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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在异象和启示中成长 

第十六篇 使徒彼得（之七）— 基督的启示 — 天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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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必是在天上已经捆绑的；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

的，必是在天上已经释放的。”（太十六 18-19，另译） 

 

弟兄姊妹们，这是很要命的经节，最好把这四节

圣经（太十六 16-19）背下来，注意里面每一个词，这

些词都是影响我们一生、规范我们一生，叫我们能够

好好的来跟随主的。 

基督所要得着的是一个建造的教会， 

是建造在基督这灵磐石上的教会 

基督所要得着的是一个建造的教会，是建造在基

督这灵磐石上的教会，这磐石裂开了，成为灵磐石（林

前十 4）。灵磐石是随着我们、满足我们一切、供应我

们一切的，又是绝对稳固、绝对牢靠，好叫我们能一

生跟随主，好叫一处处地方教会能健康地被建造起来。 

(五) 阴间的权势(众多的门)不能胜过建造的教会 

当教会被建造起来的时候，主耶稣加了这么一句

话，阴间的门，或者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一个建造的

教会（18）。仇敌还在，撒旦的权势好像还在，而且运

作的非常得力。所以，阴间就有门，而且是很多的门，

要来得着信主的，尤其是爱主的，尤其是奉献给主的，

尤其是愿意服事主的，尤其是愿意一生跟随主的，撒

旦就说，我要用我阴间的权势来得着你。只有在建造

里的教会，或者，只有我们这些蒙恩的圣徒一个一个

都乐意被建造在教会里，在这样的情形里，我们可以

见证说，撒旦的权势没有办法胜过建造的教会。 

1. 阴间是撒但掌权的地方，它有很多的门，不断

地送出各式各样阴间的事物，也把人掳掠到阴

间的权势里去 

阴间，是撒旦掌权的地方，有很多的门。如果你

把阴间看成一个 entity 实体。这个 entity 有很多的

门，东南西北，任何的角落都有一个门，不断的送出

各式各样阴间的事物，要把人掳回到阴间里去。我们

得救了，我们被释放了；我们得救了，我们被提升了；

我们得救了，我们属天了；我们得救了，我们有基督

作生命了；我们得救了，我们就有新的人生了…，正

如我们说，我要爱主，我要跟随主，我要好好的过教

会生活，我要和弟兄姊妹在一起，我要好好读经，好

好聚会，好好追求，我要好好做一个属于神的人，我

要有一个敬畏神、敬虔的活出，在我的身上，我愿意

让神完全满足。 

2. 一个圣徒不是建造在教会里，就很难有能力胜

过从阴间来的试探 

也就在这个时候，阴间的门就会送出各种各样的

东西来试探你，来引诱你，来掳掠你，来叫你没有办

法好好的跟随。怎么胜过？是建造在教会生活里。一

个建造的教会，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的。一个圣徒

若不在建造的教会里，就自己独自爱主、要主、跟随

主，他很难有能力胜过阴间的试探。因为什么呢？ 

1）这些试探是形形色色的： 

① 有高尚的，像博士的学位，造福人类的事业… 

这些试探太多面了，它有高尚的，好像读博士，

读博士有什么错呢？读博士是顶健康的，顶高尚的，

是应该有，也应该追求的，对某些人来说应该这样的。

还有像造福人类的事业：我愿意有一个农场，试验品

种；我愿意有一个农场，种植让人满足、让人生活需

要的食物。这些都是高尚的，是合宜的，是健康的。 

但是，你要小心，就是在这些东西里，都可能有

撒旦的权势！我要读博士，怎样读博士？有撒旦的权

势；我要读博士，读出怎样的博士？也有撒旦的权势；

我要读博士，过程中经过什么？也可能有撒旦阴间的

权势，这些权势都会来的。 

② 也有平凡的，像一般的职业，叫人养家糊口，过

平凡的一生  

另外，也有平凡的，我是个很平凡的人，我大学

读完，我读了硕士，我就愿意找一个职业，可以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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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口…，我可以过一个平凡的人生，我不在乎名和利

