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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片 1

B1 Bible, 2020/4/8

1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

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读经
彼前二

2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

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

3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 就必如此

彼前二
1-6

3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

4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

5你们来到主面前 也就像活石 被建造成为灵宫5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

作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6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

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7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

匠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读经
彼前二

8又说：作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盘石。他们既不顺从，

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

9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彼前二
7-10

9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10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 现在却作了神的子民；10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作了神的子民；

从前未曾蒙怜恤，现在却蒙了怜恤。



建造灵宫建造灵宫
彼前二1-10

诸长乐牧师 2017 06 11诸长乐牧师 2017.06.11
分享于东京国际基督教会

谢谢主的恩典 我们教会的整修已经完成了将近三分之谢谢主的恩典，我们教会的整修已经完成了将近三分之一，
这当中有很多的不方便，

但求主感动弟兄姊妹 一起用祷告来托住这个工程但求主感动弟兄姊妹， 起用祷告来托住这个工程。
我们希望有一个很荣美的教堂，可以在这里彰显神的荣耀！

圣经中的一个名词：教会 并不是指有形的建筑物圣经中的 个名词：教会，并不是指有形的建筑物，
「教会」是指：一群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得救，有圣灵在他们当中。
在旧约，教会也是一个特别的名词：指一群因着特殊目的而被呼召的人。在旧约，教会也是 个特别的名词 指 群因着特殊目的 被呼召的人。
今天我们有很好的教会可以聚会，但早期的教会并没有像这样的建筑物。

早期的教会非常兴旺，在当时却是一个不合法的团体；
他们被逼迫 没有固定的聚会所在 多数在弟兄姊妹的家中聚会他们被逼迫，没有固定的聚会所在，多数在弟兄姊妹的家中聚会，

直到第四世纪，基督教在君士坦丁大帝的国教化之后，才准许盖教堂。

旧约的以色列人也建圣殿，甚至他们觉得有形的圣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旧约的以色列人也建圣殿，甚至他们觉得有形的圣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圣殿高大宏伟，有了圣殿就表示有上帝的同在！
但是他们却不过讨神喜悦的生活，不遵行上帝的律例和典章；

甚至大难来临 先知宣告要被掳 还在高喊说甚至大难来临，先知宣告要被掳，耶七还在高喊说：
「我们有耶和华的殿！所以一定平安！」事实上后来通通被掳亡国了。

教会的兴旺与否或者健康与否 是建立在我们怎样教会的兴旺与否或者健康与否，是建立在我们怎样
回应上帝的话，过一个讨上帝喜悦的生活。

「有形的教堂」当然是上帝的恩典，
但是神的心意更在每一个礼拜来到他面前敬拜他的人身上。

他更关心的乃是「圣灵的殿」；
他更关心我们这些来敬拜他的人 献上的是什么样的祭物他更关心我们这些来敬拜他的人，献上的是什么样的祭物；
他也关心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有没有去行。

一、预备材料
当你要买一个房子 一定会注重哪一个地点 要离车站近 生活机能方便当你要买 个房子， 定会注重哪 个地点，要离车站近、生活机能方便。
台湾有一个传道人，他很辛苦，在中下阶层的单亲家庭长大，交了女朋友，

准岳母说：「你没有房，我就不会把我的女儿嫁给你。」
他实在没有钱，就到一个很远的山上的社区，辛苦贷款买了房子。

后来奉献做传道人、要到南非宣教，他要卖房子，但是连房屋仲介都说：
「不必去看 房子盖得好漂亮 但是卖出去的只一户两户 太不方便！」「不必去看。房子盖得好漂亮，但是卖出去的只一户两户，太不方便！」

后来教会的弟兄姊妹用爱心帮他把房子处理掉。
我在这里提醒要做岳母的：要你的儿女有一个幸福的生活，不要逼死他们。

买房子第一看地点，第二看它的建材如何，如果建材非常好，
住在里面会觉得非常安心；但如果是偷工减料的材料，

住豆腐渣的工程，我想没有人敢住。
旧约建造圣殿或会幕所用的材料都是非常宝贵的，同样地，

建造属灵的圣殿 上帝也要用宝贵的材料 属灵宫殿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建造属灵的圣殿，上帝也要用宝贵的材料。属灵宫殿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此外没有别的根基。我们这些人就是建筑的材料。

圣经说：主耶稣像一个活的石头，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石头；主是活石，
乃是能够使人有复活的生命和盼望的 每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 也像活石；乃是能够使人有复活的生命和盼望的。每 个人来到主的面前，也像活石；

也就是说，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每个人都要有一个特质：要像主耶稣。
「儿子」跟「石头」在希伯来文的发音几乎一模一样，所以，

