让主变化的、是完全联于基督

的。他被主得着了，得着了钥匙，把这个门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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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打开了，神就不受限制，可以出来了。 

彼得开了传道的门，人能进入天国 

彼得就拿了钥匙了，开了犹太人传道的门（参

行传二章），也开了外邦人传道的门（参行传十

章）。藉着圣灵的受浸，把犹太人浸到一个身体

里；也藉着圣灵的浸，把外邦人也浸到一个身体

里。We were all baptized into one body.都浸

入一个身体（参林前十二 13）。这是彼得开的门。 

神好像把祂自己放在一个无奈的地位。（我不

说这是真理，我只是讲这个历程。）祂是谁？祂

就是天国的王；祂是谁？祂有天国一切的丰富；

祂是谁？祂有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 

但是，神似乎说，我这个国度的王，需要人把

门打开，我才能够真正进到人里面去，才能把我

所有的所是、把我的工作、把我的成就、把我的

属天的丰富、把我的神圣的属性、把我在神圣属

性里那个人性的美德都能活出来。而且我进到人

里面去，和人产生了调和、交流，在人身上产生

构成，这个就需要门来被打开。 

所以，当主耶稣说了，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

得，之后祂说了二个：第一，我要把我的教会建

造在这磐石上。第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在启示里对基督的认识，成为建造的根据 

我是磐石，但是人和我没关系，人也不一定要

我，人也不一定接受我，人也不一定倚靠我，人

也不一定享受我，人也不一定住在我里面，人也

不一定愿意做一个跟随我的人。但是有一些人他

是有启示的。有了这个启示，看见了基督了。这

个启示就成为建造的根基了。 

我看见基督了，基督真好！基督真有价值！基

督真高！基督真荣耀！基督真美！基督真华美！

这一位基督真是天地的主啊！我现在看见祂了，

认识祂了，我愿意追求祂，我愿意奉献给祂，我

愿意跟随祂，我愿意把一切都交给祂。这个时候，

他成为一个被建造的人！ 

所以，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意思

就是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你对我的认识上。你

对我的认识越高，建造就越高；你对我的认识越

多，建造就越多；你对我的认识越属天，建造就

越属天；你对我的认识越联于天，建造就越联于

天；你对我的认识越完美，建造就越完美；你对

我的认识成熟，建造就成熟。 

这是一个启示的事：你看见祂的所是吗？你

看见祂的所作吗？你看见祂的成就吗？你看见祂

的价值吗？你看见祂的可爱、可宝吗？你看见祂

那个在宇宙中的地位吗？你看见祂在宇宙中那个

中心度吗？你看见祂在宇宙中那个广阔度吗？若

你有这些看见了，这些看见就成为建造的根源了。 

没有看见是不可能被建造。这就是为什么好

多弟兄爱主，又会离开；这就是为什么好多弟兄

跟随主，又会收回他的奉献。为什么？是因为：

在热心里是不够的，在人的鼓励里是不够的，在

人的这个盼望里是不够的，连你自己里面受了感

动说，“主啊！你这么爱我，你为我死，我愿意

为你活！”这个好不好？好！够不够？不够！为

什么？建造是联于启示的，是联于我认识的基督

的。所以，有的弟兄可以讲，我紧紧地跟随主，

跟随了一生之久，因为他看见了基督了；也有的

弟兄讲，我现在发热心，我又失去了，过过我又

回来发热心，过过我又失去了；为什么？因为他

是在宗教的生活里。所以，被建造在这磐石上是

个启示的事。我们这些人就享受彼得所开的门，

我们就可以在一个身体里享受天国一切的丰富。 

二、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一）教会（ekklesia）是一个生机的实

体， 

在讲建造之先，我们要先看看什么是教会，教

会（ekklesia）是一个 Organic entity，是一个生机

的实体。有人把她叫做会众，有人把她叫做召会，

也有很多人把她叫做教会，圣经就叫 ekklesia。保

罗有个最好的发表，我们的主耶稣为着教会做了

万有的头，然后他就起来定义了：教会 ekklesia 就

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就是身体的人位。教会

ekklesia 就是基督的彰显，就是基督的表现，这个

身体把祂的所是见证出来。教会 ekklesia 就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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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的身体，主是充满万有的，藉着教会，成为了

