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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在异象和启示中成长 

第十七篇 使徒彼得（之八）— 基督的启示 — 天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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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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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天国近了： 

1. 是施洗约翰所传扬的福音（太三 1-2），

之后主耶稣也同样传讲，“天国近了，你

们应当悔改！”（太四 17） 

因着彼得开了门，今天我们就可以接受主。

因着接受主，神就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就有了天

国的实际。但是天国怎么成为我们的实际呢？是

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就是天国近了：是约翰

所传扬的福音，（太三 1-2。）之后主耶稣也同样的

传讲，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太四 17。） 

约翰是看见了天国，所以主耶稣才讲，肉身

所生的没有一个人大过施洗约翰的，因为他看见

了主耶稣 -- 天国。他虽然接触到天国，但他没

有进入天国；主耶稣就讲了，在神国里最小的，

比他还大，（参路七 28。）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得

着了主耶稣，我们是有主耶稣作我们的生命。 

2. 说出神与人产生联结、调和的日子近了 

天国近了说出什么呢？神作你生命的日子近

了，神拯救你的日子近了，神可以住在你里面的

日子近了，神可以与你产生联结、产生调和、产

生合并的日子近了，你可以把神活出来的日子近

了，你可以彰显神的日子近了，你可以代表神的

日子近了，你可以见证神的日子近了。对我们来

说，天国已经来了，我已经有了主耶稣了。这个

过程就是天国的钥匙。 

3. 说出基督的身体——教会要产生在地上

的日子近了 

天国近了，说出基督的身体 -- 教会要产生

在地上的日子近了。说出五旬节要来了，神要与

人同住了，有一首诗歌，“大喜信息，惊天动地，

神愿与人住在一起，人虽卑鄙，祂仍属意，人虽

不堪，祂仍不弃，大信息，好信息，神愿与人住

在一起。”（生命诗歌 639 首。）今天我改一改，

“大喜信息，惊天动地，神现与我住在一起，”

因着我相信了，我就和神住在一起，神和我住在

一起，我就成为天国的真实了，哈利路亚，赞美

神！这个过程就需要天国的钥匙。 

（八）天国的钥匙： 

1. 要开门，供给钥匙的是主自己 

要开门，但给钥匙的是主自己，“我基督”

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我问你，是钥匙重要？还

是我重要？钥匙当然重要，没有钥匙怎么开门？

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开门的这个我，是我，要把

钥匙给你。 

2. 在五旬节藉着圣灵的浇灌，那与主联结的

彼得成为拿着钥匙开门的使徒（徒二 1-

4），他开了整体的门 

在五旬节，圣灵浇灌了。圣灵浇灌是在彼得

开门之先。他们一百二十个人祷告，祷告了十天，

圣灵浇灌下来，他们就说出各国的话来，这时候

彼得就能站起来高声说；因为他是第一个享受到

天国实际的人，圣灵浇灌下来，他和神，神和人，

不再是外面的距离，他这个已经进过天国的人，

就来开天国的门。并不是彼得说我要来开门，门

里面什么味道并不清楚，我开门以后才知道，不，

是他先享受到一切的丰富以后他领会了：哦神啊，

你所要的是万人得救；你所要的是没有一个人沉

沦；你所要的是人可以得着神、与神联结、与神

调和；你所要的是人和神、神和人可以完全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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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这时候，他就享受到天国的真实了，那与