彼前一我们蒙了重生，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上帝的福音

和他的道。我们有了神的生命，因此就像一个活石一样。

活石需要具备的要素 每个人信主以后 都有 个「除旧布新」的动作第二章活石需要具备的要素—每个人信主以后，都有一个「除旧布新」的动作
在我们身上，有的东西要除去，有的东西要加添。五个东西要除去：

1.恶毒—各式各样会造成别人受伤害的行为，要除掉。每个人都受过别人的伤害，1.恶毒 各式各样会造成别人受伤害的行为，要除掉。每个人都受过别人的伤害，
但要小心，不要让这样的伤害在我们里面成为苦毒，如果不把这个苦毒除掉，
我们就会用这个恶毒去伤害别人。好朋友提醒我：「如果你要转换服事的工场，

不可以把上一个教会所受的伤害，不处理完就离开。
如果不处理好离开了，到新的地方，会把这样的伤害带给别人。」

不管在家庭 工作 每一个人际关系 都是如此 求主帮助不管在家庭、工作、每 个人际关系，都是如此。求主帮助，
特别如果在原生家庭受到了伤害，不要把这样的伤害带到我们自己组成的家庭。



2.诡诈—用欺骗的手段，达到个人的目的。
我在这方面有很深的领会：神不在乎我们还不明白的时候我在这方面有很深的领会：神不在乎我们还不明白的时候

对他抵挡的态度，但神却在乎我们是不是「诚实」！
约一腓力告诉拿但业，

「那位弥赛亚，我们已经遇见了，就是拿撒勒人耶稣。」

拿但业讲了一句非常不客气的话：「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如果我们
听到这句话 定很不舒服 对不对？但他却是很真实的反应内心的状况！听到这句话，一定很不舒服，对不对？但他却是很真实的反应内心的状况！

主耶稣并没有责备他，反而说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
在他的心里是没有诡诈的 。在他的心里是没有诡诈的 。

耶十七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

我们常常只能看外表，但上帝是鉴察人心的上帝，要按他所行的来报应他。
求神帮助我们 常常向神心存诚实求神帮助我们，常常向神心存诚实。

3.假冒为善—虚伪、表里不一，这是破坏彼此相爱最严重的
一件事 如果一个人你发现他不真 他是假的一件事。如果一个人你发现他不真，他是假的，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愿意跟他再交朋友。

4.嫉妒—
种内心想占有的骄傲一种内心想占有的骄傲，
强烈想要得到那原来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嫉妒的罪：嫉妒的罪：
让该隐把亚伯给杀了；
让扫罗疯狂地追杀大卫；让扫罗疯狂地追杀大卫；
让约瑟的兄弟把约瑟给卖到埃及。

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真的好好地对付这些事情。

5.毁谤的话—
随便地去贬低 说别人的坏话 刻意地去伤害别人随便地去贬低，说别人的坏话，刻意地去伤害别人。

这都是要从我们生命当中除去的杂质。

要加进一些东西：
我们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 就好像 个初生的婴孩爱慕奶 样我们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就好像一个初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

我们对上帝的话语要有强烈的渴慕，不仅听上帝的话、
学习上帝的话 默想上帝的话 也运用 遵行上帝的话学习上帝的话、默想上帝的话，也运用、遵行上帝的话。

一个婴孩的健康与否，在于他的胃口是不是好。
我的大孙女不爱吃又不爱睡，很难带；所以当我的女儿我的大孙女不爱吃又不爱睡，很难带；所以当我的女儿

怀老二的时候，就跟我们的亲家同心合意地祷告：
「上帝呀！给他们一个好带一点的老二：好吃、好睡！」

神真的听我们祷告，我们的老二就是好吃好睡！
一直到现在他已经两岁多了，每次跟他视讯说「叫外公」，
但是在他吃饱之前，绝对不叫我；因此他的发展、体重非常好。

现在他已经超过四岁姊姊的体重，
在美国人的婴儿比里面都是名列前茅 真是为亚洲人争光！在美国人的婴儿比里面都是名列前茅，真是为亚洲人争光！

一个健康的孩子就会爱慕奶！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就会爱慕上帝的话！
我们每年都做健康检查 最好的健康检查就是：你对上帝的话是不是仍然爱慕？我们每年都做健康检查，最好的健康检查就是：你对上帝的话是不是仍然爱慕？

你读到上帝的话会不会恐惧战兢？我常常读到一个地步—非常地敬畏！
因为我知道：上帝和上帝的道是轻慢不得的！当我敬畏神、遵行他的话时，因为我知道：上帝和上帝的道是轻慢不得的！当我敬畏神、遵行他的话时，

就走上一条蒙福的道路；当我轻忽上帝的话，尽管我是一个传道人，
就会落在非常悲惨的命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爱慕上帝的话。

