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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的建造教会的建造
三1‐9保罗强调服事者是与神同工的，可惜呢，教会有破坏合一的情况。

这里有两种灵命一个是属肉体，一个是属灵。
三1 2a「我从前对你们说话 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 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三1‐2a「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

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
保罗是建造哥林多教会的使徒 (徒十八)，所以他知道信徒的光景，

刚 始的时候，他要好好的来喂养，要好好的来帮助、来教导属灵的婴孩，
所以那时候，他一个牧人，他在喂养这些小羊。

婴孩 这个地方讲到说他有圣灵 但是行事为人好像没有圣灵婴孩，这个地方讲到说他有圣灵，但是行事为人好像没有圣灵

因此就让人感觉仍然是按着自己老我去行事为人，就好像是属肉体，

不明白十字架的真理，按照世人的样子行，高举人的智慧，嫉妒、纷争十 架 真 ， 样 ， 举 ，

所以保罗说刚 始的时候，他是用奶喂他们，这个是没有问题，因为他是小羊；
但是现在还是不能，这个就是教会被破坏合一的原因了。

信主 段时间了但是生命没有成长 还是像婴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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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主一段时间了但是生命没有成长，还是像婴孩，

行出来的跟不认识主的人的样子差不多。

奶跟饭它不是两套真理，它只是真理的两面作用：
对刚信主的 你的教导跟你对已经长大成熟的信徒的教导对刚信主的，你的教导跟你对已经长大成熟的信徒的教导，

在各样的深度上会有不一样，但它仍然还是真理，仍然还是讲到神的心意

它可以帮助、让刚刚信主的人生命渐渐长大，它可以让属灵的基督徒生命更成熟
就是要吃干粮，不只是有人来喂，你自己要懂得如何从圣经里面可以得粮吃，

因为耶稣讲祂就是生命的粮；但是一些人在学习的事上，就是成长的很慢，
来五12「看你们学习的工夫 本该作师傅 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来五12「看你们学习的工夫，本该作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

另教导你们，并且成就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

照你们信主的时间来讲，应该是慢慢会成长，但是现在还是长不大，照你们信主的时间来讲，应该是慢慢会成长，但是现在还是长不大，
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或者说应该可以教导你比较深的真理，比较深的事情，

将属灵的事讲与属灵的人了，但现在你还听不懂。
来五13‐14「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

惟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
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 就能分辨好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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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
所以，我们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基本上像这样的信徒就是他们的经历上，他们可能知道一些真理，
知道一些圣经上的教导 但是他们没有经历 所以不熟练仁义的道理知道 些圣经上的教导，但是他们没有经历，所以不熟练仁义的道理，

心窍没有习练的通达，没有办法分辨好歹，就是属灵的那个窍没有开。

诗廿三1「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
如果我们会背诗篇廿三篇固然是很好，

但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过，当我们有所需要的时候神会信实的来供应，

祂是我们的好牧者 我们在祂的里面被祂所眷顾着 被祂所保守着祂是我们的好牧者，我们在祂的里面被祂所眷顾着，被祂所保守着，

如果你从来没有这样子经历—
在缺乏的时候，在需要的时候，得到神及时的供应。在缺乏的时候，在需要的时候，得到神及时的供应。

你没有这样的经历，那你会背诗篇廿三篇，其实也只有一半，
你只是知道、认识这个真理，

但却没有经历这个真理的宝贵，这个在认识上当然就不足。
所以，我们在信徒生命成长的这个部分，我们是应该要特别的看重，

当然有人可能生命出了问题 有罪与神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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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人可能生命出了问题，有罪与神隔绝，

我们也要帮助他，让这样的弟兄姊妹，可以脱离那个困境，生命可以长大成熟。



保罗很遗憾讲到哥林多信徒的光景是不属灵的、仍然是属肉体，

在基督也是婴孩 照着世人的样子行 还在说自己属谁属谁在基督也是婴孩，照着世人的样子行，还在说自己属谁属谁…
三5「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

