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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题：异象和启示 

第十五篇 使徒彼得（之六） 基督的启示 -- 建造（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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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续） 

（三）教会建造的过程 

1、是一个启示的过程——启示基督与教会，

圣徒们就在启示里成长 

教会建造是有过程的，第一，这过程是一个启示

的过程。藉着父神的启示，看见基督；藉着子神的启

示，看见教会；然后，藉着圣徒们在启示里的成长。

而生命的成长就是建造。我因为看见基督了，我也看

见教会了，我就和圣徒一同在基督里来成长，这个成

长的本身，就叫做建造。 

我越长出基督来，我越和圣徒建造一起；我越长

出基督来，我越和圣徒有建造的真实；我越长出基督

来，我越建造于基督；因为我是联于基督、归于基督、

活于基督、扎根于基督、立基在基督上面，我这个人

离开基督就不能做什么！ 

我是被建造在基督身上的人，建造在弟兄们中的

人，为什么？因为我长了。要看见三个启示：“主啊，

叫我看见你；父啊，叫我看见你的儿子 -- 基督；主

啊，叫我看见你的宝爱--教会；叫我和圣徒们一同在

启示里来长。越过越看见你、越过越成长、越过越长

得高、越过越看见你的价值、越过越长出你的价值。” 

“主阿！当我看见你是那样属天的时候，我就不

能不属天；当我看见你是那样稳妥、坚固地为着神的

时候，我就不能不稳妥、坚固地为着神。”我要长到

与基督是一的里面，然后被建造在基督的身体上，成

为教会里的一个圣徒。 

2、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第二，他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所有基督徒都必须

要长。我有主了，我要在启示里长；我有主了，我要

在生命里长；我有主了，我要根据我所得的启示、所

享受的生命，长出建造的真实来。 

1）在主的话里长 

这个长有三方面，第一，在主的话里长。彼得说，

你们要像才生的婴儿切慕那纯净的话奶，like new born 

babies desire the pure milk of the word，（彼前二 2，另

译。）他说圣经就是奶，叫我们靠着长大以致得救。

从哪里得救？从世界里得救，从罪恶里得救，从自己

的前途里，从自己所要达到的目的里得救，从地上万

事、万物里得救。得救干什么？好来建造基督的身体。 

2）根据你的份（portion）来长 

不仅这样，而且根据你自己的份来长。每个人都

有一个份，份长得好就成为节了。就像我这个肘是个

节，我这个手臂是个份，然后我这个腕是个节，我这

个手掌是个份。你刚刚得救的时候，就有一个份，有

些是我很爱的，我觉得可宝的，我就住在这个份里来

发展。比如，我唱诗非常摸着主，我就愿意好好唱诗；

我读经非常摸着主，我就愿意好好读经。然后，我愿

意这个份成为建造的祝福：我唱诗了，我就帮助别人

唱诗；我读经了，我就帮助人读经；我传福音了，我

就带着人来传福音；我无论作什么，我都在这个份里

把它祝福出去，这个祝福出去就是建造。 

节与各部分 

保罗在以弗所书 4章 16节说，全身都靠他联络得

合式，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部分的功用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长大，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弗四

16，另译。）全身要建造的时候，基督的身体都联络

得合适。怎么出来呢? 是藉着百节各按各职，节是什

么？节就是 joint，就是那些有恩赐的弟兄们，被主构

成为恩赐，就成为身体上的节。 

然后，他照着各体的功用，就是照着各部分的功

用。全身体里有许多的部分，我是手背这个部分，我

是腿这个部分，我是肩这个部分，在这里都有节，没

有节，他站不住。但这个节他又要带着一个部分。所

以是“照着每个部分而有的功用”，叫教会有力量。

就像手臂需要节，没有节，手伸出去，弯不回来，或

者弯回来，伸不出去。但是伸出去有没有力量，这不

是节的问题，是部分的问题。人的膀子，这个部分都

是力，这个节伸出去的时候非常有力。也有的人骨瘦

如柴，只有节没有部分，就没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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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讲，我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作不了太多，