和权，我只在乎生活安适，让我的妻子，让我的儿女

有好的生活，这是很健康的。但是，就在这里，也有

撒旦的权势，阴间的门都会过来试炼你，要把你带开

基督，要把你从教会生活里带开。 

③ 也有堕落的，像酒色财气 

也有些堕落的，就像酒色财气，那些伤害你的身

体，伤害你的家庭，伤害社会，对你产生摧残的事物，

喝酒和酗酒等等，会叫你整个人堕落起来。撒旦的权

势永远在这里运作。我要读博士，撒旦的权势在那；

我要做农场，撒旦的权势在那；我养家糊口，撒旦权

势也在那；然后，这个堕落的人，那更是撒旦的权势

明显地在摧残，在运作。 

2）这些都是在撒但所运作的黑暗权势里的，都可

以是叫人离开基督，离开教会生活的 

弟兄们，一个人跟随主不是你想的那么容易。照

你所想的，我爱主、跟随主就好了。举个例：买房子

有什么错？买房子没错。一个普通的人，有个普通的

职业，会想到要买个房子。但是，在哪儿买房子？买

什么样的房子？买房子的目的、买房子的合宜度，到

底合不合主的心意？这里面就非常有讲究。 

我本来有一个三个卧房的房子，住的很舒服，就

是没有一个好的花园。但是，离圣徒们不远，住在圣

徒们中间。慢慢地，我发觉还有个房子，开车也就多

十分钟，却可以有很好的院子，可以种点菜、种点花。

你有没有注意？撒旦的权势从哪儿出来？从种菜出来，

从种花出来。有了这个地方以后，再考量考量，我还

可以有个更好的院子，有点小树林、小池塘，我可以

养鱼、钓鱼，但是又要多开十里路。你有没有注意？

原来，你住在弟兄姊妹中间，结果，一个房子来了，

就种菜、种花，觉得可以养心、怡心，可以叫你这个

人活得更舒畅、更飘逸。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再过

一过，你就想买个房子，后面有一片地，有一点林，

这样你可以走走，可以在中间散散步…。 

弟兄姊妹，我本来住在弟兄们中间，常常一块儿

聚会，彼此交通，彼此扶持，喜乐地过教会生活。但

慢慢地，一个房子来了，也就是开车十里，不知不觉

我就孤了，但是主日我还能去聚会，一周仍然有一个

晚上可以聚会。那你再开十里，距离二十里以后，我

要聚会吗？这个礼拜太累了，不聚了。你几次不聚以

后，就会习惯性地不聚了，你就离开了教会生活，因

为离开了教会生活，你又不知不觉，读经懒散了，祷

告就缺少了，追求就缺乏了。开头，你完全不觉得它

的不合理，你不过要住一个叫你更安详一点的房子而

已。结果你失去了教会生活，你就进到撒旦的权势里

去了，阴间的门开了，就把你掳到阴间的权势里去了。 

例如考高考：我可以进一个在北京、或在宁波、

或在上海一本的大学，那里有很好的教会生活。但是，

我也可以考虑进兰州、青海一本的大学…。因为到那

里去就得天独厚，我就成为最好的、最拔尖的，我是

宁为鸡首，不为牛后。对不对？没有什么不对，都是

读书，都是读大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房子，

一个读书，一个婚姻，一个家庭的需要，不知不觉就

把我们带开了。这个时候就要问了，你是单个的爱主

呢？还是和圣徒一同爱主，来建造在教会生活里呢？

所以，这里说，高尚的也好，平凡的也好，堕落的也

好，都是撒旦所运作在黑暗权势里的。 

3. 一个圣徒无论多爱主，如果没有看见教会和建

造的必须，就很容易被黑暗的权势吞吃，进到

阴间的门里面去 

一个人无论多爱主，没有主，尤其是没有教会生

活，没有建造在教会里，就很容易被撒旦的权势掳去

了。教会生活有聚会生活，教会生活就有交通的生活、

就有彼此代祷的生活、就有寻求保护的生活、就有和

弟兄们交通，一同寻求神心意的生活：我要买个房子，

弟兄们，你们觉得合不合适？我要去哪里读学校，弟

兄们，你们怎么看？ 

为什么黑暗的权势、撒旦开的门，没有办法胜过

建造的教会？因为教会的建造，就成为彼此扶持、彼

此加力、彼此供应、彼此代祷、彼此保护、一同跟随

主、一同寻求神心意上好的生活。这是一个阴间的门

不能胜过的生活。我虽然可能还会有软弱，但是我在

教会生活里，我得了保护。我虽然可能还会有失败，

但是主赦免我，我还愿意和弟兄们交通在一起，我得

了保护。所以在重要的决定来的时候，重要的时刻，

或者重要的环境，你都可以得保护。 

例如，有人邀你出去吃点东西。到外面吃个饭，

和同事们联络一下感情，甚至也可以传传福音，不是

很好吗？于是你就去了。去了，同事就说了，喝一点

酒，这也没有什么不好，然后，多喝一点？这也没有

什么不好。喝到后来，喝醉就不好了。如果是你个人

跟随主，你就会有撒旦的控告，你就会有撒旦来的攻

击，你就会感觉，我怎么会酗酒，我怎么会醉酒? 我

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怎么会堕落到这个地步？主啊，

我还有希望吗？ 

但是，在教会生活里，你可以坦然、你可以交通、

你可以得保护、你可以得鼓励。弟兄可能会告诉你：

下次就不要去了；如果要去，就不要喝酒；告诉别人，

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可以用水代替酒，我们还是可以

一同欢乐的在一起。但是，你对有一些东西，你不碰、

不摸、不沾。为什么？因为教会生活成了你的保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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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就是属天的范围 

不仅这样，主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19），神所注意的是天国。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

