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基督作为石头救主， 

产生为着神建造的活石 
(国际长老责任者训练) 2018/12/10-12/16 

Ⅰ．在行传四章十至十二节我们看见，基督这房

角石为犹太首领这些匠人所鄙视并钉十字架，

神却叫祂从死人中复活，成了神建造的房角石，

神的拯救唯独在祂里面。 

徒 4:10 你们众人和以色列众百姓就当知道，乃

是在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就是你们所钉十字架，

神从死人中所复活者的名里，在这名里，这人才

站在你们面前健康完好。 

11 祂是你们匠人所轻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

头块石头。 

12 除祂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

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Ⅱ．诗篇一百一十八篇说到基督是神建造的房角石： 

Ａ．“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

头”（诗118:22）： 

诗118:23 这是耶和华所作的，在我们眼中看为

希奇。 

24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腾

喜乐。 

①主耶稣在马太二十一章四十二节引用这节，

指明祂是为着神建造的石头。 

②基督是房角石，为着在新约时代建造召会。 

③因着主在马太二十一章四十二节的话，彼得

得知主是神所宝贵的宝贵石头。 

Ｂ．在祂复活的日子，主耶稣被神作成房角石： 

①在已过的永远，基督为神所拣选，作神属灵

建筑的房角石。 

彼前1:20 基督在创世以前，就预先被神知道，

却在诸时期的末后，才为你们显现出来。 

②作匠人的犹太首领，弃绝基督到极点，到一

个地步将祂钉在十字架上。 

③在基督的复活里，神第二次拣选基督作房角

石，借此印证祂在已过的永远里对基督原初的

拣选。 

④神使基督复活以后，将祂高举到诸天之上： 

ａ．基督升到诸天之上的锡安，进一步印证神

已拣选祂作房角石。 

赛28:16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

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宝

贵的房角石，作为稳固的根基；信靠的人必不着

急。 

ｂ．基督的复活与升天都证明并印证，祂是神

所拣选为着神建筑的房角首石。【月】 

Ｃ．基督作为包罗万有的石头，乃是神行动的

中心，为着建造神永远的居所： 

太 21:42 耶稣对他们说，“匠人所弃的石头，

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作的，在我

们眼中看为希奇。”你们在经上从来没有念过

么？弗 2:19  这样，你们不再是外人和寄居

的，乃是圣徒同国之民，是神家里的亲人。20 

被建造在使徒和申言者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

自己作房角石。 

①基督所是的一切，祂所作成的一切，以及祂

正在作的一切，都在于祂是房角石。 

②因着祂是房角石，祂才能为我们死，我们才

能与祂同钉十字架，与祂一同活过来，与祂一

同复活，并与祂一同坐在诸天界里；祂也才能

拯救我们，将我们变化成为宝石，并将我们建

造在一起成为神的居所，就是神宇宙中独一的

殿。                             【火】 

Ⅲ．在行传四章十至十二节彼得宣告基督是石

头救主： 

徒4:11 祂是你们匠人所轻弃的石头，已成了房

角的头块石头。 

12 除祂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

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Ａ．彼得引用诗篇一百一十八篇，指明他不仅

传扬基督是拯救罪人的救主，也传扬基督是为

着神建造的石头： 

①这样一位基督，乃是罪人唯一的救恩。 

②祂的名为犹太首领所轻弃，却为神所宝贵，

在天下人间，靠着这独一的名，罪人必然得救，

不仅脱离罪，且有分于神的建造。 

腓2:9 所以神将祂升为至高，又赐给祂那超乎

万名之上的名， 

10 叫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在耶稣的名

里，万膝都要跪拜、 

太1:21 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祂起名叫耶

稣，因祂要亲自将祂的百姓从他们的罪里救出

来。 

Ｂ．基督不仅是那圣别者、公义者、生命的创始

者、仆人，祂也是为着神建造的石头： 

①这石头是我们唯一可以靠着得救的那一位。 

②基督是石头救主；祂作石头救主，乃是坚固、

刚强、可靠的。 



③我们唯有在耶稣的名里才能得救，而耶稣是

那石头；这意思是我们有一位石头救主。 

Ｃ．神在基督里成为肉体来作石头，是要建造

神宇宙的居所： 

