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诸长乐牧师讲道纪念集诸长乐牧师讲道纪念集诸长乐牧师讲道纪念集诸长乐牧师讲道纪念集 第二讲第二讲……

信心的工程信心的工程

音 萤幕

播映操作小技术：滑鼠click各位置

目前播映片号/总片数 音量、全萤幕

目前时间/总播映时间暂停 课程纲要，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前后换片、暂停

请按 开始播放

6 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惟有 神叫他生长。

7可见栽种的，算不得甚么，浇灌的，也算不得甚么；
读经
林前三

只在那叫他生长的 神。

8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

林前三
6-11

但将来各人要照自己的工夫得自己的赏赐。

9因为我们是与 神同工的；你们是 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10 我照 神所给我的恩 好像 个聪明的工头 立好了根基10 我照 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

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各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

11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11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12 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

13 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
读经
林前三 13 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

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

14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

林前三
12-17

15 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

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16 岂不知你们是 神的殿， 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17 若有人毁坏 神的殿， 神必要毁坏那人；

因为 神的殿是圣的 这殿就是你们因为 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

信心的工程
林前三6 17林前三6-17

诸长乐牧师 2017.03.05
分享于东京国际基督教会分享于东京国际基督教会

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教会，他们有许多属灵的恩赐，
他们被许多的大使徒牧养过 我不知道当教会在为传道人祷告的时候 有没有他们被许多的大使徒牧养过，我不知道当教会在为传道人祷告的时候，有没有

祷告说：「主啊！把保罗给我们教会做牧师，如果保罗不行亚波罗也可以。」
我相信我们都有一个想法，如果保罗跟亚波罗来牧养我们教会，一定没问题。我相信我们都有 个想法，如果保罗跟亚波罗来牧养我们教会， 定没问题。

这是一个保罗、亚波罗牧养过的教会，甚至这个教会有些人很属灵说：
「我直接属于基督」，但是我们却发现这个教会问题重重。

所有研究「教会治理问题」的没有不读哥林多前书的。
也许他们有非常多的属灵恩赐，但是却像一个长不大的属灵的孩子，

甚至保罗形容他们是「属肉体的」而不是属灵的，
他们有好多的问题：忌妒纷争、分门结党、容许犯罪、错用恩赐。



让我们在这里学习到功课：不是我们听过了多少的道，重点是我们行出来多少。
一 「属灵的追星族」一、「属灵的追星族」

人天然有一种崇拜偶像的倾向跟罪性，我实在很难想象：
那些去飞机场接明星歌星的人，他们在做什么？那些去飞机场接明星歌星的人，他们在做什么？

我常常说我这辈子有一点点遗憾，就是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疯狂的事。
事实上在教会也有这样的情况，基督徒也有追随明星牧师、明星传道人的倾向。

有的人恩赐很明显，在很多教会里面，如果讲台是轮流的话，
那个比较会讲道的传道人讲道的那个礼拜坐的满坑满谷的，
如果看到下个礼拜是一个不太有恩赐的人讲道，就自动休息一个礼拜。

我们从心里面会说我喜欢谁我不喜欢谁，这好像是一个出于天然的本性，
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 这是 个非常幼稚的长不大的标志 如果我们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幼稚的长不大的标志，而且如果我们

容许这样的事情继续在我们身上发展的话，甚至会对教会造成一些伤害。
这里保罗跟亚波罗他们好的很 我没看过他们吵过架；我看过保罗跟巴拿巴这里保罗跟亚波罗他们好的很，我没看过他们吵过架；我看过保罗跟巴拿巴

吵过架，但是无辜的保罗跟巴拿巴却变成了这个教会追星族的受害者。

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是「我是属于亚波罗的」，
甚至造成教会的分门结党跟纷争甚至造成教会的分门结党跟纷争。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过去有这样的心态，
也许这辈子这个心态永远会在我们心里，也许这辈子这个心态永远会在我们心里，

但是我们却要常常的提醒，这样的心态是属肉体，是属于一个婴孩的。

我们要在主里面学习长大，不能一直停留在这样的属灵的状态，在 里面学习长大， 在这 灵 ，
因为这样的状态对个人及教会都不好，要学习长大成人，

好像以弗所书所说的，让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也就是说，不要让你的耶稣永远只是圣诞节的耶稣。

圣诞节的耶稣是很可爱的，用布包着卧在马槽里面，
但却是软弱的 需要人帮助的 我们应该长大但却是软弱的、需要人帮助的，我们应该长大。

什么叫做长大呢？就是：
我们的合 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真理上面我们的合一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真理上面，