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弗一 23，另译）   

（二）建造教会的四个要素 

1、第一个要素，有父神的启示： 

那基督 -- 那活神的那儿子 

现在我们来看建造，建造教会有四个要素，第

一个要素是，一定要有父神的启示，认识了耶稣

基督是那活神的儿子。（我一再重复，因为有很

多东西，我们知道又不知道，了解又不了解，得

着又没有得着。）如果我们得着父神的启示，有

一种看见：祂就是那基督，祂就是那活神的那儿

子，我们整个的人生要完全改变一个方向。 

今天中国人在全世界打拼，开展事业...；都

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大家都没有看见基督的价值，

只看见钱财的价值；我到非洲，可以发财，我到

什么地方，可以做事业；我只看见地位的价值，

权势的价值，多少人归我管……。 

但是，当你看见“那基督，那活神、宇宙中的

活神、那独一的活神的那儿子”的时候；你有祂

的生命，你有祂的活出，你就是祂的彰显。你里

面会有一种超凡的感觉：不是不需要钱，人活着

需要钱；不是不需要职业，人活着很多都需要职

业；不是不需要事业，有的事业没有不好；不是

不需要有成就，有成就也没有不好；但是有个东

西，产生了更高的价值：我看见了基督了，我看

见了那活神的那儿子了。祂是那样的可宝、那样

的有价值、那样成为宇宙的中心，祂所作的、所

行的，在宇宙中是那样的可宝、可珍惜。我里面

就会说，钱算什么！地位算什么！学问算什么！

我愿意起来作一个只有基督，只要基督，只跟随

基督的人！有了这个启示，你就容易成为一个愿

意被建造的人，愿意被建造在基督那磐石上， 

2、第二个要素，有基督的启示：你是

彼得，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不仅这样，你还需要有第二个启示，就是要有

基督的启示，“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

在这对基督的认识的磐石上”，你知道你是谁吗？

你说我是某某弟兄，我是一个属灵弟兄，我是一

个初信的弟兄，我是一个爱主的弟兄，我是一个

马虎的弟兄，我是一个绝对跟随的弟兄，全时间

奉献的弟兄，我是一个作礼拜的弟兄。我告诉你，

好的弟兄，有价值的弟兄，都是神宝爱的，就是

马马虎虎、随随便便的，也是神宝爱的。但是神

要问一个问题：你是彼得吗？你坚固吗？你牢靠

吗？你不摇动吗？你跟随得稳妥吗？你是住在一

个稳妥的根基上吗？你是彼得吗？还是你就是一

块泥巴、尘土，草木、禾秸？你到底是谁？ 

每一个被建造的人，都要说：我要成为彼得。

我要神构成在我里面，神的属性构成在我里面，

神圣属性中那个美德要从我身上活出来。我愿意

是一个有神的人，有基督的人，有主的人，有主

同在的人，有主主权的人，有主在我身上为大的

人，我是一个让主不断变化我的人。这样的人才

能成为一个彼得，成为一块磐石。 

这时候你要起来说：主啊，叫我不要做某某弟

兄，叫我做彼得；叫我不要做长老，叫我做彼得；

叫我不要做一个爱主的弟兄而已，叫我做彼得；

叫我做像磐石那样的人：稳固的、坚定的、是有

神工作的、是有神变化的，是认定于神、联于神、

联于基督而存在在地上的。 

如果你要被建造在教会生活里，你要说，主，

求你叫我成为彼得。因为成为彼得，成为一块磐

石 -- 这一块有价值的石头，我才能被建造在对

基督的启示上。基督的启示，要成为你的真实，

你要变化成为磐石。 

3、第三个要素，基督这磐石

（petra）必须要裂开，成为灵磐

石 

第三个，基督这磐石，必须裂开。主耶稣在十

字架上末了的话：“成了！”（约十九 30。）就

是说出祂把一切都成就了。这块磐石现在可以成

为真正建造的、属天的磐石了。祂要说，如果我

的存在可以影响宇宙的存在，你知道我有多稳固

吗？但是那是我的存在。有一天我的存在，要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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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你的存在；我的存在，要联于受造的人的存在；