①起先，基督是普通的石头；犹太首领弃绝祂，

将祂杀害。 

②神宝贵祂，叫祂从死人中复活，使祂成为房

角石，就是联络建筑物两堵墙的特出石头。 

③基督是神居所的房角石，将犹太信徒这面墙

与外邦信徒这面墙联结起来。     【水】 

Ⅳ．基督作为石头救主正在产生活石为着神的

建造，就是神属灵的殿： 

彼前 2:6因为经上记着说，“看哪，我把所拣

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祂的人，

必不至于羞愧。”。7 所以祂在你们信的人是

宝贵的，在那不信的人却是“匠人所弃的石头，

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8 又是“绊脚的石头，并跌人的磐石”。他们

既不信从，就在这话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

是预定的。 

Ａ．对我们信徒而言，复活的基督是繁殖的石

头和建造的石头： 

①首先，我们成为祂的繁殖，现今祂正将我们

建造在一起，成为神的居所。 

②基督作为神经纶中的石头救主，是为着神建

造的建造者和材料。 

太 16:18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

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她。       

【木】 

Ｂ．借由主在约翰一章四十二节和马太十六章

十八节的说话，彼得得着基督和信徒都是为着

神建造之活石的启示，并且至终领悟神的目标

是要得着用活石所建造的属灵的殿： 

约 1:42 于是领他到耶稣那里。耶稣看着他说，

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矶法（矶法翻

出来，就是彼得）。 

彼前 2:4 你们来到祂这为人所弃绝，却为神所

拣选所宝贵的活石跟前、5 也就象活石，被建

造成为属灵的殿，成为圣别的祭司体系，借着

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属灵祭物。 

①彼前二章四节说到基督是活石： 

ａ．活石不仅有生命，也能在生命里长大；这活

石就是为着神的建造的基督。 

ｂ．为着作我们的生命，基督是种子；为着神的

建造，祂是石头。 

ｃ．我们接受祂作生命的种子后，就需要长大，

好经历祂作活在我们里面的石头。 

彼前 1:23 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

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而常

存的话。 

2:2 象才生的婴孩一样，切慕那纯净的话奶，

叫你们靠此长大，以致得救． 

ｄ．这样，祂要把我们作成因祂神圣性情而变

化的活石，好在祂这根基和房角石上与别人同

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 

②在基督里并借着基督，我们信徒就成为活石，

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 

ａ．我们借着重生和变化而成为活石。 

约 3:6 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从那灵生

的，就是灵。 

林后 3:18 但我们众人既然以没有帕子遮蔽的

脸，好象镜子观看并返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

化成为与祂同样的形像，从荣耀到荣耀，乃是

从主灵变化成的。 

ｂ．我们原是用泥土造的（罗九21），但在重

生时得着生命的种子，这种子在我们里面长

大，就把我们变化为活石。             

【金】 

③我们被建造在其中的属灵的殿，乃是神的建

造： 

弗 2:21 在祂里面，全房联结一起，长成在主

里的圣殿， 

22 你们也在祂里面同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

居所。 

ａ．至终，这建造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这座石

头城。 

ｂ．我们正渐渐成为要建造在新耶路撒冷里的

宝石。 

ｃ．当我们天天接触基督这为着神建造的活石，

并且被变化，我们就是在这过程中。 

罗 12:2不要模仿这世代，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

而变化，叫你们验证何为神那美好、可喜悦、并

纯全的旨意。   【土】  



经历①：经历基督作房角 

    在祂复活的日子，主耶稣被神作成房角石。

在已过的永远，基督为神所拣选，作神属灵建筑

的房角石。然后作匠人的犹太首领，弃绝祂到极

点，到一个地步将祂钉在十字架上。在基督的复

活里，神第二次拣选基督作房角石，借此印证祂

在已过的永远里对基督原初的拣选。神使基督复

活以后，将祂高举到诸天之上。基督升到诸天之

上的锡安，进一步印证神已拣选祂作房角石。基

督的复活与升天都证明并印证，祂是神所拣选的

那一位，作神建筑的房角首石。 