照主所赐给他们各人的，引导你们相信。」
亚波罗跟保罗是好同工，亚波罗是一个好的圣经教师，但是不管是亚波罗、

不管是保罗，保罗都说不算得什么，他们只是引导人相信而已，

他们都是神的仆人 无非是执事 都是基督的仆人他们都是神的仆人，无非是执事，都是基督的仆人，
只是照着主赐给他们的、各人的，引导神的儿女、引导信徒来相信。

所以保罗是讲到一个真实的情况：当然他因为很谦卑，他也是基督的仆人，所以保罗是讲到 个真实的情况：当然他因为很谦卑，他也是基督的仆人，
他清楚这一份，他不会跨越、僭越他的身份，他也不会自我膨胀。
有的时候我们服事久了，可能有经历，可能有经验，

甚至于可能弟兄姊妹常常夸奖你，我们就自我膨胀

当我们刚从学校毕业、或者刚刚接触一些服事的工作的时候，什么经验也没有，

好像会自然谦卑；但是当我们慢慢有经验有经历 然后可能也有话语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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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会自然谦卑；但是当我们慢慢有经验有经历，然后可能也有话语的供应，

可能也被信徒认可，在这种情况之下容易自我膨胀，要特别的小心

6使徒算什么呢？保罗算什么？亚波罗算什么？只是引导人相信，然后做神要他做的。
保罗是福音的使者，亚波罗是圣经教师，上帝让他们有不同的工作，保罗是福音的使者，亚波罗是圣经教师，上帝让他们有不同的工作，

所以「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没有办法分是谁高谁低，
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同一个目的就是让生命可以成长，

让这个作物可以长好，可以丰收，这是一个共同的目的。

所以，叫人生命成长的不是服事者，叫人属灵生命可以成长的只有神。
我们不能代替神的工作 但我们必须要做神要我们所做的工作我们不能代替神的工作，但我们必须要做神要我们所做的工作。

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不是做神要我们做的工作，

这一点很重要的要分辨：到底做了是神要我们做的、还是我选自己喜欢的呢？

神要我做的事我要面临挑战的，但如果我知道是神要我做的，我就必须要顺服。

8「栽种的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各人要照自己的工夫得自己的赏赐。」
当然神还是很清楚知道我们所做的那一份，祂所托付我们要做的那一份，
栽种跟浇灌，上帝都看在心里，主都知道，各人照自己的工夫得自己的赏赐

但更强调的是我不能代替神 因为我不能让我所栽种浇灌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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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强调的是我不能代替神，因为我不能让我所栽种浇灌的生长，

那个生命的动力、生命的源头都是在神

13a「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
14「那个工程如果存得住 就能够得赏赐 」14「那个工程如果存得住，就能够得赏赐。」
也会思想到太廿五21、23主人称赞那个五千的赚了五千，

给二千赚二千的仆人，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因为他们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主人要把更多的事派给他们管理，而且可以享受主人的快乐。

掌声这个世上如果我们服事的好，可能很多人给我们掌声，
但事实上千万的掌声，

也抵不过耶稣来的时候对我们所交的帐的那个评语，也抵不过耶稣来的时候对我们所交的帐的那个评语，
那一声「好」，是吗？甚么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仆人按照主人的吩咐去做了，主人非常的安慰，主人非常的喜悦，

而且要赏赐，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仆人得到赏赐仆人应该很快乐

主人看到仆人忠心 主人比仆人还快乐呢 所以说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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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看到仆人忠心，主人比仆人还快乐呢，所以说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

主都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

圣经里面没有任何一节经文告诉我们去建立一个大教会，
有一些地方他是永远不可能成为千人教会 成为大教会的；有 些地方他是永远不可能成为千人教会，成为大教会的；
乡下的年轻人都出来打工，只有老人跟小孩，

如果主呼召你到一个乡村的教会去牧会的话，而且要埋在里面一生，

那个教会不会成为一个大教会；但是你的忠心，主必定知道
今天教会界都喜欢人数增长，但人数增长真的不能够成为建造教会的目标，

建造教会的目标如果是求人数增长那其实是有偏差的建造教会的目标如果是求人数增长那其实是有偏差的

建造教会的目标是让所有的人都能认识主，都能够服事主，都能够爱主，
这个才是建造教会的目标。这个才是建造教会的目标。

如果所有的人、所有的信徒弟兄姊妹都能够认识、经历主，都能够爱主的话，
你说会不会增长呢？教会一定会成长的。

所以教会增长不是建造教会的目标，那教会自然会增长是因为我们，

主帮助我们牧养弟兄姊妹，让弟兄姊妹的生命可以成长，

那自然 他们是乐于传福音 他们就乐于在人的面前做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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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自然，他们是乐于传福音，他们就乐于在人的面前做见证，
教会会增长，那是一个自然的结果，而不是我们刻意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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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原来的意思是两个对等的句子 原来意思是说：它原来的意思是两个对等的句子，原来意思是说：