我的存在，要联于那些得救蒙恩的人的存在；我

的存在要成为那些爱主、跟随我、奉献给我的人

的存在。这时你就要说，感谢主，磐石要裂开。 

所以保罗才说，今天有一块磐石，这个磐石里

面有活水，这个磐石叫做灵磐石。（林前十 4。）

这位完整的神，成为人子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

架上，有一个兵丁用枪扎祂的肋旁，就有水和血

流出来。（约十九 34。）水就是叫我们蒙恩得救

的，血就是解决我们一切罪的困扰的。我们有宝

血，我们可以得着永远的赦免，我们可以完全洁

净，与主交通。但是这些还是我们。我们还得有

水，生命的水、圣灵的水、属天供应的水要流到

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供应。这个供应所产生的

结果，是我们成长，也就产生了建造。 

我再说，主耶稣已经死了，这个磐石已经裂开

了，活水已经流出来了。这个磐石是照样的稳定，

磐石是永远不改变，但是不再是一块坚硬、完美

的石头，是一个裂开了、从里面涌出活水的石头，

这个活水的石头的本身，就是建造的源头。 

4、第四个要素，西门（听而顺从者）

必须变化为彼得（磐石，petros） 

不仅这样，祂也需要得着西门变化成为彼得。

他需要得着一个西门，就是听而顺从者。太多的

基督徒是做礼拜的，太多的基督徒是有点心的。

主喜欢我们是听而顺从的，我们就要变化成为彼

得。主耶稣这个磐石是 the petra，我们要变化成

为 petros，变化到什么地步呢？是和我们的主同

性质、同稳固、同运作、同目的的磐石。 

我爱主已经 67 年了，比很多人一生都久了，

感谢赞美主！但是，我可能没有变化：我可能 67

年做礼拜，67 年聚会，67 年奉献钱，67 年也祷

告，67年也读经，但是，我还只是一个听而顺从

的西门。也许你们信主只有三年、五年，但是你

可以告诉主，“主啊，三年、五年，我不仅是听

你，我不仅顺从你，而且我愿意让你来变化我；

叫我不仅是做礼拜，而是赢得你；不仅是聚会，

而是得着你；不仅是传福音，而是流露你；叫我

不仅是一个读经祷告的人，更是一个让圣灵在我

身上有工作的人”，这个工作的结果，就叫我成

为一个满有变化的人。我碰见很多年老的弟兄，

多少年跟随的弟兄，但是你很难讲他是彼得，你

只能讲，他是一个好的西门。好的西门不能建造

教会，是彼得才能被建造在这磐石上。 

彼得是磐石，与基督同性质，同稳固，    

同运作，同目的的磐石（petra） 

所以我们要起来说，主，求你怜悯，在我身上

不断地变化，变化到我与基督同性质：主耶稣怎

样，我也是怎样；同稳固：主耶稣不变，我也不

变；同运作：主耶稣做什么，我也做什么；同目

的：主耶稣要达到什么，我也要达到什么。 

弟兄姊妹们，你有福！因为你不仅是一个西门，

你是一个彼得。你不仅是个听而顺从者，你更是

一个让主来工作、变化的人。变化到什么地步呢？

五年以前我见你，你那么天然，现在我见你，我

看见基督了；五年以前我见你，我不知道你会不

会跟随主，现在我见你，我看见基督的稳固了；

五年以前我见你，你还在为世界打算，要得硕士，

要得博士，要做什么事业，要有什么成就，现在

我见你，我看见你所关心的，就是神旨意的成就，

基督做什么我也做什么，我与基督同运作；末了，

我与基督同目的：如果基督要得着一个建造的教

会，我就愿意被建造成为这个灵宫。就是成为一

个建造基督身体的见证。因此，我所有所做的，

都是和主一致的。我是这样的一个彼得，这样的

一块磐石。 

我们要有这四个要素。第一个，有父神的启示，

看见基督；第二个，有子神的启示，看见教会；

第三个，看见基督所成就的一切，都是为着叫教

会可以建造；第四个，不再是一个好的你，而是

一个有天、有神、有主、有基督，有基督在其中

与你同行、同工、同劳、同做，一同来完成神旨

意的一个有价值的圣徒，你就是彼得。（韬） 

复习指引 

一、彼此问，互相答： 

1、彼得拿着天国的钥匙。请从两个方面描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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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门开了，会发生什么？ 

2、建造如何是一个启示的事？ 

3、建造教会有哪四大要素？ 

4、请描述彼得（这磐石）与基督的四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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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美 354，永久磐石为我开 

2. 生命诗歌 712，绝对为神旨意 

3. 新诗：“是我！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