你，没有天国，何来钥匙？没有天国，钥匙何用？但

是有天国，天国就需要钥匙。钥匙是来开天国的门

的。 

天国就是属天的国、属天的范围，就是在复活

里神所得着的一个真实。在旧约中虽然没有用国度这

个词，神还是掌权。圣经说祂是天地的主（创十四

19）。如果祂是天地的主，天地的王，难道这里没有

国吗？ 

所以你要认识，神在创造里、在创造之前，祂

的永存、永在就是国度的真实。祂是王，祂是一切的

王，在那里有天使，在那里有各种属天的事物。然

后，神造人，神乐意叫人来代表祂，叫人来像祂。所

以祂说，“我们要照著我们的形像、按著我们的样式

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

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创一

26），那不就是一个国度吗？ 

人失败后，天国的真实就失去了 

祂又告诉人，“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

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二16-17）。有生命树意

思是你要吃生命树的果子。可是人失败了，人失败了

以后，天国本来是人有份的。现在人和神产生了隔离

了，天国的门向着人就关起来了。神还是神，神还是

王，神还是主，神还是管理一切的，但是人只能有外

面的神了，不能有里面的神了。天国的真实和人离开

了！ 

(六) 天国: 是神在祂生命的活力里掌权的范畴,

在这范畴里 

1. 是自有永有的三一神自己 

天国里有什么呢？第一，这个天国就是神在祂

生命的活力里掌权的范畴。这个范畴里有什么呢？第

一，是自有永有的三一神自己。三一神就是国度的

真实。如果你问天国里有什么，主就会告诉你，天

国里有我三一神，有父神，有子神，有灵神。三一

神是一个神圣的奥秘：是三，又是一；是一，在运

作里又是三。 

1) 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 

我们的主是谁呢？摩西曾问祂，“你的名字叫什

么？” 耶和华神回答说，I AM THAT I AM， 我就是

那我是。I AM 是现在式。I AM THAT I AM 我是自有

永有的。你敢讲吗？ 

今天的我已经不是昨天的我了，今年的我也不是

去年的我了，明年的我绝对不是今年的我。人可以成

长、可以长大、进入衰老。40岁以前多好，50岁的时

候还可以，60岁以后......，这个我就一直不断的在

变；我现在85岁，所以就越来越衰老了，各面就更多

的受限制了。 

但是有一位，在这个宇宙里，祂会说：所有一切

都会改变，天可以改变，地可以改变，创造的万物都

可以改变。有春夏秋冬就说出一切都在改变；有年月

日就说出一切都改变，但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那

我是！我永远不会改变，我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我是自有永有的。 

我现在在我的家里，主和我同在，我旁边有几位

弟兄，主和我们弟兄同在，我要说了，感谢主，主真

是在这个房子里，主真是在这个家里！那你现在呢？

你可能在美国任何一个地方，你也可能在中国任何一

个地方，你也可能在澳洲任何一个地方，甚至于你也

可能在欧洲、非洲，你要说了，感谢主，主与我同在。

主在美国的时候，也是主在中国的时候，也是主在澳

洲、欧洲、非洲的时候；主是无所不在的。 

你要很喜乐，主啊，我无论走到哪里，你都在那

里。诗篇里诗人说过，“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

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

必扶持我。”（诗一三九9-10）。因为什么？你无所

不在。我在美国，主与我同在；我到中国，主与我同

在；我到非洲，主与我同在。我更要这么说了，我在

美国，主在这里；我到中国，主也在这里；我到非洲，

主也在这里；有教育的地方，主在这里；没有教育的

地方，主还在那里。没有一个地方，你可以说，我可

以躲避主的灵，我可以逃避主的面。 

主是无所不在，不仅无所不在，也无所不知。你

偷偷做的事，祂都知道，好在祂赦免你，好在祂有怜

悯，有赦免之恩。不仅这样，又无所不能，你说我无

可救药，祂说我能；你说我软弱急促，祂说我能；你

说我现在完全无力，祂说我还是能。我就是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2) 祂有创造的大能，也是全有、全足、全丰的 

不仅这样，祂还要说，我有创造的大能，我可以

使无变有：要有光就有了光，要有空气就有了空气，

要有陆地就有了陆地，水要聚在一处就聚在一处。我

说要造人，就把生命的气吹在他的鼻孔里，叫人成为

一个活的魂或者有灵的活人（创二7）。你里面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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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主啊，那个创造的大能太奇妙了。 