我们是神的，是神的什么呢？是做同工的

你们是神的，是神的什么呢？是神的田产，是神的房屋

保罗跟亚波罗是同工，都是属神的，那我们也是属神的，
神的田产，神的房屋；一直强调就是一切都是神的，

教会是神的 工人是神的 工作是神的 你没有理由来分啊？教会是神的、工人是神的、工作是神的，你没有理由来分啊？
神的工人只是被神使用引人归向主的，毫无可夸，

你还有分我是属保罗，我是属亚波罗，我是属矶法，或者另外一派说我是属主、你 有分我是属保罗，我是属 罗，我是属 ，或者另外 我是属 、

我是属基督。不是这样分的，因为所有一切都是神的，

教会、工人、工作都是神的，没有理由来分，

我们的工作只是被神使用引人归向基督 就是这样 毫无 夸我们的工作只是被神使用引人归向基督，就是这样，毫无可夸。

如果我们有清楚这样的认识那就不会破坏合一，我们只会荣耀主名、
高举十架高举基督 我们不会来建造自己的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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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举十架高举基督，我们不会来建造自己的王国，
我们不会是这样，所以就没有分裂的可能，我们就会一起来荣耀主。

保罗继续说：在建造教会的这个部分上，我们要谨慎的建造，因为我们都是属祂的，

但是工作仍然是 既然是属祂 我们更要谨慎 更要小心但是工作仍然是，既然是属祂，我们更要谨慎、更要小心，

我们会看到根基，我们会看到房屋。

10‐15这一段基本上它不是指个人属灵生命的建造，而是指当时教会的工人个人属灵 命 ，
如果不是以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为根基，反而用人的智慧去建造教会，

这个工程没有办法留住，当主再来的时候要显出来，如果是用这种方法

如果很看重是 神的原则跟 意去建造教会如果很看重是以神的原则跟心意去建造教会，

就叫做金、银、宝石的建造，那就能够存得住

这一段不是讲个人的生命建造，而是讲主工人在教会建造的，这 段不是讲个人的生命建造，而是讲主工人在教会建造的，
能不能留下来、能不能够当主来的时候能不能够交账。

不是讲到个人生命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禾秸，
那你说可不可以应用？可以应用，你可以用这个教会建造的这样的一个前提，

但是你可以引用或者说应用，在个人属灵生命的建造上，还是可以的。

但是它原来的意思这一段它是讲到教会的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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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它原来的意思这 段它是讲到教会的建造，
就是工人的成果：工人能否向主交账，工人如何建造教会。

所以在这段保罗用了10「有别人」，10、13「各人」，
11「没有人」，12「若有人」，11「没有人」，12「若有人」，

这些不是指保罗跟亚波罗，因为保罗跟亚波罗他们是好同工

这地方讲的是指当时在哥林多教会有一些假教师，

他们在教会里制造结党纷争，挑起一些问题，

也有一些人就跟从了他们，听了他们的这种煽动，所以教会里面就出现状况

这个地方所讲的是指当时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制造结党纷争的假教师这个地方所讲的是指当时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制造结党纷争的假教师，
这时候「有别人」「各人」「没有人」「若有人」。

保罗就特别的提醒，金银宝石的工作跟草木禾秸的工作，保罗就特别的提醒，金银宝石的工作跟草木禾秸的工作，
草木禾秸它的份量很轻，那可能它如果散播在水面上的话，

大家都看得到因为它很轻

是 金银宝石 质 重 贵重 是 是但是如果金银宝石它的质量很重，它很贵重，但是它不是那么大的，

它其实是不大的，它如果丢在水里它会落在水底下的，它不是浮在水面上的

所以呢，不管是在水面上的或在水底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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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呢，不管是在水面上的或在水底下的，
我们都要求主帮助我们是真材实料，而不是草木禾秸。