当愿意除掉上帝要我们除掉的那些不好的部份，
去爱慕神要我们爱慕的部份，我们就成为一个好的建材！

我们都希望到一个好的教会，但是东京国际基督教会是由我们每一个人组成的，
如果你不好好地追求，你就是教会的破口！就是这个教会偷工减料的部份！
当我们批评教会这里不好 那里不好的时候 先要问 问当我们批评教会这里不好、那里不好的时候，先要问一问：

我自己的这一部份有没有偷工减料？我是一个好的建材吗？
上帝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刚才我有一阵子心脏非常不舒服上帝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刚才我有一阵子心脏非常不舒服，

我知道神很重地在提醒我们每一位—我是好的材料吗？你是好的材料吗？



二、教会奉献给神的是什么？
利未记每一个到神面前的人不可以空手来，都要带着不同的祭物来到神面前：利未记每 个到神面前的人不可以空手来，都要带着不同的祭物来到神面前：

赎罪祭、赎愆祭、燔祭、素祭、平安感谢祭—
今天你我带了什么样的祭物来到神面前？

神最喜欢的是「燔祭」。利未记一开始启示的第一个祭物就是燔祭，
也只有燔祭是全然焚烧献给上帝。上帝所要的燔祭是什么？
罗十二1「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这是上帝所喜悦的 」上帝配得我们生命当中罗十二1「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上帝所喜悦的。」上帝配得我们生命当中
最好的，但是我们却常常把剩下的、不要的献给上帝！上帝配得我们的全部！

弟兄姊妹，每一天为主而活—是上帝最喜欢的祭物！弟兄姊妹，每 天为主而活 最喜欢的祭物

第二个是「赎罪祭」。有人会说：「牧师，我每个礼拜来做礼拜，我还奉献，
不错了吧！」但是上帝更看重的是我们有一个「为罪忧伤痛悔的心」；

忧伤痛悔的心，上帝是不会轻看的(诗五一17 )！我们的神是靠近伤心的人，
他拯救灵性痛悔的人。旧约的第一个王扫罗王，想要用牛羊来

贿赂上帝 结果他只贿赂了自己的良心而已 上帝对他说：贿赂上帝，结果他只贿赂了自己的良心而已。上帝对他说：
「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撒上十五22)

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没有常常「献上感谢」？
我们常常会跟神说：「主阿！求你帮助我！求你拯救我！」我们常常会跟神说：「主阿！求你帮助我！求你拯救我！」
但是 诗五十14 却告诉我们，你要在患难当中蒙神拯救吗？

「在你顺利的时候，要常常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在你顺利的时候，要常常以感谢为祭献给神，
而且要向至高的神还你的愿；

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在患难之日神就会搭救你。」
顺利的时候不感恩，向神许的愿随随便便地轻忽，

怎么指望在患难的时候上帝拯救你？感恩会使我们蒙更大的恩，
路十七 十个长大麻疯的只有一个回来「感恩」，

其他九个人是得到医治的恩典，但回来感恩的人得到了更大的「救恩」。
传五 你向神许愿的时候 偿还不可迟延传五 你向神许愿的时候，偿还不可迟延。

我们有时在顺利时候许愿，有时在困难时候许愿，
但事情成就时我们就忘了！但事情成就时我们就忘了！

我们跟神说：「对不起，我当时一时冲动！」

士十一 士师耶弗他，当神用他去跟仇敌打仗的时候，他说：
「如果上帝使用我能够打胜仗 我回家的时候第一个来欢迎我的人「如果上帝使用我能够打胜仗，我回家的时候第一个来欢迎我的人，

我就把他献上。」
结果，出来迎接他的是他的独生女儿，结果，出来迎接他的是他的独生女儿，

他虽然舍不得，还是把他的女儿献上，
但是这样的献上却成为了永恒的纪念，

以色列中有个常例，为着耶弗他的女儿
终身没有嫁人，一年哀哭四天。

你为神献上的，神都知道。

求圣灵帮助我们，不管你这一生中什么时候向神许过什么愿，
如 你 今 还没有还这个 快快趁着有机会的时候来 应 帝如果你到今天还没有还这个愿，快快趁着有机会的时候来回应上帝。

传五 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
为何使上帝因你的声音而发怒呢？并且败坏你手所作的为何使上帝因你的声音而发怒呢？并且败坏你手所作的。

另外，我们要常常「将赞美为祭」献上！
我鼓励弟兄姊妹 每一次敬拜的时候尽情地来欢唱 尽情来敬拜！我鼓励弟兄姊妹，每 次敬拜的时候尽情地来欢唱，尽情来敬拜！

当诗班唱的时候，就大声地阿们！因为上帝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
我们大声、尽情地敬拜的时候，上帝设立他的宝座在我们当中—我们大声、尽情地敬拜的时候，上帝设立他的宝座在我们当中