有时候你会感觉，主啊，我现在经济上很窘迫，

你的主有创造的大能；有时候你会说，我现在的环境，

这个坎，这个关，我过不了，主说，我有创造的大能，

我会创造出你所缺乏的（参生命诗歌370首第三节），

创造出你所需要的，我会创造出对你最有益处的环境！

对你最有益处的祝福！有时候甚至于我们看，主啊，

怎么会这样！主说，我创造出来的。 

有的弟兄花了好多力气追求一个姊妹，追求到了

以后问这个问题，主啊，这个姊妹怎么会这样？你知

道主怎么回答你，她就是我特别为着你创造的。你觉

得她古怪，不，是为着你；你觉得她不会做饭，不，

是为着你；你觉得她能力不强，不，是为着你；你觉

得她个性很强，要征服丈夫，我告诉你，你还要说，

主啊，都是你创造的。 

所以，没有一件事是自然存在的，都是神把它创

造出来。在神所创造的环境里，你会觉得，主啊，我

现在这么贫困；主啊，我现在这么艰苦；主啊，我现

在这么衰弱，家庭情形叫我这么受限制…，主就回答

你，在我的创造里，我有供备，我是全有的、全足的、

全丰的，根据我的全丰，根据我的全足，根据我的全

有，我创造了一切给你，也供应你一切的需要。你知

不知道，这些都在天国的里面。 

3) 祂的存在是满有活力的，是满有生命力，创

造力，和在智慧的大能里的执行力的， 

天国里有谁？有三一神，祂是自有永有的。然后，

祂是有创造大能的。还有，这位主的存在是满有活力

的。祂满有生命力，有创造力，和在智慧的大能里的

执行力的。祂有生命力，所以一切从祂来的力都联于

生命的。你碰见主了，就得着生命了！碰见主了，生

命刚强了！碰见主了，身体得医治了！碰见主了，胜

过了环境了！因为生命力在这里。 

今天祂的执行又是在祂复活的大能里的 

还有，在智慧的大能的执行力，祂给我们做一切，

谁来把它实化呢？也还是祂来实化。你说，我娶了一

个个性这么强的妻子，我怎么办？主说，我在生命里

有执行力。我知道怎么叫你和妻子合宜的生活。我也

知道怎么帮助你在这样强势的妻子面前还能健康的成

为一个丈夫，来带领这个家庭。 

祂今天又是在祂复活的大能里满有人性美德里来

做的。祂怎么执行？复活的大能。祂可以从死里复活，

也可以叫死人复活，对祂就没有难成的事。今天，对

这一位三一神没有一件事是为难的。但是今天主来带

领我们的时候，祂有那种满有人性的美德的扶持。神

来执行了，假定一个弟兄的妻子很强势，主就带他：

在人性里的谦和、那无限的爱、那爱中的呵护，叫妻

子感动、认识自己。不是责备或是做不合宜的事，是

我更爱我的妻子，我在基督那人性的美德里，藉着祂

执行的大能，显出一种说不出来的谦和，叫妻子觉得

丈夫可宝、可爱，叫妻子觉得，我如果再这样对我的

丈夫，我就对不起主、对不起我自己、对不起这个家

庭，叫妻子得着光照。这些都不是骂出来的，不是说

出来的，是你活出来的。 

这里有一个执行的大能，使他在基督的复活里满

有人性的美德。主在地上如何经历一切的事，你也会

经历一切的事。主在地上如何胜过一切的事，你在一

切的事里，也可以因着有基督复活大能里的执行，叫

你可以很合宜的作主的见证，活出基督来，也胜过一

切外面的难处。这些都在哪里？都在国度的里面。 

2. 祂曾经乐意与祂所造的人同住 

神的国度是这样的丰富，神就在那里宣告，我乐

意与人同住，我造人，就是要与人同住，我造人，

就是要联结于人，我造人，就是要与人调和，我造

人，就是要人可以完全拥有我--这位完整奇妙的三

一神。就在这个时候，祂要说了，可惜啊，人堕落

了。 

1）因着人的堕落祂被限制在天的范畴里，  

2）祂虽然是宇宙的主宰，却只能作人外面的神 

因为人堕落了，祂就被限制在天的范畴里。祂虽

然是宇宙的主宰，却只能作人外面的神，祂没办法与

人联结，因为人堕落了。作人外面的神，祂还管理、

约束、击打，祂还兴起环境来鼓励，祂还做一切的事

来关联于祂所爱的人。可是，祂是祂，人是人，所以

祂有一种说不出的无奈，人会说，神啊，救我。神

说，我可以外面救你，我不能里面救你。神啊，祝福

我。神说，我可以外面祝福你，我不能里面祝福你；

我可以给你的就是叫你富有、叫你健康、叫你亨通、

叫你作人喜乐，我愿意把这些都给你，但是我何等愿

意联结于你，叫你看见另外一个东西是更高的、更属

灵的、更属天的、更联于天的，不是在地上人可以想

象的。 

人所要的太简单了，房子，车子，这是属于旧约

的原则。亚伯拉罕离开了他的本地、本族、父家，神

给他多少丰富：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要

叫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样，论地，你东西南北观看，

所有的地也都是你的。（参创十二 2-3。）但是你有没

有注意神无奈，亚伯拉罕也无奈；你想想看，神不是

应许他，东西南北观看，你所要的都赐给你。但是等

到他的妻子撒拉死了，他要去找赫人买一块地来埋葬

撒拉。（创二十三 16）那是圣经非常凄凉的一个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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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亚伯拉罕可以说，我有神了，神都给我了，就