保罗自己他说他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他立好的根基，这个根基很清楚不是别的，
11「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你不可以再立别的根基 如果立别的根基那就有问题11「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你不可以再立别的根基，如果立别的根基那就有问题，

那就不是教会，因此立好的根基是耶稣基督。

根基已经立好了，要如何的建造，这个建造的工程有一天会显露，什么时候显露？
13「那日子」，圣经里讲那日子、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大日，

基本上都是在讲主再来的时候，这所有的这个工程都要到主面前交账。

这就是很清楚看到神奥秘的智慧 也就是福音这就是很清楚看到神奥秘的智慧，也就是福音。
我们看到这个根基，主耶稣基督所定下的「耶稣基督与祂钉十字架」，

基督是根基，如何的在这个根基上建造？凡事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凡
那这个「火」呢，通常来都把它当作试炼、审判。那么工程被烧了，

凡事以人为中心，以属世的智慧来当作行事的准则，
缺乏以基督并祂钉十字架这个福音内涵的这个工程缺乏以基督并祂钉十字架这个福音内涵的这个工程，

跟这个工程远离的话，那都要小心，都要留心，有一天有主再来，
要试验主再来要显明什么是合神心意的，那就要受主的称赞

12

要试验主再来要显明什么是合神心意的，那就要受主的称赞

什么是不合主心意的，就要受亏损，失去赏赐



15「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不合神心意没有办法存的住，那么就要受亏损」，
根基在的但是会受亏损 也就是失去赏赐 失去了主的称赞根基在的但是会受亏损，也就是失去赏赐，失去了主的称赞。

今天的教会为着要吸引更多的人来，可能也用了各样的点子、花样、各种样的活动，

不是说不能做不能用，但是一定要小心，福音的真理不要被这些外面东西所取代，

重点还是要让救恩的真理在人的心中扎根，否则的话他可能留一下子，
然后他看到好像没有他喜欢的活动了他就不来了。

个人的 只有被主感动 他只有真正的生命 更新改变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一个人的心只有被主感动，他只有真正的生命，更新改变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

他才能够珍惜这样的救恩的永生之福

如果他只是在活动的里面，他觉得蛮好的：你们基督徒都是对人非常的和善，如果他只是在活动的里面，他觉得蛮好的：你们基督徒都是对人非常的和善，

你们做很多的一些帮助人的事，如果他只停留在这里的话，

那他没有办法永远的、长久的留住

我们要特别小心很多时候好像变成了市场导向：顾客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
我们能给的其实是世界不能给的，不是说他要什么我们给什么，

而我们能给的 是他在世界所得不着 要不到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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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能给的，是他在世界所得不着、要不到的，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没有抓住没有站稳根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被世界带走。

教会是神的殿，我们要特别的要留心，免得破坏这个神的家、毁坏了合一的见证，
16 17「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 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16、17「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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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六19「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身子是圣灵的殿，这边是讲个人；
代下六20所罗门王在圣殿完工时为百姓的祝福祷告：

「愿祢昼夜看顾这殿 就是祢应许立为祢名的居所；「愿祢昼夜看顾这殿，就是祢应许立为祢名的居所；
求祢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

天地万物都是神所造的，神不会住这个人所造的这个小小的殿，， ，
但是祂的名，可以与祂的儿女同在。所以所罗门王的祷告讲到说：

这个殿是祢应许立为祢名的居所，祂的名所在的地方。

整个圣经所教导的，我们会看到会幕、然后圣殿，
然后看到在新约的教会，就是神的殿：

林前三16 17教会是神的殿 林前六19信徒是神的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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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三16、17教会是神的殿，林前六19信徒是神的殿，
弗二19‐22、提前三15也会看到教会是神的家。

教会不是以人为首的社团，高举名人、高举哪一个牧者。

教会就是神的殿，当然是高举神，以神为元首，以基督为元首，教会就是神的殿，当然是高举神，以神为元首，以基督为元首，
以神、以基督为中心，这个是教会，非常非常清楚让我们所看到。
教会使圣灵将基督并祂钉十字架这个福音的奥秘，向信徒启示的地方

