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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 神叫他生長。
7 可見栽種的，算不得甚麼，澆灌的，也算不得甚麼；
只在那叫他生長的 神。
8 栽種的和澆灌的，都是一樣，
但將來各人要照自己的工夫得自己的賞賜。
9 因為我們是與 神同工的；你們是 神所耕種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10 我照 神所給我的恩，好像一個聰明的工頭，立好了根基，
神所給我的恩 好像 個聰明的 頭 立好了根基
有別人在上面建造；只是各人要謹慎怎樣在上面建造。
11 因為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此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
讀經
林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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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若有人用金、銀、寶石、草木、禾秸在這根基上建造，
讀經
林前三 13 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
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因為那日子要將它表明出來，
因為那日子要將它表明出來
12-17
有火發現；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
14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賞賜。
15 人的工程若被燒了，他就要受虧損，自己卻要得救；
雖然得救，乃像從火裡經過的一樣。
16 豈不知你們是 神的殿， 神的靈住在你們裡頭嗎？
17 若有人毀壞 神的殿， 神必要毀壞那人；
因為 神的殿是聖的，這殿就是你們。
神的殿是聖的 這殿就是你們

諸長樂牧師 2017.03.05
分享于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哥林多教會是一個得天獨厚的教會，他們有許多屬靈的恩賜，
他們被許多的大使徒牧養過 我不知道當教會在為傳道人禱告的時候 有沒有
他們被許多的大使徒牧養過，我不知道當教會在為傳道人禱告的時候，有沒有
禱告說：「主啊！把保羅給我們教會做牧師，如果保羅不行亞波羅也可以。」
我相信我們都有 個想法，如果保羅跟亞波羅來牧養我們教會， 定沒問題
我相信我們都有一個想法，如果保羅跟亞波羅來牧養我們教會，一定沒問題。
這是一個保羅、亞波羅牧養過的教會，甚至這個教會有些人很屬靈說：
「我直接屬於基督」，但是我們卻發現這個教會問題重重。
所有研究「教會治理問題」的沒有不讀哥林多前書的。
也許他們有非常多的屬靈恩賜，但是卻像一個長不大的屬靈的孩子，
甚至保羅形容他們是「屬肉體的」而不是屬靈的，
他們有好多的問題：忌妒紛爭、分門結黨、容許犯罪、錯用恩賜。

讓我們在這裡學習到功課：不是我們聽過了多少的道，重點是我們行出來多少。
一、「屬靈的追星族」
、「屬靈的追星族
人天然有一種崇拜偶像的傾向跟罪性，我實在很難想像：
那些去飛機場接明星歌星的人 他們在做什麼？
那些去飛機場接明星歌星的人，他們在做什麼？
我常常說我這輩子有一點點遺憾，就是我從來沒有做過這種瘋狂的事。
事實上在教會也有這樣的情況，基督徒也有追隨明星牧師、明星傳道人的傾向。
有的人恩賜很明顯，在很多教會裡面，如果講台是輪流的話，
 那個比較會講道的傳道人講道的那個禮拜坐的滿坑滿谷的，
 如果看到下個禮拜是一個不太有恩賜的人講道，就自動休息一個禮拜。
我們從心裡面會說我喜歡誰我不喜歡誰，這好像是一個出於天然的本性，
但是聖經上告訴我們，這是一個非常幼稚的長不大的標誌，而且如果我們
常
容許這樣的事情繼續在我們身上發展的話，甚至會對教會造成一些傷害。
這裡保羅跟亞波羅他們好的很 我沒看過他們吵過架；我看過保羅跟巴拿巴
這裡保羅跟亞波羅他們好的很，我沒看過他們吵過架；我看過保羅跟巴拿巴
吵過架，但是無辜的保羅跟巴拿巴卻變成了這個教會追星族的受害者。

我從小在一些很小的教會長大，
常常傳道人不是很有恩賜，
但是我很感謝神給我一個敬虔的母親，
他從小就教導我「不要屬靈的偏食
他從小就教導我「不要屬靈的偏食」，要尊敬傳道人，
要尊敬傳道人
也許他不是很有講道的恩賜，
但是上帝總會透過他對你講一句兩句話，
重點是「上帝透過他對你講的話，你有沒有順服？」
而不是只聽一篇很棒的講章而已。
不是 聽 篇很棒的講章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好不好為著愛教會的緣故，
也為著自己屬靈成長的緣故，都不要再做這種屬肉體的追星族，
著
屬 成長
都
屬肉體 追
跟你旁邊的人說：「要成長，不要做屬靈的追星族」，
以後誰講道你都要來聽。