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凡事连于元首基督，在爱中来建立自己。

我从小在一些很小的教会长大，
常常传道人不是很有恩赐，

但是我很感谢神给我一个敬虔的母亲，
他从小就教导我「不要属灵的偏食」 要尊敬传道人他从小就教导我「不要属灵的偏食」，要尊敬传道人，
也许他不是很有讲道的恩赐，

但是上帝总会透过他对你讲一句两句话但是上帝总会透过他对你讲 句两句话，
重点是「上帝透过他对你讲的话，你有没有顺服？」

而不是只听一篇很棒的讲章而已。不是只听 篇很棒的讲章 。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好不好为着爱教会的缘故，
也为着自己属灵成长的缘故，都不要再做这种属肉体的追星族，
跟你旁边的人说：「要成长，不要做属灵的追星族」，

以后谁讲道你都要来听。

二、对传道人的认知
为什么我们会有属灵的追星族呢？因为我们常常对传道人的认识不够为什么我们会有属灵的追星族呢？因为我们常常对传道人的认识不够，

有的时候我们把他们看得过高，有的时候我们又把他们看得太低…
1.传道人是上帝的仆人，是与神同工的。1.传道人是上帝的仆人，是与神同工的。

使徒保罗在跟林前三5-7里面用了四次「算不得什么」，他说：
「保罗算什么、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不得什么、亚波罗也算不得什么」。

当他讲到「算不得什么」的时候是一个对比的，
他不希望弟兄姊妹看传道人过于所当看的，这个「算不得」乃是讲到说：

这位 大 高 的神比起来 我们真的算 得什么跟这位至大、至高、至可畏的神比起来，我们真的算不得什么！
是神怜悯我们、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跟衪同工，因此我们算不得什么。

没有 个仆人可以有什么骄傲的 因为他知道所有的东西都是主人的没有一个仆人可以有什么骄傲的，因为他知道所有的东西都是主人的。
传道人彼此之间也可以很喜乐的，不必互相比较，个人可以照自己的功夫

在神面前得赏赐 我们若能够成就什么 那是上帝做成的在神面前得赏赐，我们若能够成就什么，那是上帝做成的。
所以保罗说： 「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惟有上帝能够叫他生长。」



上个礼拜我回到台北，
很高兴跟以前 些在东京国际基督教会聚会的弟兄姊妹们见面很高兴跟以前一些在东京国际基督教会聚会的弟兄姊妹们见面，

其中最高兴的就是见到88岁的李聪显老牧师。
我听他讲很多东京国际基督教会的故事，我听他讲很多东京国际基督教会的故事，

我也跟他分享一些神最近在东京国际基督教会的作为。
我真的很深刻的记得他给我的提醒…

他听完我的分享以后说：「年轻的传道人，
我听完你分享以后，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动，

就是上帝的时间到了。
若是教会有什么样的转变，

那是神的工作，我们都要谦卑，
不要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我就回答说 「是的 我知道了 」我就回答说：「是的，我知道了。」

2.传道人的恩赐跟托付不一样。
保罗所做的工作就是个撒种的工作，亚波罗很会培灵，所以他做的是浇灌的工作。保罗所做的工作就是个撒种的工作，亚波罗很会培灵，所以他做的是浇灌的工作。

农夫都知道，再怎么样播种，再怎么样浇灌，只有老天爷能够叫他生长。
我们这些传道人也应该知道，若不是神的怜悯，若不是圣灵的工作，

教会一点事情都不能成就。

每一个人的恩赐跟托付不一样，保罗是一个宣教士，所以他在一个地方待不久，
他好不容易回到了母会 没多久他又想要走他好不容易回到了母会，没多久他又想要走。

彼得，神给他的托付就是建立教会。你说讲道的话，保罗肯定比彼得精彩，
可是神对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你这盘石上」，所以彼得在五旬节可是神对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你这盘石上」，所以彼得在五旬节

讲道五千人悔改。你从来没有看过保罗讲一篇道五千人悔改，保罗讲完道以后
几个人悔改，然后自己被痛打一顿。彼得行个神迹就是三千人悔改，去哥尼流家

还没讲道 全家悔改 实在不是彼得有什么了不起 这就是神给他的托付还没讲道，全家悔改，实在不是彼得有什么了不起，这就是神给他的托付。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看上帝给每一个传道人不同的托付。
师母的呼召是一个宣教的教师 所以她过一段时间就想出去有些宣教的教导；师母的呼召是一个宣教的教师，所以她过一段时间就想出去有些宣教的教导；
我是一个牧师，我就哪也不想去，我就希望守着神的家，守着神的教会。

