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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以，你們既除去一切的惡毒、詭詐，
並假善、嫉妒，和一切毀謗的話，
2 就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奶，像才生的嬰孩愛慕奶一樣，
叫你們因此漸長，以致得救。
你們若嘗過主恩的滋味 就必如此
你們若嘗過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
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棄的，卻是被神所揀選、所寶貴的。
你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
作聖潔的祭司，藉著耶穌基督奉獻神所悅納的靈祭。
因為
因為經上說：看哪，我把所揀選、所寶貴的房角石安放在錫安；
看哪 我把所揀選 所寶貴的房角 安 在錫安
信靠他的人必不至於羞愧。

讀經
彼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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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以，他在你們信的人就為寶貴，在那不信的人有話說：
讀經
匠人所棄的石頭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彼前二
8 又說：作了絆腳的石頭，跌人的磐石。他們既不順從，
7-10
就在道理上絆跌；他們這樣絆跌也是預定的。
9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聖潔的國度
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10 你們從前算不得子民，現在卻作了神的子民；
從前未曾蒙憐恤，現在卻蒙了憐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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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于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謝謝主的恩典，我們教會的整修已經完成了將近三分之一，
主 恩典 我 教會 整
完成 將近
這當中有很多的不方便，
但求主感動弟兄姊妹， 起用禱告來托住這個工程。
但求主感動弟兄姊妹，一起用禱告來托住這個工程。
我們希望有一個很榮美的教堂，可以在這裡彰顯神的榮耀！
聖經中的一個名詞：教會，並不是指有形的建築物，
 「教會」是指：一群信靠耶穌基督的人，他們得救，有聖靈在他們當中。
 在舊約，教會也是一個特別的名詞：指一群因著特殊目的而被呼召的人。
在舊約 教會也是 個特別的名詞 指 群因著特殊目的而被呼召的
今天我們有很好的教會可以聚會，但早期的教會並沒有像這樣的建築物。

早期的教會非常興旺，在當時卻是一個不合法的團體；
他們被逼迫，沒有固定的聚會所在，多數在弟兄姊妹的家中聚會，
直到第四世紀，基督教在君士坦丁大帝的國教化之後，才准許蓋教堂。
舊約的以色列人也建聖殿，甚至他們覺得有形的聖殿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舊約的
色列 也建聖殿 甚至他們覺得有形的聖殿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聖殿高大宏偉，有了聖殿就表示有上帝的同在！
但是他們卻不過討神喜悅的生活，不遵行上帝的律例和典章；
甚 大 來
甚至大難來臨，先知宣告要被擄，
先 宣告 被擄 耶七 還在高喊說：
在高喊
「我們有耶和華的殿！所以一定平安！」事實上後來通通被擄亡國了。
教會的興旺與否或者健康與否，是建立在我們怎樣
回應上帝的話，過一個討上帝喜悅的生活。
「有形的教堂」當然是上帝的恩典，
但是神的心意更在每一個禮拜來到祂面前敬拜祂的人身上。
祂更關心的乃是「聖靈的殿」；
祂更關 我們這些來敬拜祂的人 獻上的是什麼樣的祭物
祂更關心我們這些來敬拜祂的人，獻上的是什麼樣的祭物；
祂也關心託付給我們的使命，我們有沒有去行。

聖經說：主耶穌像一個活的石頭，祂不是一個普通的石頭；主是活石，
乃是能夠使人有復活的生命和盼望的。每一個人來到主的面前，也像活石；
也就是說，建造這個聖殿的時候，每個人都要有一個特質：要像主耶穌。
「兒子」跟「石頭」在希伯來文的發音幾乎一模一樣，所以，
彼前一 我們蒙了重生，成為神的兒女，是因為上帝的福音
和祂的道。我們有了神的生命，因此就像一個活石一樣。
第 章 活石需要具備的要素—每個人信主以後，都有一個「除舊佈新」的動作
第二章
活石需要具備的要素 每個 信主 後 都有 個「除舊佈新 的動作