中高中生/大学生篇 

弗 2:20 被建造在使徒和申言者的根基上，有基

督耶稣自己作房角石；21 在祂里面，全房联结一

起，长成在主里的圣殿；22 你们也在祂里面同被

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 

FN“房角石”：这里说基督耶稣作房角石，而不

说祂是根基，因为这里所著重的不是根基，乃是

房角石，将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这两面墙联结一

起。······犹太匠人轻弃基督，乃是轻弃

祂作房角石，就是那位要将外邦人联于犹太人，

以建造神家者。 

 作房角石的基督，将犹太人和外邦人，即不同

的人为着建造联结一起。你在召会生活中不可以

只和自己合得来的人交通。这不是建造。作房角

石的基督将你和不同的人联结在一起，以至建造。 

祷告：哦，主耶稣，你是为着建造的房角石。这

块石头将我和个性与功用不同的人联结在一起。

愿我否认天然的生命，以基督作生命，和其他不

同的人一同被建造。阿们！  

经验②：我们得救唯一的名：耶稣的名 

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说，“除祂以外，别无拯

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

以靠着得救。”这节常用于福音的传扬，但你曾

听过人把这节和十一节连在一起使用么？使徒行

传四章十一节说，“祂是你们匠人所轻弃的石头，

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两节指明十一节的

石头是救主。匠人所轻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

头块石头，除了祂的名以外，别无拯救。我们唯

有在耶稣的名里才能得救，而耶稣是那石头。这

意思是我们有一位石头救主。在四福音里，在马

太有君王救主，在马可有奴仆救主，在路加有人

救主，在约翰有神救主。现今在使徒行传有石头

救主。我们的救主不仅是君王、奴仆、人和神，

祂也是为着神建造的石头。 

新人篇 

马太福音 1:21 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祂起

名叫耶稣，因祂要亲自将祂的百姓从他们的罪里

救出来。 

FN「耶稣」：意即耶和华救主，或耶和华救恩。

耶稣不仅是人，更是耶和华；并且不仅是耶和华，

还是耶和华成了我们的救恩。因此，祂是我们的

救主。 

罗马书 10：9 就是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

神叫祂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10 因为人心里

信，就得着义；口里承认，就得救。11 因为经上

说，“凡信靠祂的，必不至于羞愧。” 

12 因为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众人同

有一位主，祂对一切呼求祂的人是丰富的。13 因

为“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 

FN「呼求主名」：呼求主的名不仅是我们得救的

秘诀，也是我们得享主丰富的秘诀。从人类第三

代以挪士开始，一路下来到新约的信徒，所有神

所拣选蒙祂救赎的人，都是凭着这秘诀得享基督

的救赎、救恩和祂一切的丰富。 

FN「得救」：意指被带进对主之丰富的享受里。

主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是丰富的。所有呼求

主名的人，都享受这位丰富的主，使他们被祂充

满而彰显祂。 

腓利比 2:9 所以神将祂升为至高，又赐给祂那超

乎万名之上的名，10 叫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

的，在耶稣的名里，万膝都要跪拜，11 万口都要

公开承认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神。 

高中生弟兄的见证：在电车上遇到关系不好的班

级同学，想要改善关系就去和他说话。虽然他一

直性格很强硬，但是在谈话中逐渐变得柔软，相

互间的谈话变得很愉快。在这之后，意识到这是

从主而来的祝福，我就呼求主名，感谢主，归荣

耀给主。因为无论什么祝福都来自于主，所以最

近在训练得到祝福后马上感谢主。 

在职青年姊妹的见证：在非常忙碌的职场中，经

常变得混乱，感情用事。在这个时候为了使头脑

冷静下来，不断地呼求主名。这样做就会使我冷

静下来，考虑到先后顺序，可以很正确地与上司

进行交谈。赞美主的名。 



提后 1:7 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乃

是能力、爱、并清明自守的灵。 

祷告：赞美主耶稣的名。你的名是能使我们得救

的唯一的名。并且这名字能将主的丰富供应给呼

求它的人。越呼求主名我的灵和我的心就变得越

丰富。哦主耶稣，愿我每天早晨从呼求你的名开

始新的一天，并在一天里，藉着呼求你的名取用

你的丰富。 

詩歌１６９ 耶稣耶稣最爱救主 (英 208) 

