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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成为圣灵居所的教会 
--张健 

今年“神在温哥华的教会”再次聚集春季的生活营，藉圣徒们的交通，传递神的

话语和期许。作为圣徒，我们都期望我们所在的教会得蒙神的悦纳，与神永远的旨意配

合。几天的交通，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就是：教会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的居所，这离

不开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同被建造，因为我们都是活石，并且被建造在一起，成为神的

圣殿。 
 圣灵藉它的使徒早就告知我们神所悦纳的教会应该怎样。以弗所书二章20到22节说：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祂联络得合式，

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祂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彼得前书二

章 4 到 5 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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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着耶稣基督奉神所悦纳的灵祭。”。 
 我们因为堕落犯罪，我们的灵都死了。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舍命流血，从而让信祂的人

从此得救，让我们灵活了过来，成为一块活的石头被同一建造在基督的身体里。我感到

要把教会建造成有圣灵居住的灵宫要有两个过程。一个是我们圣徒们被建造成活石的过

程。感神的恩典，我们因为信而能白白地得着神的恩典，并且成为活石。然而，圣徒们

得救重生后，还要通过不断地读神的话，不断地祷告以致生命长大，明白神的心意，得

到圣灵的带领，过真正符合神心意的生活。 
 另一个过程是我们依靠耶稣基督作为房角石，搭配在一起建造有圣灵居住的圣殿的过

程。建造一座圣灵的居所，需要一块块活石，更多的活石；被建造到灵宫里的活石越多，

灵宫越是强大、坚固；而灵宫越是强大坚固，活石也越能得到保护。 
 被圣灵充满且被建造的教会就是神的灵宫，是我们圣徒们最强大的堡垒，而我们都参

与建造的时候也正是我们蒙神最大保守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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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好果子， 荣耀神                            

--李艳 

        感谢神，我回到了曾经牧养过我的教会。你们不会知道，早在十几年前 我就吃遍了几乎所有教

会长老家的饭。谢谢兄弟姐妹的热情欢迎与接纳。兄弟姐妹们对主的爱，对主的信心，对主的忠心服侍及

在主里的建造，为神作了美好的见证。见证了神的大爱，神的同在，神的信实真是极其广大无边。愿所有

的荣耀都归于神，因为所有都是祂的。 

       我参加了今年的春季生活营。其主题是：生命的建造。 所学习的经节有：彼得前书（2：4-5） 以

弗所书（2：19-22，4：11-16），  等等。在我的脑里留下了这样一幅图画：我们每个基督徒就像一块石

头（有生命的--活石），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是要被建造成为灵宫的；而每块石头大小形状各不一样，

要靠基督（房角石） 联络得合式，建造成为主的圣殿。一个姐妹说：‘为了适合主的圣殿的建造，每块石

头是需要被打磨、被修理，是会痛的。’我不敢说我是真的懂了。就像“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

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路加福音（4：4），这段经节早在十年前我就能背。但直到今天，我才真懂其意。  

        生命是什么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歌罗西书 3:4)。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

生命。" (约翰福音 6:63)。在生活营里，我们还学习了这段经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

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加拉太书 5：22）。不难看出，生命建造得如何，要看我们的生活里

是否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  

       我是在 2004 年得救成为神家里的人。通过读圣经增加了对神的了解和我的信心，且实实在在地经

历了神的信实，神的爱，神的医治，也学会了抓住神的应许。通过生活营的学习，让我看到我的属灵的生

命，却还是小孩子（即很少考虑成人的事）。很少为神家里（ 教会）的事祷告，更少关心神家里（教会）

的兄弟姐妹。如果给姐妹们打电话，也是有情况求代祷，还有圣经我还没有读过一遍 。 难怪我的生活常

有苦不堪言。其病因就是灵的生命营养不良。这显然不是神让我在世上生活的样子。我需要多吃灵粮，使

灵的生命长大，在神家里尽我的职份。结好果子， 荣耀神。 

       从哪里开始呢？朱弟兄讲从家里开始。谢弟兄说

就从头三个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开始，他们真是

太了解我了。我决定就从我和我的儿子之间的关系上开

始（听起来还是蛮自私的）。 首先，一起读经、祷告，

一同认识主耶稣，一同去聚会，学习服侍，恒切地祷告，

求主得着他（这是极其重要的）。  第二，我先要做一个

好的基督徒（不再只是星期天的基督徒），有好行为、好

榜样。我的爱和喜怒不要再受孩子的表现控制。我要活

出神的形像，有如父神的无条件的爱、忍耐，接纳，让

他体会到无条件的爱。因为“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创世记 1：27）  

       So far so good, isn't it? 可就在写这篇文章时，我和我的儿子又发生了冲突，我知道“ ...