在我們身上，有的東西要除去，有的東西要加添。五個東西要除去：
1.惡毒—各式各樣會造成別人受傷害的行為，要除掉。每個人都受過別人的傷害，
1.惡毒
各式各樣會造成別人受傷害的行為 要除掉 每個人都受過別人的傷害
但要小心，不要讓這樣的傷害在我們裡面成為苦毒，如果不把這個苦毒除掉，
我們就會用這個惡毒去傷害別人。好朋友提醒我：「如果你要轉換服事的工場，
不可以把上一個教會所受的傷害，不處理完就離開。
如果不處理好離開了，到新的地方，會把這樣的傷害帶給別人。」
不管在家庭、工作、每一個人際關係，都是如此。求主幫助，
特別如果在原生家庭受到了傷害，不要把這樣的傷害帶到我們自己組成的家庭。

一、預備材料
當你要買一個房子，一定會注重哪一個地點，要離車站近、生活機能方便。
台灣有一個傳道人，他很辛苦，在中下階層的單親家庭長大，交了女朋友，
準岳母說：「你沒有房，我就不會把我的女兒嫁給你。」
他實在沒有錢，就到一個很遠的山上的社區，辛苦貸款買了房子。
後來奉獻做傳道人、要到南非宣教，他要賣房子，但是連房屋仲介都說：
「不必去看。房子蓋得好漂亮 但是賣出去的只 戶兩戶 太不方便！
「不必去看。房子蓋得好漂亮，但是賣出去的只一戶兩戶，太不方便！」
後來教會的弟兄姊妹用愛心幫他把房子處理掉。
我在這裡提醒要做岳母的：要你的兒女有一個幸福的生活，不要逼死他們。
買房子第一看地點，第二看它的建材如何，如果建材非常好，
住在裡面會覺得非常安心；但如果是偷工減料的材料，
豆腐渣的工程，我想沒有人敢住。
舊約建造聖殿或會幕所用的材料都是非常寶貴的，同樣地，
建造屬靈的聖殿，上帝也要用寶貴的材料。屬靈宮殿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
此外沒有別的根基。我們這些人就是建築的材料。

2.詭詐—用欺騙的手段，達到個人的目的。
我在這方面有很深的領會：神不在乎我們還不明白的時候
對祂抵擋的態度，但神卻在乎我們是不是「誠實」！
約一 腓力告訴拿但業，
「那位彌賽亞，我們已經遇見了，就是拿撒勒人耶穌。」
拿但業講了一句非常不客氣的話：「拿撒勒能出什麼好的！」如果我們
聽到這句話
聽到這句話，一定很不舒服，對不對？但他卻是很真實的反應內心的狀況！
定很不舒服 對不對？但他卻是很真實的反應內 的狀況！
主耶穌並沒有責備他，反而說這是一個「真」以色列人，
在他的心裡是沒有詭詐的
在他的
裡是沒有詭詐的 。
耶十七 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識透呢？
我們常常只能看外表，但上帝是鑑察人心的上帝，要按他所行的來報應他。
求 幫 我
求神幫助我們，常常向神心存誠實。
常常
心存誠實
3.假冒為善—虛偽、表裡不一，這是破壞彼此相愛最嚴重的
一件事。如果一個人你發現他不真，他是假的，
件事。如果 個人你發現他不真，他是假的，
我相信沒有一個人願意跟他再交朋友。

4.嫉妒—
一種內心想佔有的驕傲，
想佔有 驕
強烈想要得到那原來不屬於自己的東西。
嫉妒的罪：
讓該隱把亞伯給殺了；
讓掃羅瘋狂地追殺大衛；
讓約瑟的兄弟把約瑟給賣到埃及。
求神恩待我們，讓我們真的好好地對付這些事情。
5.毀謗的話—
隨便地去貶低，說別人的壞話，刻意地去傷害別人。
這都是要從我們生命當中除去的雜質。