有人說「我是屬保羅的」，有人說是「我是屬於亞波羅的」，
甚至造成教會的分門結黨跟紛爭。
弟兄姐妹，如果我們過去有這樣的心態，
也許這輩子這個 態永遠會在我們 裡
也許這輩子這個心態永遠會在我們心裡，
但是我們卻要常常的提醒，這樣的心態是屬肉體，是屬於一個嬰孩的。
我們要在主裡面學習長大，不能一直停留在這樣的屬靈的狀態，
我們要在主裡面學習長大
能 直停留在這樣的屬靈的 態
因為這樣的狀態對個人及教會都不好，要學習長大成人，
好像以弗所書所說的，讓我們「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也就是說，不要讓你的耶穌永遠只是聖誕節的耶穌。
聖誕節的耶穌是很可愛的，用布包著臥在馬槽裡面，
但卻是軟弱的、需要人幫助的，我們應該長大。
需
幫
我 應該長大
什麼叫做長大呢？就是：
我們的合 是建立在耶穌基督的真 上面
我們的合一是建立在耶穌基督的真理上面，
在真道上同歸於一，凡事連於元首基督，在愛中來建立自己。

二、對傳道人的認知
為什麼我們會有屬靈的追星族呢？因為我們常常對傳道人的認識不夠，
有的時候我們把他們看得過高，有的時候我們又把他們看得太低…
1.傳道 是上帝的僕人 是與神同工的
1.傳道人是上帝的僕人，是與神同工的。
使徒保羅在跟林前三5-7裡面用了四次「算不得什麼」，他說：
「保羅算什麼、亞波羅算什麼、保羅算不得什麼、亞波羅也算不得什麼」。
當他講到「算不得什麼」的時候是一個對比的，
他不希望弟兄姊妹看傳道人過於所當看的，這個「算不得」乃是講到說：
 跟這位至大、至高、至可畏的神比起來，我們真的算不得什麼！
 是神憐憫我們、揀選我們，讓我們能夠跟衪同工，因此我們算不得什麼。
沒有一個僕人可以有什麼驕傲的，因為他知道所有的東西都是主人的。
有 個僕人
有 麼驕
為
道 有 東 都 主
傳道人彼此之間也可以很喜樂的，不必互相比較，個人可以照自己的功夫
在神面前得賞賜，我們若能夠成就什麼，那是上帝做成的。
所以保羅說： 「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上帝能夠叫他生長。」

上個禮拜我回到台北，
很高興跟以前 些在東京國際基督教會聚會的弟兄姊妹們見面
很高興跟以前一些在東京國際基督教會聚會的弟兄姊妹們見面，
其中最高興的就是見到88歲的李聰顯老牧師。
我聽他講很多東京國際基督教會的故事，
我也跟他分享一些神最近在東京國際基督教會的作為。
我真的很深刻的記得他給我的提醒…
他聽完我的分享以後說：「年輕的傳道人，
我聽完你分享以後，我有一個很深的感動，
就是上帝的時間到了。
若是教會有什麼樣的轉變，
那是神的工作，我們都要謙卑，
不要覺得自己有什麼了不起。」
我就回答說：「是的 我知道了
我就回答說：「是的，我知道了。」

我有一個神學院的同班同學，他對青年人、在演藝界的人員特別有負擔，
神讓他建立了 個很大、很活潑、 千多人的教會，
神讓他建立了一個很大、很活潑、一千多人的教會，
很多的年輕人、演藝人員在那邊，周杰倫也是他證婚的。
可是如果我這個同學今天來聚會的話 大概我們招待的人不會讓他進來
可是如果我這個同學今天來聚會的話，大概我們招待的人不會讓他進來。
他跟我同年，但是他的頭髮不是綠的就是藍的，
他從來不穿西裝的，要穿的話要穿那種花的西裝，
因為神給他的託付是要贏得年輕人。
我們是在神學院同班，但是我們的託付卻不一樣。
所以，不要隨便把傳道人去互相比較，傳道人也不完全，也有盲點，
如果我們把信心建立在傳道人身上，有一天我們一定會跌倒也會失望。
你會發現保羅跟巴拿巴兩個這麼成熟的傳道人，
會
保
拿
麼成
他們會為了馬可的事情吵得不可開交。難道他們都不夠成熟嗎？
難道他們不會忍耐嗎？他們不會謙卑嗎？他們不是常常教人這樣做嗎？
為什麼他們自己就做不到呢？傳道人有他的盲點跟軟弱。