但是我可以配合。一个主的仆人讲一些好的信息，就

需要有非常好的部分来配合。青年人去练肌肉，练肌

肉只是练部分，他不是练节，节是神作出来的，但是

神作出来的节，要有功用，要有能力，要有果效，是

根据部分。全身每一个供应的节，有人是作这个节，

有人作那个节，但是更重要的是照着各部分的功用，

这样就叫身体渐渐的长大，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 

节来带领，部分来加强 

我们成长要照着自己的份。如果你就是来聚会、

做礼拜，你的部分就出不来的。部分是联于节的，节

怎么带领，部分就怎么跟；节的强度又是联于部分的

强度；部分强了，节就强了。中国人讲，强将手下无

弱兵，这个将无论多强，下面那个兵是个部分，如果

都是垮垮的，都是没有力的，再好的将也打不了仗的，

打仗打得好，它不仅是节的问题，它是部分的问题。 

你们要会讲，“朱弟兄，感谢主，你是一个节，

可是你这个节要有用，完全靠我们这些部分。”部分

越强，节的力道就越足；部分越强，节越能尽功用。

没有节就不能动，动就需要节。教会要往前、教会要

走路、教会要提升、教会要拔高、教会要属天，就不

断需要节来带领，但是这个过程又是完全连于部分。 

所以，你要珍惜你的份：我可以传福音，我可以

为主说话，我可以作见证，我可以读经享受主，我可

以帮助弟兄享受主。所以，带读经是节的事，实行教

会读经是部分的事；带传福音是节的事，实行教会福

音是部分的事。部分强起来，建造就出来了。我这个

部分不是软趴趴的，不是拖泥带水的，不是限制身体

的，我这个部分就是身体的祝福。 

3）长到元首基督里去 

什么叫长到元首里？我有主的话，我住在主的话

里，就是住在灵里，因为话奶就是灵奶，在里面不断

喂养我。我里面有部分，我这个部分可以尽职，所以

我里面不断的可以产生祝福教会的运作。到末了谁来

带头呢？是元首带头。教会如果是基督显出来了，基

督为大了，基督带领了，基督带头了，基督作主了，

这个教会是长到元首基督里了，就是一个建造的教会。

如果教会都是出主意，搞这个花样，搞那个花样，我

不敢说这些主意都没有主，但是到后来不一定有主。

如果没有长到元首里，它就不是建造，反而会成为难

处。所以，无论做什么，我要说：“主啊，我愿意你

是我的主，你是我的元首，你是我的人位，你在我身

上为大，”这就是一个健康成长的过程。 

3、是一个变化的过程 

成长是一件事，变化是另外一件事。原则上成长

和变化是不能分的，成长的人就会变化，但是成长所

着重的是生命，变化所着重的是 Constitution 构成。不

仅生命长了，长出个头，长出年龄，我的构成也长了，

这个构成就是变化。 

1）藉着心思不断的更新，产生与神旨意一致的

变化 

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

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

意。”（罗十二 2。）这里说你的观念要变。世界在这

里，神的旨意也在这里。在你没有变化的时候，你非

常注意神，以及神所要的和神的旨意；同时你也很注

意世界。甚至你会讲：我不注意世界，我怎么能好好

的爱神呢？但是这里说这二者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要

效法这个世界，不要学这个世界的样式，凡事都要更

新都要变化，你就能知道神到底要作什么。 

“察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也

就是说，你知道神到底是干什么的。今天太多人讲，

神是爱我的，神是祝福我的。不不不，神到底是干什

么的？神是有旨意、有目的、有计划、有经纶的神；

神是要达到祂永远目的的。神不是无缘无故地创造世

界，神创造世界是要得着一个荣耀的配偶的。所以，

我们的观念要改，我们的构成要改，藉着心思不断的

更新，产生与神旨意一致的变化。 

2）藉着注视并返照基督 

我们在地上做事的时候，都是显明自己：我是个

快的人，我做事就快；我是个稳的人，我做事就稳；

我是个精明的人，我做事就好；我是个木讷的人，我

做事就是跟随。这里说什么呢？也不要你快，也不要

你好，当然也不要你不好，是要你像主那样地活着。 

保罗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

光，好像从镜子里返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

如同从主灵变成的。”（林后三 18，另译。）这不是

我们领会的镜子，里面一个你，外面一个你。你现在

拿出“镜子”来，你在外面，主在里面。外面是一个

平凡的你、不健康的你，镜子里面却是一个荣耀的基

督。你不断地看这个镜子，不断地从镜子里得着那荣

耀基督的供备，不知不觉叫你也像基督一样。就好像

一对夫妻，彼此对看久了，笑得一样，走路一样，断

事也一样。我们跟主也是这样。为什么你还这样像你

自己呢？因为你观看基督不多，你注视基督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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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希奇阿！我们这样平凡的人、软弱的人、失败