告诉赫人，迟早这些都是我的，你把地给我吧。不，

他要拜他们，要给他们钱，那赫人也很有意思，才值

四百舍客勒，意思是我才要四百舍客勒银子，这算什

么，你可以拿去吧，亚伯拉罕就给他四百舍客勒银子。

我问你，得着全地的人，要买一块地来埋葬他的妻子，

这是什么？这就是神和人之间有何等遥远的距离，神

都应许我了，神都给我了，但又不是我的，什么时候

才给我看见，要等到我那子孙--基督--来的时候才有

真实的地，才有真实的属天的事物。 

弟兄们，神很无奈：我何等愿意更多帮助你，但

是你所要的也就是这些吗？你所能得的也就是这些吗？

今天神看见很多基督徒，或许叹一口气，我要给你的

何等多，为什么你要的这么少，就是一个房子、一块

地、一部车子、一个好的职业、一个好的学位，还有

更多的、更好的、更属天的事物，我愿意赐给你。在

旧约的时候，祂说我愿意赐给你，但是达不到；在新

约的时候，我们感谢主，是我们可以得着的。 

3、天国是天掌权的所在 

1) 就是基督生命掌权的所在 

2) 就是今天的教会 

你怎么知道这里是天国，第一，是基督生命掌权

的所在。今天我们来看天国，天国是什么？天国就是

主掌权的所在，天国就是教会。天国近了，就是教会

时代要来了；天国近了，就是恩典时代要来了；天国

近了，就是基督作生命的时代要来了。 

3) 基督话成肉身，成为天国实际的原型 

天国是什么，天国也就是话成肉身。第一，天国

就是基督，天国成就的第一步，就是基督话成肉身，

成为天国实际的原型。主耶稣来了，主耶稣宣告天国

近了，但是天国是谁，天国就是祂；祂是人，祂又是

神，外面看祂是一个平凡的加利利人，祂的里面却有

那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无所不能的三一神住在祂

的里面，祂就是神自己，所以祂就是这个原型。 

祂说天国近了，意思就是我来了，国度时代就要

来临了；因着我来了，我知道我要往十字架上去，好

叫你们得着天国的实际。 

4) 基督死而复活，就把天国的实际释放出来 

所以下面就说，基督死了、复活了，在祂的死和

复活里，祂就把天国的实际释放出来了。这就是为什

么圣经说，祂结束了亚当的族类，祂成为末后的亚当；

祂成为第二个人，带进一个新的族类来。末后的亚当、

第二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有天国真实的人，这

一个真实需要带到人间来。 

所以，第一个时期，神就是天国的真实，祂造了

人以后，至少和人同在四千年，但是没有办法进到人

里面去；祂只能作外面的神，祂不能作人里面的神。

祂只可以藉着环境，藉着大能给人各面的祝福。他没

有办法进到人里面，作人永远的生命。所以那个时候

祂是无奈的，神好像在那里叹气，我怎么能够和人联

结呢？我怎么能和人一致呢？我怎么能进到人里面呢？

我怎么能作人的生命呢？我怎么能叫人得着人存在真

实的价值呢？不能。 

所以有一天，祂说我自己来成为人，这是第二个

时期，主耶稣的时期，祂就是天国的原型。如果你说

国度在哪？国度就在主耶稣那里；主耶稣在哪里，国

度就在那里。所以主耶稣自己也说，天国是在你们中

