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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异象和启示 

第二十篇 使徒彼得（之十一） 

得着异象启示之人的一生 

（未经讲者审阅，仅供复习使用） 

 

负担的话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非常感谢敬拜主，给

我们这四、五个月来交通这一系列“异象和启示”

的信息。我感觉主还是对我们说话，东西是高一点、

深一点，但是整体上对大家应该是有益处的。这次

我们把它结束了，结束以前，我和弟兄们有点很自

然、自由的交通。 

一面来说，我们来回顾这几个月；另外一面，

我们下面应该怎么走。愿主带领显明，各个教会都

可以自由地聚会，长老们也可以自由地服事所在地

的教会。 

如果过了一个月、六周，或者两个月，疫情还

是没有放松，圣徒们还是不能很自由来在一起。我

们就要恢复再来讲使徒保罗和使徒约翰他们所得

着的异象和启示。 

合宜的复习--注意 Nugget 

感谢主，这几个月，我们应该这么做？我相信

各地负责弟兄都会有好的思考。但是也有弟兄问我，

这么多信息怎么复习？我劝弟兄们，不要一篇一篇

信息这样来复习，会太累。把每篇信息里的

“nugget”，就是里面的钻石、宝石，拿出来追求、

交通，这样对我们应该是有益处的。 

譬如说，我们说到异象和启示，这个应该是一

个很宝贝的认识。我们也说到，第一个异象，就是

天使向约瑟显现，那里特别说到：他要生一个儿子，

他叫耶稣。因为耶稣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拯救”，

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他们的罪里面拯救出来。

这就是一个很宝贵的东西。我们可以谈一谈，“主

啊，让我从罪中被拯救出来！”这可以产生很多的

交通 ，也可以带进很多的经历，对我们是有益处

的。 

又譬如说，马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愿意主

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这些都是很宝贝的。那几个

智者，他们看见那个星，就来寻求寻找。应该走了

很长的时候，至终这个星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传

讲信息时我特别说到：开头跟随主，星是很遥远的；

越跟随主，星离我越近；罪后星就在我的前头走，

我跟着这个星一直找到主耶稣。 

这应该是基督徒宝贝的一生。基督徒就害怕没

有星，一切都是黑暗，往哪走，什么都不知道。当

我看见有一个星在前面，我愿意跟随，开头感觉很

遥远，越跟随越近，越跟随越近，越跟随越有主的

同在，越跟随越感觉这个星就走在你的前面，你是

一步一步的来走主耶稣所量给我们的道路。 

在这些信息里，每一篇都会有一些“nugget”，

宝石，是值得我们进入和享受的。所以我们不需要

一篇一篇信息完整地进入，而是盼望各地的负责弟

兄，服事的弟兄，能够在神的怜悯里，很认真地过

滤一下，把里面的 nugget 找出来，然后大家一同

来进入这一个一个的点，这就会影响我们的一生，

对我们跟随主，有高的价值。 

*  *  * 

现在我们回到信息，结束在主耶稣对彼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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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数）给你...”（太十六 18-19）叫你开福音的门。不

光是彼得开门，保罗也在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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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是开了一个整体的门。保罗就一户一户、

一地一地去开门！今天我们都可以作一个开门的人。

像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点，我们大家追求，然后告

诉主，“主啊，你与我同在，让我也会开门。在这个

大院里开门，在这个邻居中、亲戚中开门，在所在

的城市、所在的学校中开门。”这都是能够帮助我

们跟随主的。 

跟随之人主的一生－－束上带子 

1．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 

2．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

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这个时候，彼得是一个有异象的人。他有了天

国的钥匙，他开了就没有人能关；这是何等荣耀奇

妙的事。现在我们就来问另外一个问题：彼得这一

生，到底怎么活在这样的启示和异象里来满足这位

神？我们容易感觉：我看见异象、我有启示了，我

就要走主的道路了，我就感觉澎湃了、满有负担了！

我愿意主打发我到非洲去，打发我到什么地方去。

我愿意劳苦为主作工。 

但是在彼得的身上，不是说没有这些，也有这

些。他开了犹太人的门，他也开了外邦人的门，他

也看望了许多的教会，他也照顾了许多主的羊群。

这些好像都没有错。但是在约翰福音末了，主复活

以后，向门徒显现。他对彼得讲了几句话，他先问

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约二一 15）连问三次，到后来彼得忧愁了，说，

“你知道我爱你。”主耶稣就回答他，说，“你喂养

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

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

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约二一 18）这短短的一句话，就描述一个有异象、

有启示的人跟随主的一生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像有两个阶段，一个是年幼的时候，一个是