他的宝座在哪里，就有能力！他的宝座在哪里，
就有恩典！他的宝座在哪里，就有医治！

圣经也说「行善和帮助有需要的人」的祭物，上帝也是喜悦的；
而且当我们看见有需要的人去帮助他的时候，圣经应许说：腓四19

「神会照他一切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充足。」

上帝喜欢我们做流通的导管，我们看见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帮助别人，
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上帝就帮助我们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上帝就帮助我们；

如果你看到有需要的人，不去帮助，
那么你有需要的时候 也别指望上帝会帮助你那么你有需要的时候，也别指望上帝会帮助你。

帮助别人，是自己蒙福。



三、宣扬上帝的美德
上帝使我们蒙福 为的是要使别人一起分享上帝的祝福上帝使我们蒙福，为的是要使别人 起分享上帝的祝福。

圣经上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
想想看：你是万王之王的祭司！想想看 你是万王之王的祭司！

祭司有两个最主要的工作，
一个是把人的需要、软弱、罪，带到上帝的面前；
另一个是把上帝的恩典、祝福，带给这些有需要的人。
上帝把这个托付交给我们每一个人—

许多人要因你的传扬福音 他的罪要得到赦免 走上 条蒙福的路许多人要因你的传扬福音，他的罪要得到赦免，走上一条蒙福的路；
许多人可能因着你不传扬的缘故，永远没有办法走上这条蒙恩的路。

弟兄姊妹 我们要随时记得 教会是救生站 不是俱乐部！弟兄姊妹，我们要随时记得：教会是救生站，不是俱乐部！
神给教会的责任就是要去抢救灵魂，

为此 我们不仅仅向近处的人也向远处的人传福音；为此，我们不仅仅向近处的人也向远处的人传福音；
我们向华人也向日本人传福音。

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却是非常谦卑的，因为知道自己先蒙了怜恤。
我们从前算不得上帝的子民 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成为上帝的子民；我们从前算不得上帝的子民，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成为上帝的子民；

我们从前没有被怜恤，如今却蒙了怜恤。
我们就好像一群蒙恩的乞丐一样，有什么权利去讥笑别人？， 讥

我们快快跟别人分享这样的福音都来不及！

一个不肯传福音的教会，上帝是不喜悦的！
求神当我们会堂整理好之后，有更多人涌进教会的！
求神让教会不只有两堂崇拜，有三堂、四堂崇拜！

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

弟兄姊妹，教会不是幼稚园；
孩如果我们都是一群长不大的属灵婴孩，

人再多也只不过是一个幼稚园。
我们要长大成熟！我们要成为有用的 上帝的器皿我们要长大成熟！我们要成为有用的、上帝的器皿，

要跟其他的肢体有好的联合，一起来建造灵宫。

我很喜欢看NBA篮球，今年有一个队非常好，是整个NBA历史没有过的。
个队里有两个明星球员已经很了不起了 但是这队有四个超级明星球员一个队里有两个明星球员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这队有四个超级明星球员。

过去一个队有两个超级明星球员，就常常吵架—谁是老大？
但是这个球队有这么多的明星球员，却是彼此谦让但是这个球队有这么多的明星球员，却是彼此谦让

彼此成全，甚至为了能够成就别的球员愿意降薪，
以至于每一个球队都很怕碰到他们。

以前有明星球员的球队很好防守，只要把那几个人
防守好就没事，但是这个球队不一样，他们愿意

制造机会给最合适的人，你根本不知道要防守谁！

教会也是一个团队，求神怜悯我们的教会，责任不是建立在少数的同工身上。
我看过太多的教会，传道人很会讲道，但是传道人离开以后，教会就直线地衰弱；

有人说「唱戏的走了，看戏的当然也走了！」
但是我渴望我们的教会 每 个人都是活石 起来建造灵宫但是我渴望我们的教会，每一个人都是活石，一起来建造灵宫，

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宣扬上帝的美德。

主耶稣，我们恭敬地来到你的面前！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一个美好的礼拜堂可以来聚会，

这是有许多属灵的长辈们多年的奉献跟经营。
今天你让我们站在这个历史的时间点上面，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继续来建造这个属灵的圣殿。让我们每 个人都继续来建造这个属灵的圣殿。
主啊！可怜你的教会，祝福你的教会，
让这个教会有很多很多合你心意的建材！让这个教会有很多很多合你心意的建材！
主，这个教会60年了，祝福你的教会，

让我们 多地以你家中的事为念让我们更多地以你家中的事为念，
让这个教会不亏负你给我们的托付！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