2.傳道人的恩賜跟託付不一樣。
保羅所做的工作就是個撒種的工作 亞波羅很會培靈 所以他做的是澆灌的工作
保羅所做的工作就是個撒種的工作，亞波羅很會培靈，所以他做的是澆灌的工作。
農夫都知道，再怎麼樣播種，再怎麼樣澆灌，只有老天爺能夠叫他生長。
我們這些傳道人也應該知道，若不是神的憐憫，若不是聖靈的工作，
教會一點事情都不能成就。
每一個人的恩賜跟託付不一樣，保羅是一個宣教士，所以他在一個地方待不久，
他好不容易 到了母會 沒多久他又想要走
他好不容易回到了母會，沒多久他又想要走。
彼得，神給他的託付就是建立教會。你說講道的話，保羅肯定比彼得精彩，
可是神對彼得說
可是神對彼得說：「我要把我的教會建立在你這磐石上」，所以彼得在五旬節
我要把我的教會建立在你這磐石上」 所 彼得在五旬節
講道五千人悔改。你從來沒有看過保羅講一篇道五千人悔改，保羅講完道以後
幾個人悔改，然後自己被痛打一頓。彼得行個神蹟就是三千人悔改，去哥尼流家
還沒講道，全家悔改，實在不是彼得有什麼了不起，這就是神給他的託付。
家悔
實
有 麼
神給他 託付
所以我們真的是要看上帝給每一個傳道人不同的託付。
 師母的呼召是一個宣教的教師，所以她過一段時間就想出去有些宣教的教導；
師母的呼召是 個宣教的教師，所以她過 段時間就想出去有些宣教的教導；
 我是一個牧師，我就哪也不想去，我就希望守著神的家，守著神的教會。

在近代宣教史上，對華人很有影響力的有兩個人，
一個是海外基督使團的戴德生牧師，也許我們對他非常的熟悉：
「假使我有千磅英金，沒有一磅不留給中國；
假使我有千條性命 也沒有 條不留給中國 」
假使我有千條性命，也沒有一條不留給中國。」
神使用他做了很大的工作。
跟他同時代有另外的一個人，這個人叫做李提摩太，
跟
同時代有另外
這
叫 李提摩太
神給他的託付就是專門對當時清朝的官員傳福音，
用科技、教育，希望能夠改變整個中國社會。可是戴德生牧師
對於李提摩太牧師非常不諒解，他覺得他走偏了，他覺得他傳的是社會福音。
你很難想像，當李提摩太從北京走了一千多里路到河南去找戴德生的時候，
風塵僕僕，戴德生說不開門就不開門！一個很被神重用的僕人，
塵僕僕 戴德生說
就不開門
個 被神重 的僕
也有我們的軟弱跟盲點，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要非常的謹慎。
當然傳道人自己要有一份自覺，我們應當做神奧秘事的忠心管家，
當然傳道人自己要有
份自覺 我們應當做神奧秘事的忠 管家
當別人論斷我們的時候，應當好好自己省察，該我們悔改的就要悔改。

但若是我們在主的裡面覺得良心無虧，使徒保羅說：
「別人怎麼論斷我，我都當作極小的事情；連我自己也不論斷我自己。」
聖經上特別提醒我們不要隨便論斷，不論是在登山寶訓，或是在聖經上許多地方
都提醒我們不要隨便論斷 因為有太多的隱情和 裡面的意念是我們不知道的
都提醒我們不要隨便論斷，因為有太多的隱情和心裡面的意念是我們不知道的，
我們能看到的只是有限的外表。我常常提醒自己：
很多小教會牧師將來在神面前可能比大教會牧師更得獎賞―人看成果，神看忠心；
我常常很羨慕在小教會特別是偏遠地區服事的那些傳道人，
經年累月的忍受資源不足，但是卻仍然在神的面前忠心持守。
求主恩待我們，讓我們效法傳道人不過於效法真理。
我
我
傳道
真

三、用什麼材料建造
保羅說我們是神所耕種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他自己是一個聰明的工頭，
保羅說我們是神所耕種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他自己是
個聰明的工頭，
他把根基已經立好了，這根基就是耶穌基督，
他勉勵我們每 個人 個人要謹慎在上面怎麼樣建造
他勉勵我們每一個人，個人要謹慎在上面怎麼樣建造。
中國人說「師父領進門，修行看個人。」你我都本著耶穌基督的救恩而入門了，
但你是用什麼樣材料建造？我是用什麼材料建造？
使徒保羅講了兩種材料：一種是金銀寶石，一種是草木禾稭。
這個工程不在乎它的大小，而在乎它的材料，當你要住進
一個房子的時候，最在乎的是用什麼材料建的這個房子。