年老的时候。我现在问你，“年少”是从几岁到几

岁，“年老”又是几岁到几岁？没有人知道。同时所

有年少的都有相对的年老，而最年老的也有相对的

年少！所以，这个你很难说，彼得到了哪一岁以后

他年老了。 

年少怎样？束上带子，照着你的意思服侍我。

年老以后呢？你要把手伸出来！哇，这个“伸手”

不简单，意思就是 I fully surrender（我完全的

降服），降服于这个政治，更降服于天上的主，知道

一切发生在我的身上都有主的美意，是主带领的。

所以年老的时候，我愿意把手伸出来；别人呢？要

把我绑起来，带我到我不愿意去的地方。 

这里约翰就加一个注，“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

荣耀神。”（约二一 19）彼得要为主殉道，钉在十字

架上，甚至有传说，他是倒钉在十字架上，为着主

的见证殉道。弟兄啊，你有没有注意这里有两个很

宝贝的字，是为着那些有异象而爱主的人的. 主耶

稣说，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

更深吗？然后主对他说话，他就忧愁，说，主啊，

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换句话说，还要

我说什么呢？我这么爱你，什么都给你了，你还要

我说什么呢？ 

但是，他又不好讲，为什么不好讲呢？他那个

时候就是带着门徒们去打鱼的；是他失败的时候、

对主没有信托的时候，主来显现了，告诉他，网怎

么撒就得着鱼了。然后主耶稣就在他们身边了，我

想彼得低着头叹气，“这一下我又给主耶稣逮到

了？！”你说多羞耻啊！我是老大，我是有托付的，

有启示的；你看我多软弱啊！但是主还是问，“你爱

我吗？”我没有问你刚强软弱；我问，“你爱我吗？”

所以有启示的人记住：一生要爱主！然后主耶稣就

告诉他，你怎么来跟随我，你一生会怎么样？ 

你有年少的部分，年老的部分。年少部分你束

上带子，束上带子是一件非常好的事。记不记得主

耶稣举这个例，有个仆人到田间去作工，作了一天

工回来，那应该就可以吃喝了？主耶稣说，不是，

仆人回来以后，还要束上带子，伺候主人。（参路十

七 7-10）换句话说，你在田里作工，倒蛮自由的；

你回到主面前，主说我要给你限制的，你要束上带

子，你要给我做饭，叫我饱足。我吃饱了，你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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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吃的。 

所以这“束上带子”，对主来说，是一个非常严

谨的事。我束上带子了，就是我整个人约束起来了；

我束上带子了，是我整个人让主来作我的限制了；

我束上带子了，就是我现在愿意有能地、有力地好

好来跟随主、来爱主。然后，我所作的，是我预备

一顿饭，叫主来满足。主满足以后，感谢主，我也

就得着满足了。 

现在，主耶稣告诉他，你年幼的时候，你要束

上带子。换句话说，你是有主的，你是为着主的，

你是要主满足的。但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很容易

有负担，你很容易到各地去，你很容易，“照着你的

意思来服事我”，随意往来，反倒还要过了一点。你

年幼的时候，要照着你的意思啊，来服事我。对不

对？是这样。 

彼得的一生，就是照着他的意思来服事主的。

你说有没有主？有主。是不是为着主？是为主。是

不是为着主的见证？是为着主的见证。是不是为着

他的托付？是为着他的托付。这一切都是。但就是

有一点，服事的时候，蛮自由的：照着我的意思，

我来服事他。但是你说，哇，那彼得太差了。不不

不，彼得那个“我的意思”，就是他在托付里的意

思。我已经看见启示、异象了，我有托付，我认识

基督、我认识活神的儿子了，我认识建造的教会了。 

根据这一个，我来服事。在我服事的时候，我

又是很自由的：照着我的意思。主耶稣好像不太称

许，但也没有责备。就是有一天你会长的，长到年

长的时候，有一天我要你完全活在我的主权里，完

全以我为大。别人要把你捆起来、绑起来，然后叫

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就是死在十字架上。 

弟兄你知不知道啊，一个有启示有异象的人都

包括在这一句话里了。你有没有启示？有！有没有

异象？有！有没有看见？有！有没有托付？有！有

没有从神那里来的超凡的、属天的、特别的东西，

一个主所启示给你的？有！但是啊，就是这样，主

的回答却很简单：“你知不知道啊？有这个真好。”