要加進一些東西：
我們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奶 就好像 個初生的嬰孩愛慕奶 樣
我們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奶，就好像一個初生的嬰孩愛慕奶一樣。
我們對上帝的話語要有強烈的渴慕，不僅聽上帝的話、
學習上帝的話、默想上帝的話，也運用、遵行上帝的話。
一個嬰孩的健康與否，在於他的胃口是不是好。
我的大孫女不愛吃又不愛睡 很難帶；所以當我的女兒
我的大孫女不愛吃又不愛睡，很難帶；所以當我的女兒
懷老二的時候，就跟我們的親家同心合意地禱告：
「上帝呀！給他們一個好帶一點的老二：好吃、好睡！」
神真的聽我們禱告，我們的老二就是好吃好睡！
一直到現在他已經兩歲多了，每次跟他視訊說「叫外公」，
但是在他吃飽之前，絕對不叫我；因此他的發展、體重非常好。
現在他已經超過四歲姊姊的體重，
在美國人的嬰兒比裡面都是名列前茅 真是為亞洲人爭光！
在美國人的嬰兒比裡面都是名列前茅，真是為亞洲人爭光！

一個健康的孩子就會愛慕奶！一個健康的基督徒就會愛慕上帝的話！
我們每年都做健康檢查，最好的健康檢查就是：你對上帝的話是不是仍然愛慕？
你讀到上帝的話會不會恐懼戰兢？我常常讀到一個地步—非常地敬畏！
因為我知道 上帝和上帝的道是輕慢不得的！當我敬畏神 遵行祂的話時
因為我知道：上帝和上帝的道是輕慢不得的！當我敬畏神、遵行祂的話時，
就走上一條蒙福的道路；當我輕忽上帝的話，儘管我是一個傳道人，
就會落在非常悲慘的命運。所以弟兄姊妹，我們要愛慕上帝的話。
當願意除掉上帝要我們除掉的那些不好的部份，
去愛慕神要我們愛慕的部份，我們就成為一個好的建材！

二、教會奉獻給神的是什麼？
利未記 每
每一個到神面前的人不可以空手來，都要帶著不同的祭物來到神面前：
個到神面前的人不可以空手來 都要帶著不同的祭物來到神面前
贖罪祭、贖愆祭、燔祭、素祭、平安感謝祭—
今天你我帶了什麼樣的祭物來到神面前？

我們都希望到一個好的教會，但是東京國際基督教會是由我們每一個人組成的，
如果你不好好地追求，你就是教會的破口！就是這個教會偷工減料的部份！
當我們批評教會這裡不好、那裡不好的時候，先要問一問：
我自己的這一部份有沒有偷工減料？我是一個好的建材嗎？
上帝在對我們每 個人說話！剛才我有 陣子心臟非常不舒服
上帝在對我們每一個人說話！剛才我有一陣子心臟非常不舒服，
我知道神很重地在提醒我們每一位—我是好的材料嗎？你是好的材料嗎？

第二個是「贖罪祭」。有人會說：「牧師，我每個禮拜來做禮拜，我還奉獻，
不錯了吧！」但是上帝更看重的是我們有一個「為罪憂傷痛悔的心」；
憂傷痛悔的心，上帝是不會輕看的(詩五一17 )！我們的神是靠近傷心的人，
祂拯救靈性痛悔的人。舊約的第一個王掃羅王，想要用牛羊來
賄賂上帝，結果他只賄賂了自己的良心而已。上帝對他說：
「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羔羊的脂油。」(撒上十五22)