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雅各书 1:19，20），我还是动怒了。 睡觉前他向我要一个 good night hug ，

尽管心里想到‘无条件的爱’，也想起以弗所书（4:26）“ 不可含怒到日落。”但我就是没有给他 Good 

night hug。 真是“...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 我真是苦阿，...”（罗马书7:18-24)"。

难过之时，想拿起电话打给 Judy 说不写了。感谢主的怜悯，我没有打电话，没有让撒旦得逞。我知道，

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凭我自己是行不出好行为的，但神能，我要靠神过得胜的生活。

求主时时刻刻怜悯我，也请兄弟姐妹们帮助我。 

        第三，我要改变我的观念，记住“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诗 127:3)我不过是受托者而已，

最终要向神交托。我要衷心与主的信托，不过分使用母亲的权柄。不是让他实现我的梦想，而是帮他实现

神在他身上的计划，要得那不能坏的冠冕（哥林多前书 9：25） 。“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

（约翰福音 15：8）让神得荣耀成为我们一生的目标。 

        我已经有了神的生命，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的生命一定能长大，一定结果子，我的父神

一定得荣耀。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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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建造                                    
--傅强 

    4 月初的长周末，我们带着渴慕的心驱车百里迢迢来到 HOPE 小镇旁的 Squeah Camp

参加每年一次的春季生活营。神实在是信实的，同已往一样祂垂听了我们的祷告，不仅

在天气上赐予我们阳光明媚的 3 天，也藉着专程从外地赶来的朱弟兄和 Dave 弟兄的交通

信息，使我们的灵命有了更深的领受。 
    这次生活营的主题是生命的建造。让我感触最深

的是，原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可以成为主手中可使

用的宝贵活石。《彼得前书》2 章 5 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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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活石乃是指每

个信徒的生命，生命的目的是要自己把主赐予个人内

在的圣灵活出来，这也是信徒每一天在日常生活中所

要做的，活出神的荣耀。但神的意愿不会只停留于此，神一直在建造教会，因为他爱教

会，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每个活石都是他建造的材料，彼此之间互相配搭，藉着爱紧密

联合，就象盖房子一样，每个砖块在每一层每一列都要有其他的砖块互相连接。如果砖

块之间没有紧密的连接，那工匠建造的房子便不会稳固。教会的建造也是一样，如果弟

兄姊妹与主联合不够紧密，彼此配搭又很松散，那被建造的教会也不会坚固，光景也不

会有多好。若是个人脱离了教会，不管是去追求灵命的成长也好，还是追求属世的成功

或快乐也好，这样的石头就变成闲散的材料了，哪怕再好也不能为主所用。 
    感谢神藉着弟兄的口向我们描述了一幅很美很奇妙的图画，就是神的教会一直在扩

张，他的身体在不停地长大，而且更关键的是我们都是他永恒计划中伟大工程的一部分。

虽然眼所不能见，但凭着信心我们知道，这一切都在计划中，也正在发生。愿你我都能

站出来为主所用，心甘情愿地被建造在他所喜爱的教会中。也愿神祝福我们的教会，兴

起弟兄姊妹同心合意互相配搭，活出他的合一，活出他的荣耀。再次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何为生命? 

--麟桦 

今年时间正好合适，春寒料峭之时，踏上了前往 Hope 生活营的路程。GPS 在 1 号路的岔口突

然就没有信号了，一直往山里开吗？正彷徨犹豫时，进入营地的路口一下跃入眼帘，只见陈弟兄

正坐在他的卡车上指路，感觉真是亲切。 

 

三天生活营的时间，主题是生命的建造。在朱弟

兄和 David 弟兄的交通中，一些模糊的认识渐渐清

晰。何谓生命？我们不仅仅是有血有肉具有人天然

生命的躯体，更是神的生命藉着祂的话语像一粒种

子种在心里，慢慢的发芽生长，感恩而真实的活着，

期盼有朝一日能结出果子。 

 

生命对每个人而言，都是极其珍贵的。主不仅赦免了我们的罪，还重塑了我们人生中新的生命，

这样的生命被赋予了更神圣的责任。晨更暮醒，时时聆听主的话语，每日祷告，建立和主耶稣沟

通的桥梁。吸取生命的养料，让它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结果丰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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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America Christian Centre  

www.naccvan.com      8850 Selkirk Street, Vancouver, BC. Canada V6P 4J8 

Receive Jesus and be Saved Today 
Dear Friend: 

You have a serious and life-threatening disease. This disease is heritable 

and has no treatment. You may be skeptical, but this is not a joke. You 

probably are not aware of your condition. On the contrary, you probably 

think you are healthy and a good person overall. There are clear 

indications and symptoms to this disease. In this letter, you will find a 

set of simple questions to help you self-diagnose your condition. Please 

read these questions out-loud. Since this is a self-diagnosis, please 

answer each question honestly before moving onto the next question.  

Question 1a: Have you ever told a lie? 

Question 1b: If ‘yes’, what would this make you? 

Question 2a: Have you ever stolen anything? 

Question 2b: If ‘yes’, what would this make you? 

Question 3: Have you ever lusted after a person and thus committed 

adultery in your heart? 

Question 4: The above questions were only 3 of the ten commandments God had set out. If God were to 

judge you today according to these commandments, would you be guilty or innocent? 

Question 5: According to your answer in Question 4, would you spend eternity in hell or with God? 

Question 6: Does this concern you? 

Dear Friend, the disease you carry is called Sin. The consequence of carrying Sin, which no man can remove, 

ultimately leads to death. There is, however, a solution. This gift, which God is willing to give to you, is 

accompanying this letter. If you have answered ‘yes’ in Question 6, I wish you will consider receiving this 

gift. Jesus, 2000 years ago, willingly sacrificed his life, bled and died for your sins on the cross. Though you 

sinned and broke the law, He suffered the resulting punishment the law demands from you. If today you 

believe that Jesus has died for your sins on the cross and lived again on the third day, you will be saved from 

God’s eternal judgment.  

God has provided a way for you to be freed of this deadly disease. His salvation is the death of Jesus Christ 

on the cross to wash all your sins and guilt away. For God so loved you that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that whoever believes in Him should not perish but have everlasting life. Dear Friend, receive Jesus and be 

saved today!  

Y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