你说你还有一生，你这一生，说不得胜，它束上带

子了，它完全为着主。说是完全得胜，它又好像相

对的自由；我愿意到哪里去，我就到那里去。这个

好不好？主耶稣没有说好不好，我们也不要说好不

好，至少，比不束带子好，比你为自己生活，比你

为自己家庭、事业，那好太多了。至少，我是有异

象的，根据异象，我虽然带着热心，热忱的来服事

主。 

主就说了，这一生有没有价值呢？这个价值，

最终是显现在你年老的时候。当别人把你绑起来，

你愿不愿意把手伸出来？我年幼的时候，我很自由。

我年老的时候，手伸出来！什么叫“手伸出来”？

教会可以叫我把手伸出来，为着教会，我失去自由；

弟兄姊妹可以叫我把手伸出来，为着他们的好处，

我失去自由；为着见证的刚强，我可以把手伸出来，

为着主的见证，我愿意出一切的代价。早期，我的

脚是自由的；现在，我的手是伸出来的。这就说出，

一个有启示有异象的人，他的一生就是这样甜美的

一生。他好好跟随主，束上带子跟随主，又是照着

他的意思。你说，是不是出乎主的？至少主许可，

至少他是在服事主！到后来，成熟以后，罗马兵丁

来捆绑他，然后钉他十字架了。他年老时的经历，

弟兄不好，你活不好；教会不刚强，你活不好；福

音传不出去，你活不好；弟兄姊妹不肯爱主，你活

不好；一位、几位很有盼望的弟兄或姊妹去爱世界

了，你也活不好！ 

这就是，我的生活不再是我要去作什么，而是

整个的一切成为我的限制，叫我更多来跟随祂。一

个跟随主的人，有异象的人，他的一生是什么呢？

我告诉你，豪迈、活泼！末了，却又是在一种限制

的里面。你想想看，我既然有看见，我有托付；所

以我根据我的托付，我束上带子。换句话说，我这

个人，完全不轻松、不自由，我这个人是受约束的。

我束上带子，照着我的意思，因为我还不知道。我

就这样来服事，那样来服事。有没有刚强？有；有

没有失败？有；有没有得胜？有；有没有软弱？有；

有没有工作的成功？有；有没有工作所给他或者工

作自己的摧残？也有。这是我们的一生。 

有异象有启示的人知道，我认定于基督，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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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有这样的一生，真是说不出的甜美。我愿意告诉