的人，还是可以不断地到主面前来。当我们到主面前

来的时候，主就是镜子里面返照出来的那位；你要像

祂这样，不是像你现在这样。你越看镜子里面的主，

就越看见镜子里面的主所照出来的你是何等地美。到

后来，你就会和主一样。 

3）藉着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变化，模成神儿

子的模样 

有时候你又讲，可是我看不来，我也不愿意看。

主就讲，没关系，我叫万事互相效力，叫这些爱神的

人得益处。所以主也会来打，主也会来带领，主也会

来安排环境。主打了，带领了，安排环境了，为的就

是叫我们能像基督。“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

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

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模成祂儿子的形像…又叫

他们得荣耀。”（罗八 28-30另译），事情都会发生，

越爱主，发生的事越叫你得益处。像我这么一个人，

主要说，我要叫你跟我一样，有一个荣耀的样式，这

个荣耀就是基督自己。这个荣耀就是建造的见证。 

4、是一个劳苦争战的过程 

1）“我们宣扬祂，是用全般的智慧警戒各人，教

导各人，好将各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献上；我也为此劳

苦，照着祂在我里面大能的运行，竭力争战。”（西

一 28-29另译。） 

2）“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知道

你们同有一个心志（一灵），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

音齐心（同魂）努力…你们的争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

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腓一 27,30另

译） 

你要跟随主，你的构成就要改变。你的构成怎么

改变？你要从为着自己打拼，转到为着神的权益争战；

从为着你自己的事业打拼，转到为着基督的见证来争

战。我不再是一个地上的人，为着钱财、为着事业、

为着房子车子出代价。 

保罗说要警戒各人：“弟兄，你不要再这样过活

了；”教导各人：“弟兄，你要好好爱主；”我看见

一个弟兄，我有一个心，我要把他在基督里长大成熟

地呈现给神，这是个争战的过程。我们有儿女的人懂

一点，看见自己的儿女成才，那真是感谢主。如果有

一个儿女在你的感觉里不是那么成才，那是一个争战

的过程。怎么帮助他读书，怎么帮助他进好的学校，

怎么帮助他学一个好的技能，怎么帮助他有好的生活，

怎么帮助他将来一生可以稳妥，这是一个争战。 

教会怎么建造？是有一班弟兄，他们是活在劳苦

争战的里面，他们的构成是基督的构成，他们的活出

是争战的活出。看见一个弟兄，他不放过；看见一个

姊妹，他不放过；看见一个人有心，他不放过；看见

一个人有恩赐，他不放过。 

我是警戒一个个的各人，教导一个个的各人，要

把一个个的各人在基督里长大成熟的呈现给神，这就

是建造。你想建造教会吗？劳苦去！你想建造教会吗？

关心弟兄姊妹去！你想建造教会吗，为着弟兄姊妹出

代价去！你想建造弟兄姊妹吗？就警戒他，就教导他，

就帮助他，到长大成熟献给主。 

你怎么知道这里有一个建造？他是一个过程，第

一，就是我的心思要更新变化，看见神的旨意。第二，

我愿意住在基督里，只有基督。第三，如果我还有跟

不上，主啊，求你叫万事互相效力，来变化我这个人。

第四，我就要有一个合适的劳苦。我不可以享受我的

属灵，我要成为一个建造教会的人，所以我警戒各人，

教导各人。到后来你会看见一个团体的见证。 

5、是一个团体经营的过程 

今天主需要得着一个个地方教会，在地方教会中，

主能说，这是一个团体的见证，在这里有带领的节，

在这里有强壮的一个个部分。在这个带领里有同心为

主作的团体的见证，在这个团体的见证里，你有分，

我有分，有恩赐的有分，平凡的有分，多年跟随主有

职事的有分，刚刚得救的也可以成为一个健康的部分

来扶持教会。 

一个教会的建造不是靠一个属灵人，一个地方有

好几位属灵弟兄也不是建造，建造是团体的。在你所

在的地方，所有的弟兄姊妹，个个都可以讲，我或者

是个节、或者是一个部分。是一个节，我要影响会众；

是一个部分，我要加强节的带领。节的带领，加上我

这个的部分，叫教会刚强起来，这就是建造。这从哪

来？我把自己奉献给主，我住在主里，我让主来变化

我，我在一个个弟兄身上劳苦，末了整个教会成为一

个团体的见证。 

（四）使徒保罗所见证的建造 

1、保罗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使徒保罗见证说，我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

了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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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三 10。）保罗立一个根基，这根基就是主；所