我有一个神学院的同班同学，他对青年人、在演艺界的人员特别有负担，
神让他建立了一个很大 很活泼 一千多人的教会神让他建立了一个很大、很活泼、一千多人的教会，
很多的年轻人、演艺人员在那边，周杰伦也是他证婚的。

可是如果我这个同学今天来聚会的话，大概我们招待的人不会让他进来。可是如果我这个同学今天来聚会的话，大概我们招待的人不会让他进来。
他跟我同年，但是他的头发不是绿的就是蓝的，

他从来不穿西装的，要穿的话要穿那种花的西装，
因为神给他的托付是要赢得年轻人。

我们是在神学院同班，但是我们的托付却不一样。

所以，不要随便把传道人去互相比较，传道人也不完全，也有盲点，
如果我们把信心建立在传道人身上，有一天我们一定会跌倒也会失望。

你会发现保罗跟巴拿巴两个这么成熟的传道人你会发现保罗跟巴拿巴两个这么成熟的传道人，
他们会为了马可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难道他们都不够成熟吗？

难道他们不会忍耐吗？他们不会谦卑吗？他们不是常常教人这样做吗？难道他们不会忍耐吗？他们不会谦卑吗？他们不是常常教人这样做吗？
为什么他们自己就做不到呢？传道人有他的盲点跟软弱。

在近代宣教史上，对华人很有影响力的有两个人，
一个是海外基督使团的戴德生牧师 也许我们对他非常的熟悉：个是海外基督使团的戴德生牧师，也许我们对他非常的熟悉：

「假使我有千磅英金，没有一磅不留给中国；
假使我有千条性命，也没有一条不留给中国。」假使我有千条性命，也没有 条不留给中国。」

神使用他做了很大的工作。

跟他同时代有另外的一个人，这个人叫做李提摩太，代 ， 李提摩太，
神给他的托付就是专门对当时清朝的官员传福音，

用科技、教育，希望能够改变整个中国社会。可是戴德生牧师
对于李提摩太牧师非常不谅解，他觉得他走偏了，他觉得他传的是社会福音。

你很难想象，当李提摩太从北京走了一千多里路到河南去找戴德生的时候，
风尘仆仆 戴德生说不开门就不开门 个很被神重用的仆人风尘仆仆，戴德生说不开门就不开门！一个很被神重用的仆人，

也有我们的软弱跟盲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非常的谨慎。

当然传道人自己要有 份自觉 我们应当做神奥秘事的忠心管家当然传道人自己要有一份自觉，我们应当做神奥秘事的忠心管家，
当别人论断我们的时候，应当好好自己省察，该我们悔改的就要悔改。



但若是我们在主的里面觉得良心无亏，使徒保罗说：
「别人怎么论断我 我都当作极小的事情；连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 」「别人怎么论断我，我都当作极小的事情；连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

圣经上特别提醒我们不要随便论断，不论是在登山宝训，或是在圣经上许多地方
都提醒我们不要随便论断，因为有太多的隐情和心里面的意念是我们不知道的，都提醒我们不要随便论断，因为有太多的隐情和心里面的意念是我们不知道的，

我们能看到的只是有限的外表。我常常提醒自己：
很多小教会牧师将来在神面前可能比大教会牧师更得奖赏─人看成果，神看忠心；

我常常很羡慕在小教会特别是偏远地区服事的那些传道人，
经年累月的忍受资源不足，但是却仍然在神的面前忠心持守。

求主恩待我们 让我们效法传道人不过于效法真理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效法传道人不过于效法真理。

两年多以前，当东京国际基督教会跟我接触的时候，其实我早就听说过，
几乎所有有名的华人传道人都来这边讲过道几乎所有有名的华人传道人都来这边讲过道，

长期的、短期的；这边的教会属灵大餐可吃多了，
但是我们属灵的光景 是婴孩还是成人？但是我们属灵的光景，是婴孩还是成人？

我们听过了这么多美好的信息，我们行出来多少？

三、用什么材料建造
保罗说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所建造的房屋 他自己是一个聪明的工头保罗说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他自己是一个聪明的工头，

他把根基已经立好了，这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他勉励我们每一个人，个人要谨慎在上面怎么样建造。他勉励我们每 个人，个人要谨慎在上面怎么样建造。

中国人说「师父领进门，修行看个人。」你我都本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而入门了，
但你是用什么样材料建造？我是用什么材料建造？