主，主啊，我现在年老了，所以现在限制我的比较

多。这些教会，可以限制我；弟兄姊妹，可以限制

我；特殊的情况，可以限制我。年老了，还没有被

绑到上十字架吧，但是至少开始觉得受限制了。好

不好？好，以前你说：“我到非洲去，我到南美洲

去，我到澳洲去，我到东南亚去，我到中国去。”好

不好？也好，他是一个阶段。一个看见异象的人是

束上带子的人，世界得不到他的。但是他在运作的

时候，虽不能说那样完全有主，却是联于主的。 

跟随主之人一生的试探 

1. 不能舍弃魂生命 

感谢主，接着就是两个实在的例子。第一个是

“舍弃魂生命”。在马太十六章，当主给彼得这个

启示、异象，“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我

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我想那个彼得觉得真豪

迈！我的名字不再叫西门了，我的名字叫 Petros，

我的名字叫石头，我要联于 Petra，基督。我是 Petros，

我的主是 Petra。我们两个只有一样，Petra。基督

是阴性的，我是阳性的。基督生育，我把他长出来。

哇，这一切都太好了。没有想到主耶稣讲了，你知

道吗？我们现在要去耶路撒冷，去了以后，他们要

叫我受许多的苦，要打我，要钉在十字架上；但是，

第三天，我要复活。 

彼得似乎没有你们听道的能力，如果我是彼得，

以我今天听道的能力，我大概什么打啊、钉十字架

都没有听见，我只听见复活。我立刻抓住主：“主

啊，你要复活，这是怎么回事？”因为人没有复活

的嘛，对不对？但是，主虽然说了：“第三天我要复

活。”他却只听见前面的，他就说：“主啊，那怎么

可以？万不可如此，这不能临到你！你怎么能够被

鞭打，你怎么能去钉十字架，你怎么能死，这不得

了？！”他没有听见复活。（我在这里顺便提一下，

弟兄啊，听道是要有本领的，会听道的人就听见复

活，不会听道的人就听见受死。） 

撒但，退我后面去吧 

彼得没有想到，主耶稣看着他：“撒但，退我后

面去吧，因为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

（太十六 23）刚刚才是彼得，刚刚才拿天国的钥匙，

刚刚是开福音的门，现在变撒但了。这一个人当他

是承受托付的时候，他完全是与主是一的。但是另

外一面，他还住在人的感觉里，“我的主要死了，我

的主要离开我了。那太痛苦了，主的死法也太痛苦

了。他离开我，那我们怎么办？所以主啊，这事万

不可临到你。”主耶稣回答说：“撒但，你退我后面

去！” 

你知不知道，有异象、有启示的人，并不表示

都属天，不小心也跟着作撒但的事！连主耶稣自己

都告诉彼得，你像个撒但。祂没有骂彼得，祂是骂

撒但，“撒但，你退我后面去吧。” 

请注意，下面主耶稣就讲了，你要舍弃你的魂

生命，就要得着这个魂生命；你若爱你的魂生命，

就要失去这个魂生命。（太十六 25，按原文）所以，

彼得啊，你有了启示了，有了异象了，第一个选择，

就是你到底要保留你的魂生命，还是失去魂生命？

我想弟兄们，你们大概都会回答：“那当然是失去

了！”讲好讲，但是为什么一个房子可以搞得你昏

头脑涨？为什么职业可以搞得你昏头脑涨？为什

么学位可以搞得你昏头脑涨？为什么地上一点点

东西来了都可以搞得你昏头脑涨？为什么？就是

因为你爱你的魂生命。 

我有我的魂生命，我多希望我钱财的供应不会

缺少，我多希望我住的地方叫我觉得非常安详，我

多希望我可以吃到我想吃的，我可以过我想要过的

生活；我多希望……。我也知道如果怎样怎样，开

公司，上网络，上电视，给人看一看……。我告诉

你，不小心，那都是魂生命的东西。 

但是我们很难拒绝，要怎么拒绝呢？今天一个

房子可以卖给你，价钱也好，你也出得起这个价，

你拒绝吗？今天一个弟兄告诉你，我是刚买一个车，

是个名牌车，我只开了三个月，现在我有点特殊的

事，我把车卖给你，是我原价的一半，你买不买？

你立刻就买嘛！你不会讲：“让我祷告祷告，这个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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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的魂生命有什么关系？”你只有想：“哇！我现

在可以开一个弯腰牌，就是 Benz；我要开一个 BMW，

我开一个什么……”你立刻想到：“哇，我才花了多

少钱，就开了一个几乎新的 BMW，那我简直太有福

了，感谢赞美神！”神说：“我从来没有把这个给你

啊！”你说，“噢，主啊，我现在管不了那么多，我

先买来再说，我买来以后，主耶稣，我会向你认罪

的，你也一定赦免我，我知道你的。” 

一生最大的仇敌 

你知道多难吗？一个有异象的人，他一生最大

的仇敌，就是他的魂。他会拣选“我觉得是好的”，

“我觉得读书是好的”，“我觉得赚钱是好的”，“我

觉得投资是好的”，“我觉得开发是好的”，“我觉得

产生什么东西是好的”。不是说它不好，有的人，他

也作很大的事，非常爱主；有人他作一点点事，那

一点点事就把他就带走了。 

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怜悯，一个有启示的人要看

见：我的灵完全认识主，我的灵完全有主，我的灵

完全联于主，我的灵叫我能够健康地活着；但是我

的魂有好多的贪图。主啊，求你救我，求你叫我作

一个舍弃我魂生命的人，I forsake my soul life，

我愿意把我的魂生命都丢弃了，我愿意单单纯纯地

跟随主。你知道彼得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再高的

启示，再多的异象，都会在经过你魂生命的时候受

到了挫折。我都看见了！我都看见了！这老板就讲

一句话：“哎呀，你的表现很好，现在我升你作什么

什么，你会忙一点，但你待遇高太多了。”你是喜欢

呢，还是告诉老板：“老板，我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你说：“我当然是第二种啊，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我愿意告诉你，我爱主这么多年，这样的人我还没