主联结的彼得，成了开门的使徒。 

彼得开什么门呢？开一个整体的门。彼得传

福音开犹太人的门，彼得又传福音开了外邦人的

门，但是我们很难领会，这个门中可能还有很多

门。当彼得在五旬节开了犹太人的门，又在哥尼

流家里开了外邦人的门，你知道外邦人有多大么？

在外邦人的门里，有中国的门，需要戴德生弟兄

来开；有非洲的门，有欧洲的门，全球到处都是

门。就是到今天，在你所在的地方，还有许多门

等着你去开啊！ 

彼得开的是一个整体的门，好像一个大的院

子，进去以后才知道里面的无限。就像中国的皇

宫，一进了皇宫的门，里面有多少的殿，多少的

院，你简直不知道有这么多、这么大的建筑，这

只是人的皇宫。如果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宫殿，

是主来居住的，你知道这宫殿有多大么？有无数

间，有无数的宫殿，显在全球的各地。 

3. 彼得在五旬节时的传讲，使三千人得救，

他们都悔改、受浸、罪得赦免，领受了所

赐的圣灵（徒二 38，41），都被浸入到基

督的身体里。彼得开了犹太人福音的门。 

谁来开第一个门，就是使徒彼得，他开了犹

太人的门，怎么开呢？五旬节的时候，他被圣灵

充满，有了口才和胆识，他就站起来讲生命的话：

你们所杀害的耶稣基督，神已经立祂为主为基督

了！那一天三千人悔改受浸，罪得赦免，而且都

领受了圣灵，（徒二 14-41。）先是五旬节的一百二

十个人浸到一个身体里去，现在就把犹太人也浸

到一个身体里去。 

4. 在哥尼流家里，藉着彼得的传讲，圣灵浇灌

在他们身上，就把外邦人也浸到基督的身体

里，彼得也开了外邦人福音的门（徒十）。 

他又到哥尼流家里去，在哥尼流家里，藉着

彼得的传讲，圣灵浇灌在他们的身上，就把外邦

人也浸到基督的身体里。（徒十。）他在哥尼流家

里开了外邦人的门，圣灵浇灌在哥尼流他们身上，

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外邦人得救的，也

被浸到基督的身体里。所以圣经才有这样的话，

我们都在一个灵里，被浸到一个身体里。（林前十

二 13。）外邦人也浸到里面，犹太人也浸到里面，

在这个过程中，因着彼得开了犹太人的门，开了

外邦人的门，后面就有无数的门打开了。 

5. 使徒保罗见证说，“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

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林后二

12），说出他传讲，也就是以福音为钥匙

来开救恩的门。 

使徒保罗就见证说，我以前为基督的福音到

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这里有一个门，保

罗见证主也给他开了一个门，说出他传讲，就是

以福音为钥匙来开救恩的门。我的传讲就是开门，

我的钥匙就是福音，我用福音来开救恩的门。两

千年来，有许多主的仆人和侍女们也不断地在全

地各处开门。倪柝声弟兄所出的文字中就有《敞

开的门》。倪弟兄来看整个中国也是一个门，主藉

着倪弟兄开了一个敞开的门，要带很多中国人信

主，很多中国人得救，这开了的门就太好了，太

可宝了。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祂不仅给彼得、吩咐

彼得、祝福彼得、托付彼得，开了犹太人和外邦

人的门，我们也可以说是整体的门，在这个门之

后，还有好多的门，包括我们倪弟兄，在他所出

的文字中，就叫做敞开的门，所以这个门不断地

在被打开。 

（九）开了的门： 

1. 神和人可以不再有距离，神可以不再受限制 

这个犹太人的门开了，圣灵浇灌下来，犹太

人被浸到一个身体里，大家都是有神、有神的生

命、有神作生命、有神活在他们里面、可以把神

活出来的一班基督徒。外邦的圣徒也是这样。 

我们要感谢主，现在慢慢来看这个次序，主

说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

造在这磐石上，这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的，然后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这个钥匙是个多数的，

我要把天国的两把钥匙给你，叫你开门。 

开门以后，第一，神和人之间就不再有距离

了，你知道开门那个时刻，特别在开外邦人的门，

彼得在传讲的时候，神已经迫不及待了，彼得还

在传讲的时候，圣灵就浇灌下来，为什么？神要

说，我等的太久了，我等了四千多年了，我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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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盼望与人同住，彼得啊，我一切都做好了，