神最喜歡的是「燔祭」。利未記一開始啟示的第一個祭物就是燔祭，
也只有燔祭是全然焚燒獻給上帝。上帝所要的燔祭是什麼？
羅十二1「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這是上帝所喜悅的。」上帝配得我們生命當中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這是上帝所喜悅的
上帝配得我們生命當中
最好的，但是我們卻常常把剩下的、不要的獻給上帝！上帝配得我們的全部！
弟兄姊妹 每 天為主而活 是 帝最喜歡的祭物！
弟兄姊妹，每一天為主而活—是上帝最喜歡的祭物！

我們在神的面前有沒有常常「獻上感謝」？
我們常常會跟神說：「主阿！求你幫助我！求你拯救我！」
我們常常會跟神說：「主阿！求你幫助我！求你拯救我！
但是詩五十14 卻告訴我們，你要在患難當中蒙神拯救嗎？
「在你順利的時候，要常常以感謝為祭獻給神，
在你順利的時候 要常常以感謝為祭獻給神
而且要向至高的神還你的願；
如果你這樣做的時候，你在患難之日神就會搭救你。」
順利的時候不感恩，向神許的願隨隨便便地輕忽，
怎麼指望在患難的時候上帝拯救你？感恩會使我們蒙更大的恩，
路十七 十個長大痲瘋的只有一個回來「感恩」，
其他九個人是得到醫治的恩典，但回來感恩的人得到了更大的「救恩」。
傳五 你向神許願的時候，償還不可遲延。
你向神許願的時候 償還不可遲延
我們有時在順利時候許願，有時在困難時候許願，
但事情成就時我們就忘了！
我們跟神說：「對不起，我當時一時衝動！」

另外，我們要常常「將讚美為祭」獻上！
我鼓勵弟兄姊妹，每一次敬拜的時候盡情地來歡唱，盡情來敬拜！
當詩班唱的時候，就大聲地阿們！因為上帝是用以色列的讚美為寶座的！
我們大聲 盡情地敬拜的時候 上帝設立祂的寶座在我們當中
我們大聲、盡情地敬拜的時候，上帝設立祂的寶座在我們當中—
祂的寶座在哪裡，就有能力！祂的寶座在哪裡，
就有恩典！祂的寶座在哪裡，就有醫治！
聖經也說「行善和幫助有需要的人」的祭物，上帝也是喜悅的；
而且當我們看見有需要的人去幫助他的時候，聖經應許說：腓四19
「神會照祂一切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裡，使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都充足。」
上帝喜歡我們做流通的導管，我們看見別人有需要的時候，我們幫助別人，
我們有需要的時
我們有需要的時候，上帝就幫助我們；
上帝就幫助我們
如果你看到有需要的人，不去幫助，
那麼你有需要的時候，也別指望上帝會幫助你。
幫助別人，是自己蒙福。

士十一 士師耶弗他，當神用他去跟仇敵打仗的時候，他說：

「如果上帝使用我能夠打勝仗，我回家的時候第一個來歡迎我的人，
「如果上帝使用我能夠打勝仗
我回家的時候第 個來歡迎我的人
我就把他獻上。」
結果 出來迎接他的是他的獨生女兒
結果，出來迎接他的是他的獨生女兒，
他雖然捨不得，還是把他的女兒獻上，
但是這樣的獻上卻成為了永恆的紀念，
以色列中有個常例，為著耶弗他的女兒
終身沒有嫁人，一年哀哭四天。
你為神獻上的，神都知道。
求聖靈幫助我們，不管你這一生中什麼時候向神許過什麼願，
如果你到今天還沒有還這個願，快快趁著有機會的時候來回應上帝。
傳五 你許願不還，不如不許，
為何使上帝因你的聲音而發怒呢？並且敗壞你手所作的。
為何使上帝因你的聲音而發怒呢？並且敗壞你手所作的