见过。除非那些全时间的，就这样奉献的。一般来

说，一点升迁，一点薪水的增加，一点什么东西好

啦。“公司愿意把你调到纽约去”，“哇，纽约”。“我

们在纽约有个房子可以给你住”，“哇，那更好了”。

我告诉你，有几个人愿意说，我有了启示，有了异

象，所以我愿意舍弃我的魂生命，好叫我得着我的

魂生命；好叫我的魂更明亮，好叫我的魂更被主用，

好叫我的魂更有价值，好叫我的魂更联于主，好叫

我的魂能够与神的经纶更一致？这就是我舍弃了、

我又得着了。一个小的事来了，你保守魂生命；结

果，你会失去它。彼得这一生，他第一个经过的就

是，魂生命。你有启示有异象，要注意你的魂生命。

注意你的拣选，一定要拣选上好，拣选神，拣选主，

拣选主一切的工作。 

2. 不能只专注于基督 

感谢主！不仅这样，过了一周，主耶稣把他们

带到山上去了，就是主，还有彼得、雅各和约翰，

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像了；其实就是主把祂里面那

个荣耀显出来了。突然，祂衣服洁白如光，脸面明

亮如日头；因为祂就是神啊！衣服洁白，说出祂完

全满足神的义。 

在基督的荣光中，会有摩西和以利亚 

在这样的荣光里面，摩西也来了，以利亚也来

了。摩西、以利亚是没有光的，但是他们进到光里

来了。摩西在地上的时候，他脸上有荣光，是个渐

渐褪去的荣光，以利亚没有看见荣光就升到天上去

了。这两个就显现在主耶稣那个荣光里了。真是奇

妙，弟兄啊，跟随主很有意思：你为什么跟随主？

主是有荣光的主；你为什么跟随主？主是一切的主。

那和主一起在主的荣光里，你会看见什么呢？看见

好多属灵的人完全满足律法。你看见他们活着，非

常敬虔，非常有神，你觉得这一班人的生活，是值

得你羡慕的。 

摩西说出完美的、属灵的活出 

一个小故事。有个小姊妹，小女孩儿，听见个

很有名的属灵人到她家里来。她父亲就给他倒杯茶，

她就想：属灵人喝茶吗？没想到那个弟兄拿起茶来

喝了。她很吃惊，属灵人爱喝茶呀！你知不知道我

们是到处找摩西的啊？我们盼望有的人这么完美。

所以有时候人讲，某弟兄有缺陷 ，人会说，“啊，

这还得了。”我请问你，是人怎么会没有缺欠？但

是我们会觉得，我喜欢摩西，完美的摩西，甚至于

完整的摩西。所有的律法是藉着他颁布给我们，带

我们到基督那儿去。人感觉，我愿意看见属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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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属灵的人作什么都是属灵的。 