间，因为我就是天国。从外面看我是肉身，从里面看

我就是神，我就是神所要的那个人，也就是你们将来

所是的。我今天不仅是我，有一天我要像一粒麦子，

种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约十二 24）

第一个时期，神是外面的，祂没有办法和人在一起，

我可以说祂是忧伤的，祂是无奈的，祂是等候的，甚

至于圣经有这样的话，神里面就忧伤（创六 6），看见

人这样的堕落，祂就忧伤，但祂不能做什么。主耶稣

来了，这时候神就有喜乐、豪迈、荣耀的感觉。 

现在天国来了，天国近了，祂就是主耶稣，主耶

稣就是第一个天国的真实，天国的原型，意思就是祂

要藉着祂的死，祂要藉着祂的复活，产生许许多多的

小耶稣来。你也像主这样，我也像主这样。我虽然是

个堕落的人，但是我有主作生命；你也是一个堕落过

的人，你也有主的生命。主耶稣从来没有堕落，主耶

稣不知道什么叫作罪，但是主耶稣是个人，是个化成

肉身的人，这个人满了神自己。 

5) 再藉着彼得开了犹太人和外邦人的门，神可

以与人有生机的联结，信入的人得以有份于

天国的实际。 

主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悔改做什么？接

受这一位主，作你的主；接受这一位主，作你的生命；

接受这一位主，作你的一切，叫你得着真实的人存在

的意义，叫神和人都可以得着满足。 

这个怎么实化出来呢，就是藉着彼得的开门。神

先是外面的，藉着主耶稣神和人调和，但是就这一个

人。有一天主死了，主复活了，主就乐意成为生命，

进到众人里面去，这个时候天国的门打开了，神就可

以被释放出来了，我们也就可以进到天国的实际里去。

主把天国的钥匙给彼得，再藉着彼得开了犹太人和外

邦人的门，神可以与人有生命的联结，生机的联结，

叫信入主的人都有天国的实际。（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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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指引 

一、 彼此问，互相答： 

1、 在今天，什么是阴间的门？ 

2、 就着今天的教会生活，什么是一个建造的教会？ 

3、 为什么说，一个圣徒不是建造在教会里，就很难

有能力胜过从阴间来的试探，在我们今天的教会

生活中如何操练？ 

4、 什么是天国？天国里有什么？就着每一个点，细

述我们的经历和操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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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首  神啊，你名何等广大泱漭 

2.生命诗歌 264首  建造当趁今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