三、宣揚上帝的美德
上帝使我們蒙福，為的是要使別人一起分享上帝的祝福。
聖經上說我們是「君尊的祭司」，
想想看 你是萬王之王的祭司！
想想看：你是萬王之王的祭司！
祭司有兩個最主要的工作，
 一個是把人的需要、軟弱、罪，帶到上帝的面前；
 另一個是把上帝的恩典、祝福，帶給這些有需要的人。
上帝把這個託付交給我們每一個人—
許多人要因你的傳揚福音，他的罪要得到赦免，走上一條蒙福的路；
多
傳揚福音
蒙福的路
許多人可能因著你不傳揚的緣故，永遠沒有辦法走上這條蒙恩的路。
弟兄姊妹，我們要隨時記得：教會是救生站，不是俱樂部！
弟
姊妹 我們要隨時記得 教會是救生站
是俱樂部
神給教會的責任就是要去搶救靈魂，
為此，我們不僅僅向近處的人也向遠處的人傳福音；
我們向華人也向日本人傳福音。

我們在傳福音的時候卻是非常謙卑的，因為知道自己先蒙了憐恤。
我們從前算不得上帝的子民，但是因著耶穌基督成為上帝的子民；
我們從前沒有被憐恤，如今卻蒙了憐恤。
我們
我們就好像一群蒙恩的乞丐一樣，有什麼權利去譏笑別人？
像 群蒙恩 乞丐 樣 有什麼權利去譏笑別
我們快快跟別人分享這樣的福音都來不及！
一個不肯傳福音的教會，上帝是不喜悅的！
求神當我們會堂整理好之後，有更多人湧進教會的！
求神讓教會不只有兩堂崇拜，有三堂、四堂崇拜！
因為神願意萬人得救，不願意一人沉淪。

我很喜歡看NBA籃球，今年有一個隊非常好，是整個NBA歷史沒有過的。
一個隊裡有兩個明星球員已經很了不起了，但是這隊有四個超級明星球員。
個隊裡有兩個明星球員已經很了不起了 但是這隊有四個超級明星球員
過去一個隊有兩個超級明星球員，就常常吵架—誰是老大？
但是這個球隊有這麼多的明星球員 卻是彼此謙讓
但是這個球隊有這麼多的明星球員，卻是彼此謙讓
彼此成全，甚至為了能夠成就別的球員願意降薪，
以至於每一個球隊都很怕碰到他們。
以前有明星球員的球隊很好防守，只要把那幾個人
防守好就沒事，但是這個球隊不一樣，他們願意
製造機會給最合適的人，你根本不知道要防守誰！

弟兄姊妹，教會不是幼稚園；
如果我們都是一群長不大的屬靈嬰孩，
人再多也只不過是一個幼稚園。
我們要長大成熟！我們要成為有用的 上帝的器皿
我們要長大成熟！我們要成為有用的、上帝的器皿，
要跟其他的肢體有好的聯合，一起來建造靈宮。

教會也是一個團隊，求神憐憫我們的教會，責任不是建立在少數的同工身上。
我看過太多的教會，傳道人很會講道，但是傳道人離開以後，教會就直線地衰弱；
有人說「唱戲的走了，看戲的當然也走了！」
但是我渴望我們的教會 每 個人都是活石
但是我渴望我們的教會，每一個人都是活石，一起來建造靈宮，
起來建造靈宮
奉獻神所悅納的靈祭，宣揚上帝的美德。

主耶穌，我們恭敬地來到你的面前！
主耶穌，我們感謝你給我們一個美好的禮拜堂可以來聚會，
這是有許多屬靈的長輩們多年的奉獻跟經營。
今天你讓我們站在這個歷史的時間點上面，
讓我們每一個人都繼續來建造這個屬靈的聖殿。
讓我們每 個人都繼續來建造這個屬靈的聖殿
主啊！可憐你的教會，祝福你的教會，
讓這個教會有很多很多合你心意的建材！
主，這個教會60年了，祝福你的教會，
我
以你家中的事為念
讓我們更多地以你家中的事為念，
讓這個教會不虧負你給我們的託付！
聽我們的禱告，奉耶穌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