有一天，有个弟兄，因着一个很合理的原因，

跟一个人争执起来了。我在他旁边，觉得是应该争

执。但是另外一个站在旁边的弟兄，后来告诉我：

“某某弟兄被摸着了。”意思就是他生气了。那个

弟兄是非常可爱可尊敬的一个弟兄，那个弟兄后来，

就没有好好地走我们走的路。不简单啊，人都是找

摩西，找完美的属灵人；当这个属灵人出来的时候，

我们觉得太好了，太好了。旁边还有一个，是完全

为着神的国度争战的大先知以利亚。你在教会生活

中会找两帮人，你爱的是基督，要的是基督，跟随

的是基督，基督的荣光也可以充满你；就在这样的

时候，你的灵非常满足，非常喜乐，觉得主太好的

时候，摩西就出来了，以利亚也出来了。你看见一

个弟兄，哇，spiritual，he is really spiritual，他真属

灵，真属灵啊。 

以利亚说出大有能力、能为着神的国争战的 

还有人，讲道讲的真好，真有供应，他为主说

话的时候那个震撼，他为主说话的时候那个感力，

不可思议，以利亚来啦！有他，我们得喂养；有摩

西，我们有榜样。这个时候你就感觉，爱主真好。

我有三根柱子，一根柱子是耶稣，一根柱子是完美

的属灵的生活，还有一根柱子就是豪迈地把神的经

纶、神的心意都释放出来，好叫众人都爱主、都来

跟随主。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领会，那个局面是

很容易迷惑人的。摩西有没有荣光？没有；以利亚

有没有荣光？没有。他们进到主的荣光里，他们也

有了荣光；但是这个荣光是主的，不是他们的。今

天有个人讲道非常有能力，但这个讲道的能力是主，

不是他；今天这个弟兄的生活完全属灵，但这个完

全属灵的生活是主，不是他。 

你知不知道，当主耶稣告诉彼得，年轻的时候，

你可以束上带子完全为着主，为着我作工，照着你

的意思来服事主。到了末了的时候，我要把你绑起

来。然后，在他实际的生活有两个东西，第一个就

是他的魂生命，他不断的要面对魂生命的拣选，你

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要这样，不要那样。第二，

他也盼望完美，他也盼望属灵，他盼望他就能像摩

西一样。像我刚刚爱主的时候，好多弟兄都是摩西。

他们怎么拿圣经，怎么走路，怎么讲话，我都羡慕。

荣光是主的荣光，这些弟兄是因着主过这个生活的。

但是当我在荣光里看见了“他们”，就取代主了。同

时，假如再有先知被主兴起来。一个先知，两个先

知，为主说话大有能力。教会复兴，圣徒得鼓励起

来爱主，福音得以广传！你说，“哇，何等的以利

亚”！本来不是很干净吗？就是主耶稣。“祂衣服洁

白”，换句话说，祂，在祂身上找不出缺欠。“祂脸

面发光”，换句话说，祂就是把神显出来给我们看，

祂是完美的神、完整的神、无可挑剔的、叫人敬拜

的我们的主。就在这样的时候，摩西出来了，以利

亚出来了，也进到这个荣光里了。 

在跟随主的路上，彼得就有这么一个问题了，

这三个太好了，所以他讲这句话：“夫子啊，我们在

这里太好了，我要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主耶稣），

一座为摩西（属灵人），一座为以利亚（就是大有能

力，为着神的国争战的弟兄）”。你有没有注意，这

个时候他的异象失去了。他原来的异象很清楚，“你

们说我是谁？”他回答：“你是那基督，那永活神的

那儿子”。你是独一的基督，独一的神的独生爱子。

但是当他这样跟随主的时候，有个东西开始试炼他：

我能不能像某弟兄那样讲道？我能不能像某弟兄

那样属灵？我能不能像某弟兄那样能够在弟兄们

中作一个完美的见证？我能不能接受负担起来为

主开一个特会？起来为主作一些什么事？然后，教

会就大复兴了，弟兄姊妹就爱主了。我跟你讲，你

开头爱的是主，现在，属于主的摩西，属于主的以

利亚都进来了。 

而且呢，好像和主一样了，只是排名有分次。

排名第一是耶稣，第二是摩西，第三是以利亚。我

要作三座棚，一个为你，一个为摩西，一个为以利

亚。然后怎样呢？我跟雅各、约翰，我们就坐这里

鉴赏你们。我不能没有主，但是我何等羡慕，我有

摩西；我何等愿意，我像以利亚；我何等愿意，我

就成为主见证那个最宝贝的支撑。摩西来了，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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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光，就告诉你，律法和律法中的一切事都是荣耀

的，如果是联于主。以利亚来了，显出荣光，就说

出，所有先知的说话都可以是荣耀的，如果是联于

主、出于主、为着主。但是这个时候他有一个感觉：

“主真好，摩西也不错，以利亚也不错，所以我作

三座棚吧”。 

这是我的爱子 

你知不知道呀？所有有启示有异象的人，都会

面对同样的挑战。你爱一个弟兄，你尊敬他是对的，

你欣赏一个弟兄的职事是可宝贵的。你想到那些前

面属灵的人为我们开的这个路，叫我们今天能这样

来服事祂、认识祂、跟随祂，也是对的。但是不知

道为什么，不知不觉，路德取代了基督了，或者和

基督平等了。不知不觉，达秘取代了基督了。不知

不觉，很多属灵的人都取代基督了。我愿意和弟兄

们讲，我没有见过倪弟兄。我有时也问自己，如果

倪弟兄还没有走，那现在主和倪弟兄，我们会不会

把他们放在一块去了？当然主永远排名第一，倪柝

声第二。他又好像摩西，他又是以利亚，你看看他

为主释放的话，为主说的话。弟兄啊，就在这个时

候，神打断他的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你们要听祂！”神把他带回到他原初的启示和异象