有好的主的仆人到各地劳苦、作工、立根基，都应该

是基督自己。如果我立一个根基是某某会，这根基是

有问题的；我立一个根基是说方言，这根基是有问题

的；我立的根基是在基督之外的事物，都是有问题的。

我们在教会中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基督，只有基督，

只享受基督，只跟随基督，只以基督为独一的根基。 

2、我们要用金银宝石在这根基上建造 

然后，要谨慎地建造。使徒保罗说有两种建造，

一种建造是金银宝石，一种建造是草木禾桔。（参林

前三 12。）金是什么？就是神的所是，神的性情。银

是什么？银就是救赎、拯救。我们不仅有神，我们也

要主作我们一切的拯救。我们的所是：污秽的、软弱

的、堕落的、得罪神的、与神抵挡的都需要蒙拯救。

我们所是里好的：天然的能力、智慧、才干，照样需

要蒙拯救。我有恩赐吗？银要救我不靠这恩赐；我有

能力吗？银要救我不靠这能力；我有天分吗？银要救

我不靠这天分；我是很能为主作工的吗？银要救我叫

我不依靠天然的才干，只住在基督里，只活出基督来。 

宝石是什么？宝石是在高温、高压下产生的一个

作品。圣灵要制作我们，这个制作就叫我们这些像泥

土一样的人成为宝石。 

你怎么建造？你是用三一神来建造，我用金来建

造，我用银来建造，我用宝石来建造。金就是我所得

着的神，银就是主耶稣在我身上救赎的工作，宝石就

是圣灵在我身上变化的工作。 

3，有火发现，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 

另外，还有人建造的很快，是用草木禾秸。草木

禾秸就是属人的，人的才干，人的能力，到末了都要

被烧毁。保罗说，到末了有火发现，要试验各人的工

程怎样。如果是用金银宝石，火是烧不毁的；如果是

用草木禾秸，就要烧毁了；就是你受亏损了，但你还

要得救。（参林前三 13-15） 

（五）建造的教会，是阴间的权势（众多

的门）不能胜过的 

感谢神！现在我们知道了，建造是在启示里来作

的，建造是经过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叫我们从自己

转到认识神的心意，长出一个健康的情形，至终整个

团体都成为健康的教会。主耶稣说建造的教会，是阴

间的权势不能胜过的，阴间的权势就是阴间的门。你

知道阴间有多少门吗？食物是一个门，住家是一个门，

交通是一个门，衣着是一个门，摩登是一个门，不摩

登也是一个门，跟随时代是一个门，不跟随时代也是

一个门。有无数的门，不断的把他的权势释放出来，

叫所有的人完全被他夺去。读书是一个门；有的人完

全被他夺去，要有成就；不读书也是一个门，有的人

闲云野鹤，什么都不要，…这些都不是神所要的，神

要的是一个在基督里所得着的建造的教会。 

我们要起来喜乐地宣告，感谢赞美主！阴间的权

势在建造的教会里没有分，在建造的教会里，除了基

督什么都没有。没有地位的高低，没有财富的多寡，

没有人的智慧的显明，只有基督在里面为大，基督在

里面作王。这里有没有世界？没有。这里有没有世界

的权势？没有。这里有没有世界的地位？没有。这里

有没有特别富有的？有，但是没有特别的地位。有没

有特别贫穷的？有，也没有特别的地位。在教会生活

里只有基督自己。 

你要说：主啊，我何等渴慕有分于这样的教会生

活。在这个教会生活里，你只有基督，我也只有基督。

你注视基督，我也注视基督。你为神的心意活，我也

为神的心意活。你让神来制作你，我也让神来制作我。

然后，我们大家一同来劳苦，一同为着神的国来争战。 

最后，成为一个团体的荣耀的见证。这时，撒旦

在旁边看一看，说：我可以搞出这个、那个，但是当

我碰见建造的教会，我就无能为力；因为阴间的权势

不能胜过这样的教会，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求主

得着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让我们告诉主，“主啊，

我虽然有许许多多的残缺，但是我愿意在你里面得启

示，我愿意在你里面得成长，我愿意让你来构成，我

愿意和弟兄们一同成为一个团体的、荣耀的见证。”

（韬） 

 

复习指引 

一、彼此问，互相答： 

1. 教会建造的过程，如何是在启示里成长的过

程，哪些方面需要长？ 

2. 教会建造的过程，如何是个变化的过程? 

3. 教会建造的过程，如何是个劳苦争战的过程？ 

4. 保罗所见证的建造是怎样的？阴间的门不能

胜过的建造是怎样的？ 

 

二、彼此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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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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首，  流流流 

2.生命诗歌 558/美 423首，哦我要像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