也是属神的教训，是向神的儿女来显明教会是神儿女的聚集

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一个教会」，有时候我们邀请人到「我们教会」来聚会，
真正能够有资格讲「我的教会」的只有耶稣真正能够有资格讲「我的教会」的只有耶稣，

太十六「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盘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有的时候我们邀请人到「我的教会」来聚会，

其实就是到我们、到我聚会的这个地方来聚会，

或者是礼拜堂、或者就是去我们去聚会这个的地方。

17保罗就严重警告破坏教会的人他的下场 若有人毁坏神的殿17保罗就严重警告破坏教会的人他的下场：若有人毁坏神的殿，
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神的儿女的聚集。

希望我们不要做一个破坏合一的人，破坏神的教会，破坏圣殿，

15

希望我们不要做 个破坏合 的人，破坏神的教会，破坏圣殿，
然后结党纷争，然后就破坏了，这个是得罪神的事。

18‐23看到宏观的教会，就是教会的国度观…
18 20先看到智慧跟愚拙18‐20先看到智慧跟愚拙

18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
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

你不要自以为聪明，自以为参透了神的事，而不靠圣灵。
19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

如经上记着说 「主叫有智慧的 中了自己的诡计」如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
20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

用了 诗九四11 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用了 诗九四11 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

还有 伯五13 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

再次的保罗提醒你不要自欺，你不要用世界的智慧来取代神的智慧，
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智慧人的意念其实是空泛的，

智慧人自己可能要跌到自己所挖的坑里面去。
特别再次的强调人的小信 人的不信 人的自以为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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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再次的强调人的小信、人的不信、人的自以为聪明，

事实上在上帝面前是没有办法隐藏，也没有办法站得住脚的。



21‐23我们看到整个教会的国度观：不要拿人夸口高举工人。
这个再次强调回应到第一章 其实这个观念这个再次强调回应到第 章，其实这个观念

是从第一章一直拉到这里，还是继续在带，第四章仍然是如此，

所以林前一到四到都在讲这个神的智慧、人不可自夸、不可拿人夸口，
那么你高举工人，你说自己属谁，事实上，你不属工人，工人反而属你。

弟兄姊妹真是非常奇妙的，就是非常宏观的，

这是 个开我们的心里眼睛的这么样的 个说法 个开启这是一个开我们的心里眼睛的这么样的一个说法、一个开启。

你看到工人是属人的，属弟兄姊妹的，那么是属教会的，
教会就是弟兄姊妹的结合，那教会是属基督的，从救赎角度来看基督是属神的。

23「你们是属基督的」，就是教会属基督，「基督又是属神的」，
这个基督属神的是专指在救赎的工作上，因为神的儿子是受神差派

来到世上完成救恩的，由此可见你何必说你是属谁呢？
属保罗、属矶法，属亚波罗，其实大可不必。为什么呢？

因为工人就是神差派 神呼召来为信徒效力的 也就是来牧养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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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工人就是神差派，神呼召来为信徒效力的，也就是来牧养教会、

来教导信徒、来建造教会的，而教会是谁的教会？是神的教会。

教会是属基督的，而基督是受神所差，

这位神的儿子受神所差来到世上完成这个救赎宏恩计画的这位神的儿子受神所差来到世上完成这个救赎宏恩计画的。

所以再也不要拿人夸口，再不要高举工人，
我们不属工人、我们不属哪一个牧者传道人，

而他却反而是神所呼召要来帮助我们生命成长，所以这是教会的国度观。

当我们了解这样，就不会随意的然后再高举人，
或者说在高举人的 时也高举自己或者说在高举人的同时也高举自己—

认为自己有智慧知道谁好，谁的工作如何，

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很幼稚的表现。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 个很幼稚的表现。

我们会感恩，我们会为一切感恩，我们感谢主差派这么好的牧者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感谢主我们有大家同心合意建造教会的一群同工弟兄姊妹，

我们感谢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感谢主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思想来看的话，我们就是会
一直高举基督 高举十架救恩 高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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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高举基督、高举十架救恩、高举神，
那教会的和睦，教会合一的见证就显出来了，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