里。 

亲爱的弟兄，你有异象跟随主，第一，我会束

上带子，照我的意思来服事主。感谢主，都可以，

因为慢慢的你就懂了，主在祂带领里的制作。第二，

不小心魂生命就来了。我特别爱什么地方，我特别

爱什么弟兄，我特别爱哪一群弟兄姊妹，我特别怎

样……弟兄啊！人的感觉就出来了。主就告诉你，

你要舍弃你的魂生命啊！你不要拣选它，你要爱主

所爱的；你要宝主所宝的；你要事奉主所事奉的；

你要把自己完全归给弟兄和姊妹，而不是照着你魂

中的喜好。不仅这样，第三，主就说，你要从宗教

里出来，在宗教里有主，在宗教里有摩西，在宗教

里有以利亚。但是，当你跟随主的时候，只有一位

神的儿子，祂就是神的儿子，是神所喜悦的，祂是

要我们听从的。所以神的回应对彼得：“这是我的

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祂！” 

大概我们这一生，都会面对这三个阶段的试探，

或者试验。第一，我们可不可以一直不断的束上带

子，然后照着我们感觉是出乎主的来服事祂。到末

了，我们可不可以成熟到一个地步，主啊！我不仅

到外面去劳苦、服事你。我也愿意，好多东西成为

我的限制，我愿意把手伸出来，愿意教会的健康度

限制我，愿意弟兄姊妹的追求限制我，愿意弟兄姊

妹的益处限制我。我愿意，作一个受限制的人，走

十字架的道路。这就叫作走十字架道路，这就叫作

背负十字架。我愿意，让所有对你有益的、对教会

有益的、对圣徒有益的那些益处来限制。我愿意把

手伸出来，绑着我吧！我以前也作太多事，是我觉

得对的，我都把带子束起来了；但主说不够，你还

要受限制。 

不仅这样，主还说，你要舍弃你的魂生命。不

仅这样，父神还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所爱的、

所跟随的、所仰望的、一生所执着的，只有一位，

就是神的爱子，耶稣基督！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

悦的。你可以有摩西，但这不是我喜悦的；你可以

有以利亚，但这不是我喜悦的。所以弟兄啊，你看

见好多属灵人，你真是羡慕！神说，这不是我喜悦

的，我喜悦的是你有我，单单的有我，单单的爱我，

单单的跟随我，任何其他的都不是你要的。你不要

有摩西，不要有以利亚，你能看见，有摩西有以利

亚，这个显出来的荣耀是更加的完美，但是中心还

是耶稣基督自己。你要说，主啊！我这一生，愿意

认定于你！ 

末了的话 

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这二十篇信息的

结束的话。好不好，我们告诉主，主啊！我愿意事

奉你，我也在我能力之内事奉你，因着事奉成长，

一直长到有一天，主啊！我愿意伸出手来受各面的

限制，因我愿意与你是一呀！不仅这样，你可不可

以讲，主啊！在我这一生跟随的过程中，我是舍弃

魂生命的：不是一个好的职业，不是一个好的学业，

不是一个好的地方，不是一个好的生活；而是，主

啊，我要得着的，就是你自己！我的心思就是要赢



 8 

得你！不仅这样，末了，我们能不能说，主啊！我

也不愿意在宗教里。我愿意有基督！感谢主，你有

摩西，你有以利亚，但是我爱的、跟随的还是基督

自己。弟兄啊，我们愿意好好这样来走主的道路。

我们生存的价值是高的，我们生活的价值是高的，

主怜悯我们。 

也许过一两个月以后，看主的带领，如果疫情

都过去了，那么各教会好好聚会。如果疫情还不能

过去，还不能来在一起，过一两个月以后，我会再

回来，和弟兄们接续，讲使徒保罗的异象和启示，

使徒约翰的异象和启示。他们得着什么，怎么被构

成，而活出基督来！求主怜悯我们，谢谢主，也谢

谢弟兄姊妹，感谢主。（韬） 

 

复习指引 

一、彼此问，互相答： 

1. 什么是“束上带子”？年幼时跟年老时的

“束上带子”有什么不同？ 

2. 在什么事上，你不容易舍弃“魂生命”？ 

3. 在变化山上，摩西代表什么？ 

4. 在变化山上，以利亚代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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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4 首 后是膏油先是血   

2、生命诗歌 141 首 惟有耶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