1.耶穌，耶穌，我的性命，因为爱的缘故， 

求原谅我，將你圣名，日念千遍不住。 

（复）耶穌，耶穌，最爱救主， 

无人无物与你比擬， 

你的笑容是我欢喜， 

我爱，…爱你， 

…你，…主。 

经历③：经历基督作石头救主 

我们都必须领悟，我们不能单独凭自己事奉

神，我们必须和别人一起配搭事奉。一块石头绝

不可能成为殿：一块石头必须和其他的石头建造

在一起，构成一个建筑。单个的基督徒不可能构

成祭司体系。这意思是，严格地说，如果没有建

造，就没有对神真实的事奉。唯有当我们建造在

一起，对神才有正确的事奉。对神真实的事奉乃

是建造的事。 

事奉总是接在建造之后。若没有帐幕，就不

可能有祭司事奉。我们基督徒虽是单独的个体，

但我们不能作个人主义的基督徒。我们不能向别

人独立而事奉主。每一位祭司都必须和所有其他

的祭司配搭。企图在正确的召会生活之外，不与

其他的人建造而事奉主，乃是可怕的事。我们必

须建造在一起成为祭司体系，而在建造中，在召

会里配搭事奉神。我们若切慕话奶，这奶就会像

活水的流，在我们里面涌流。我们留在这流中，

水流就会带走我们天然的本质，并以基督这属天、

神圣的矿物质顶替。渐渐的，过了一段时间，我

们就会被变化。 

青职/大学院生篇 

主耶稣被犹太人的指导者拒绝，被钉上十字

架。但是神让这位耶稣复活，让祂成为房角的石头。 

使徒 4:10 你们众人和以色列众百姓就当知道，

乃是在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就是你们所钉十字架，

神从死人中所复活者的名里，在这名里，这人才

站在你们面前健康完好。11 祂是你们匠人所轻

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12 除祂以外，

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FN“房角的头块石头”：彼得引用这话，指明他

不仅传扬基督是拯救罪人的救主，也传扬基督是

为着神建造的石头。这样一位基督，乃是罪人惟

一的救恩。祂的名为犹太首领所轻弃，却为神所

宝贵并高举，在天下人间，靠着这独一的名，罪

人必然得救，不仅脱离罪，且有分于神的建造。 

因为主耶稣是石头救主，祂将你从罪中救出，

并将你带入建造中。建造是指，在召会生活中和

弟兄姊妹一同成长。为要一同成长，就需要互相

供应支持。神的经纶，不是要有很多属灵的单个

人。神想要的是被建造的身体。为要被建造“各

人不单看重自己的长处，也看重别人的（腓立比

书 2:4）”。你应该要爱、尊重其他的肢体，为他

们祷告，向他们供应基督。并且让他们为你代祷，

接受他们的供应。被建造了的身体团体地彰显神，

使撒旦畏惧。 

弟兄的见证：我有两个姐姐，从小不仅有妈妈，

还有两个姐姐照顾我。比如说，就算我上大学离

开家，我也几乎没有自己去买过衣服。因为我姐

姐们会买来寄给我。也因为这样的影响，我衣食

住行的能力极差，自己做什么也不行。 

结婚后，我妻子也是姊妹，经常说我“你的

生活能力差”。结婚后，包括金钱的管理，我完

全依赖我的姊妹。在这样的帮助下，我能够集中

精力在工作和召会的服事上。后来注意到的是，

因为缺点而去依赖人也不完全是件坏事（这不是

说我的缺点不需要更新变化）。身体中有很多的

肢体，有各种各样的功用。不单看重自己的长处，

也看重别人的长处。即便是在召会的服事中也接

受到其他弟兄姊妹的帮助。如果没有这样的帮助，

就不能正确的尽功用，做好自己的份。因为我们

互为肢体，构成一个身体，所以学习互相依存，

互爱，互相支持，对建造也很重要。 

祷告：主耶稣，你是石头救主。呼求你名的时候，

我不仅从罪中得拯救，也从个人主义中蒙拯救，

被带进建造中。为要和弟兄姊妹一同被建造，我

要尊重其他肢体，爱他们，供应基督给他们，也

请他们供应基督给我。神想要的不是很多的单个

人，而是被建造了的团体的新人。为了建造而献

上自己。希望在召会生活中基督的身体愈加得着

建造。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