使徒保罗讲了两种材料：一种是金银宝石，一种是草木禾秸。
这个工程不在乎它的大小，而在乎它的材料，当你要住进

材料一个房子的时候，最在乎的是用什么材料建的这个房子。

昨天有一个姊妹跟我分享说在日本一个非常有名的建设公司，
如果你住到那个公司所盖的房子 同样的大小 它的房价就是比别人贵 倍如果你住到那个公司所盖的房子，同样的大小，它的房价就是比别人贵一倍，

因为它就是坚固牢靠的。所以在这里使徒保罗特别就提醒这两种材料：
金银宝石是花代价的 而草木禾秸是廉价的；盖起来也许短暂时间都看不出来金银宝石是花代价的，而草木禾秸是廉价的；盖起来也许短暂时间都看不出来

有什么差别，但是有一天当火样的试验临到时，你就会发现有天壤之别。

什么是金银宝石的？当我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思想祷告的时候，我被神光照─
神实在不在乎我们做了多大的事情 神很在乎我们有没有一个「顺服的心」神实在不在乎我们做了多大的事情，神很在乎我们有没有一个「顺服的心」。

唐崇荣牧师的弟弟唐崇怀牧师讲过一句话，他说：
「人六十岁以后就不应该有什么志向了，有的都是遗志。」「人六十岁以后就不应该有什么志向了，有的都是遗志。」
所以我就把这句话一直放在心里，不要再想用什么大的工作来献给主，

能够献给主的是一个顺服的心。
我越来越体会为什么撒母耳对扫罗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

扫罗觉得有这么多好的牛羊可以献给神，多么有见证哪！
但是神却看中一颗「顺服听命的心」。

主耶稣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他不是不得不顺服，
但是主耶稣却是存心顺服 而且顺服到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主耶稣却是存心顺服，而且顺服到死在十字架上。
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是顺服的极致─主啊，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求你叫这杯离开，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所以，弟兄姐妹，「顺服的心」在主的里面是「金银宝石」。

有什么事情是神要你顺服的？要你拒绝某样的罪？有什么样的话要你去遵行的？
有什么人是上帝要特别感动你去关怀 去爱的？有什么人是上帝要特别感动你去关怀、去爱的？

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回去后，我们都对主说：「主，我要顺服。」
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要交账的人生，而且是要经过考验的人生。基督徒的人生是 个要交账的人生，而且是要经过考验的人生。

这里讲到说，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有一天我们都会受到「火样的试炼」，
这火也许是一个很不顺利的环境，也许是一些我们所受的委屈，这 顺 环 ， 受 ，

也许是我们原先想要达成的事情好像突然消失了，
当这些临到的时候，真的很不好受，但这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心都经得起考验。

顺境没有考验的，顺境的时候是感谢，只有逆境的时候，
那是一个好的考验─我们的信心是否仍然能够站立得住？
你看主耶稣在遭受各样的、传道的逆境的时候，

他仍然说 「父啊！天地的主 我感谢你！」他仍然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
他仍然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



在这边讲到说有的人可以得救：只要你信耶稣你都得救。
但是有的人是惊险得救 有的人是安全得救 有的人是风光得救但是有的人是惊险得救，有的人是安全得救，有的人是风光得救，

有的人是惭愧得救，像从火里经过一样。你看过那个从火里经过的人吗？
我看过，从火里经过的人就穿了一条短裤在外面，我看过，从火里经过的人就穿了 条短裤在外面，

他里面所有的东西都烧光了；从火里经过的人实在是一无所有。

但是神却希望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他的国。但是神却希望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他的国。
我们要一起好好的来建造神的教会，不仅自己被建造，

也要和弟兄姐妹一起被建造，因为圣经上说我们就是神的殿，
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要竭力保守神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不要让任何一句有心无心的话，造成教会的伤害。

你是属肉体的追星族吗？要为传道人祷告，
一个不断为他祷告的传道人是会成长的传道人。

你用什么材料来建造你的房屋呢 记得 是你的房屋喔你用什么材料来建造你的房屋呢？记得，是你的房屋喔，
将来是你自己要住的，你现在随随便便建造，将来你自己承受后果。

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做你的门徒。
也谢谢主让我们在教会当中一同接受牧养。
求你光照我们里面每一个黑暗的角落，求你光照我们里面每 个黑暗的角落，

有的时候我们喜欢论断，
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无心造成了一些伤害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无心造成了一些伤害，

有时候我们也不够顺服。

求主特别怜悯我们—
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成长，

让教会充满了你的同在。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