你现在开门了，你已经传讲了，所以我要把圣灵

浇灌下来，叫外邦人也被浸到一个身体里，就是

教会；另外一方面，叫外邦人也可以有主作圣灵，

也可以有神作生命，也可以住在三一神里面，也

可以让三一神作他们一切的供备。 

这个门开了以后，神和人就不再有距离，你

要喜欢这句话，神和人不再有距离。整个的旧约

时代，四千年以上，神和人是有距离的，神是神，

人是人，神可以爱人，是外面的；人可以敬畏神，

也是外面的；人可以爱神，也是外面的；人可以

跟随神，也是外面的；人可以追求神，也是外面

的；就连那么多美好的诗篇，说出他们向着主的

情操是那样的高尚，他们向着主的跟随是那样的

绝对，就是这样，神还是只能叹一口气说，我是

外面的，我和你是满有距离的。 

你可以是大卫，我和你是有距离的；你可以

是所罗门，我和你是有距离的；你可以是亚伯拉

罕、以撒、雅各，我和你是有距离的；你可以是

约书亚，我和你是有距离的；你可以是我所大用

的先知，像以利亚这样，我和你是有距离的；你

也可以像以赛亚、耶利米，这样被主大用，为主

说出神心意的先知，我和你还是有距离的；是我

的灵降在你身上，用你来做；你也还不是我的儿

女。 

现在门开了！哈利路亚！因为门开了，现在

神在我的里面，现在神在我里面做我的神，神和

我是生命的联结的关系，这位神如何在天上充满

国度的真实，现在国度的真实也照样充满在我的

里面。所以神和人不再有距离了，神也可以不再

受限制了。 

1) 这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可

以住在蒙恩者里面； 

你得救的时候很喜乐，神更喜乐！神要说，

你是有福的，你如果早生在两千年以前的话，我

怎么进来呢？我怎么做你的救主呢？你接受我又

有什么用呢？你跟随我我还是在外面，我可以用

我的主权、用我的大能、用我的圣洁保护你、祝

福你。但是我还是神，你还是人，神和人还是有

距离的。现在天国的门开了，神和人不再有距离

了，神可以不再受限制了。神说你要起来宣告：

这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自有永有

者，是住在蒙恩者的里面。 

我们常常讲，我接受主耶稣了，主耶稣进来

了、住在我里面了。你知道谁住你里面吗？你说

是永远的生命住在我里面了，为什么？因为祂是

自有永有的。你知不知道祂是无所不知的，无所

不在，无所不能的？我们讲到这位神无所不知，

我们就怕死了，主啊，那我好多事情祂都知道，

不，祂不仅知道，祂是住在你里面：你软弱，祂

忍受；你失败，祂忍受；但是祂不离弃你。这位

自有永有者要根据祂永远的神性，要在你身上成

为你的生命。祂住在我们这些蒙恩者的里面。 

2) 这位全有、全足、全丰的可以成为全备的

供应，联结在蒙恩者的里面； 

不仅这样，这全有、全足、全丰的神，现在

可以成为全备的供应，联结在我们这些蒙恩者的

里面。你知道现在你和谁联结吗？是和神联结！

基督在哪里？基督在我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当你说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时候，你要说，全有的

是我的生命、全足的是我的生命、全丰的是我的

生命。在永远里不改变的、自有永有的神，作了

我的生命，祂成为我全备的供应。 

我有这位主，今天我希望有一个大的房子，

但主给你一个小的房子。你会发觉，不是房子大

小的问题，是全足的这一位神住在你的里面。今

天我们都会有一个经历：外面真难，但是里面真

好；外面真受限制，但是里面真满足。为什么？

全有、全足、全丰的主成为我全备的供应，祂是

联结于我的，祂的生命是我的生命、祂生命中的

特点是我生命中的特点、祂如果生命里有胜过一

切的能力，在我活着的时候，我就能享受到；无

论外面有多艰苦、无论外面多难、无论外面多受

限制、无论人怎么活得受不了，我还是要感谢主！

主住在我的里面，成为全有、全足、全丰的全备

的供应，祂是住在我里面联结于我的。 

3) 这位满有活力、生命力、创造力的可以调

和在人里面； 

不仅这样，这位满有活力、生命力、创造力

的可以调和在人的里面。你有没有觉得很奇妙：

当我觉得很郁闷，就有一个东西来了，叫我喜乐；

当我觉得很受压，就有一个东西来了，叫我释放；

当我觉得很受限制，就有一个东西来了，叫我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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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起来。 

为什么？因为调和于我的是三一神，新约的

圣徒和旧约的圣民完全不一样。旧约的圣民他们

有外面的神，我们有里面的神。这位神住在我里

面，联结在我里面，也调和在我里面，满有生命

力：当我觉得艰苦，哦主啊！生命力来了！当我

觉得无能，哦主啊！活力来了！当我觉得绝对没

有路了、环境里我死定了，我说主啊！有个创造

力来了！ 

生命力、活力、创造力，现在都调和在我们

里面，所以，你信耶稣那个时刻，得着有多少吗？

你说我得着主耶稣了，主耶稣作我的救主了，主

耶稣作我的生命了，你知道是什么生命吗？是无

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生命。是全有、

全足、全丰、全备供应的生命，也是满有活力，

满有生命力，满有创造力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

联结在我们里面，调和在里面。 

4) 这位有创造大能的、在全智里的执行者可

以与蒙恩爱主的圣徒合并，带进神旨意的

成就。 

你要起来说，像我这样的人，还能爱主吗？

像我这样的人，还能满足神吗？像我这样的人，

还能叫神宣告因着得着我，祂何等喜乐吗？你配

也好，不配也好，神进来了，住在你里面，然后

你不断的享受，祂就是你的一切，祂就联结在你

里面，然后你不断地享受，祂就成为一种能、一

个力，在你里面运作，你就调和在祂里面，末了，

你就说了，“神哪！你要什么，我也要什么；你定

规是什么，我定规也是什么；我只愿意看见你神

圣的旨意成就。” 

祂这位有创造大能的、在智慧里的执行者。

这短短两句话，是你一生要经历的。你看今天这

个时候主耶稣能回来吗？你看圣徒等了两千年，

主耶稣能回来吗？你看人越来越堕落，终日所想

的尽都是恶，主耶稣能回来吗？但是你知道吗？

天地的主，住在我们里面的主耶稣，在天上是有

创造大能的主耶稣，祂能改，祂能有全新的制

作，创造出祂心头所要的，叫我们这些蒙爱的人

与祂一致，就是与祂合并。 

弟兄，你知不知道，你最有福的一件事，就

是你起来宣告：“主啊！你是什么，我就要是什

么。你要什么，我就要什么。你是生命，我愿意

以你为生命；你是能力，我愿意享受你是能力；

你有旨意，我愿意活在你旨意里叫你来满足。”

这个时候，这个人是与主合并的。主不仅住在你

里面，联结在你里面，调和在你里面，末了，合

并与你是一！你和基督也是一！ 

2. 门开了，三一神就可以藉着教会彰显祂万

般的智慧 

这个时候门开了，三一神就可以藉着教会彰

显祂万般的智慧。你看看教会中，你看看你旁边

的弟兄姊妹，你会起来说：“主啊，我敬拜你的

智慧！那个酗酒的，现在这么爱你；那个堕落过

的，现在这么爱你；那个书虫（博士），现在这

么爱你；那个爱钱的，经营大事业的，现在这么

爱你。主啊，我敬拜你！我的邻居这么爱你，我

也可以这么爱你。主啊，我敬拜你！我旁边的弟

兄这么爱你，我也可以这么爱你。” 

我们在一起，就成为一个教会的见证，教会

就显出神万般的智慧。神在你身上所作的是智慧

的工作，神在我身上作的也是智慧的工作。这些

智慧工作的总和，叫我起来说：“主啊，两千年

来你得着这样多的人。有的人是绝对有聪明才智

的，有的人是绝对无能的；有的人是有最高教育

的，有的人是没有什么教育的；有的人是大魂的

人，有的人是小魂的人。但是，主啊，我们在一

起，把你彰显出来。”这就是教会。 

开门的结果就是这样：天国的门开了，你就

可以进到天国里去；天国的门开了，天国的丰富

就可以释放出来。感谢主，因为天国的门开了，

外面的神成为里面的神，带领我们的神成为内住

的神，管理我们一生的神，成为供应我们一切的

神。我们就觉得奇妙，现在一切都不单单是外

面，乃是里面；不再是外面的神，乃是我里面可

以享受到、可以得着、可以摸着、可以经历到、

可以不断地从里面支取的一位神，今天这样与我

联结了，调和了，也合并为一了。我今天在地

上，要宣告：“地上所有的事物，我都可以不

要，我愿意为着基督而活，我愿意为着神的旨意

而活，我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成就神永远的心

意。”（韬） 

 

复习指引 

一、彼此问，互相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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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这篇信息里，是如何说到“天国”的？我们

应该如何实践的应用和经历天国的实际？ 

2、“天国的钥匙”和给钥匙的主，有什么样的关

系?我们应该如何去经历？ 

3、开门！开了什么样的门？有哪些见证？我们怎

么实际的经历开门？有哪些诀窍？ 

4、开门带来哪些祝福？我们应该如何去享受经

历开门带来的一切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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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与主真是一 

2. 生命诗歌 578，爱主要我何去，我就去 

3. 生命诗歌 639，大喜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