兩年多以前，當東京國際基督教會跟我接觸的時候，其實我早就聽說過，
幾乎 有有名的華人傳道人都來這邊講 道
幾乎所有有名的華人傳道人都來這邊講過道，
長期的、短期的；這邊的教會屬靈大餐可吃多了，
但是我們屬靈的光景，是嬰孩還是成人？
我們聽過了這麼多美好的信息，我們行出來多少？

昨天有一個姊妹跟我分享說在日本一個非常有名的建設公司，
如果你住到那個公司所蓋的房子，同樣的大小，它的房價就是比別人貴一倍，
房
房價
貴 倍
因為它就是堅固牢靠的。所以在這裡使徒保羅特別就提醒這兩種材料：
金銀寶石是花代價的 而草木禾稭是廉價的；蓋起來也許短暫時間都看不出來
金銀寶石是花代價的，而草木禾稭是廉價的；蓋起來也許短暫時間都看不出來
有什麼差別，但是有一天當火樣的試驗臨到時，你就會發現有天壤之別。

什麼是金銀寶石的？當我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思想禱告的時候，我被神光照―
神實在不在乎我們做了多大的事情 神很在乎我們有沒有 個「順服的心 。
神實在不在乎我們做了多大的事情，神很在乎我們有沒有一個「順服的心」。
唐崇榮牧師的弟弟唐崇懷牧師講過一句話，他說：
「人六十歲以後就不應該有什麼志向了，有的都是遺志。」
人六十歲以後就不應該有什麼志向了 有的都是遺志 」
所以我就把這句話一直放在心裡，不要再想用什麼大的工作來獻給主，
能夠獻給主的是一個順服的心。
 我越來越體會為什麼撒母耳對掃羅說「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羔羊的脂油」，
掃羅覺得有這麼多好的牛羊可以獻給神，多麼有見證哪！
但是神卻看中一顆「順服聽命的心」。
 主耶穌是「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他不是不得不順服，
但是主耶穌卻是存 順服 而且順服到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主耶穌卻是存心順服，而且順服到死在十字架上。
客西馬尼園的禱告是順服的極緻―主啊，倘若可行，
求你叫這杯離開，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所以，弟兄姐妹，「順服的心」在主的裡面是「金銀寶石」。

有什麼事情是神要你順服的？要你拒絕某樣的罪？有什麼樣的話要你去遵行的？
有什麼人是上帝要特別感動你去關懷、去愛的？
求主幫助我們，今天回去後，我們都對主說：「主，我要順服。」
基督徒的 生是 個要交帳的 生 而且是要經過考驗的 生
基督徒的人生是一個要交帳的人生，而且是要經過考驗的人生。
這裡講到說，不管我們願不願意，有一天我們都會受到「火樣的試煉」，
這
這火也許是一個很不順利的環境，也許是一些我們所受的委屈，
許是
順利的環境
許是 些我們所受的委屈
也許是我們原先想要達成的事情好像突然消失了，
當這些臨到的時候，真的很不好受，但這卻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求主幫助我們，讓我們的信心都經得起考驗。
順境沒有考驗的，順境的時候是感謝，只有逆境的時候，
那是一個好的考驗―我們的信心是否仍然能夠站立得住？
你看主耶穌在遭受各樣的、傳道的逆境的時候，
他仍然說 「父
他仍然說：「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謝你！」
天地的主 我感謝你
他仍然說：「我的心裡柔和謙卑。」

在這邊講到說有的人可以得救：只要你信耶穌你都得救。
但是有的人是驚險得救 有的人是安全得救 有的人是風光得救
但是有的人是驚險得救，有的人是安全得救，有的人是風光得救，
有的人是慚愧得救，像從火裡經過一樣。你看過那個從火裡經過的人嗎？
我看過 從火裡經過的人就穿了 條短褲在外面
我看過，從火裡經過的人就穿了一條短褲在外面，
他裡面所有的東西都燒光了；從火裡經過的人實在是一無所有。
但是神卻希望我們豐豐富富的進入他的國。
但是神卻希望我們豐豐富富的進
他的國
我們要一起好好的來建造神的教會，不僅自己被建造，
也要和弟兄姐妹一起被建造，因為聖經上說我們就是神的殿，
神的靈在我們裡面，我們要竭力保守神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不要讓任何一句有心無心的話，造成教會的傷害。
你是屬肉體的追星族嗎？要為傳道人禱告，
一個不斷為他禱告的傳道人是會成長的傳道人。
你 什麼材料來建造你的房屋
你用什麼材料來建造你的房屋呢？記得，是你的房屋喔，
你 房
將來是你自己要住的，你現在隨隨便便建造，將來你自己承受後果。

天父，我們感謝你！我們願意做你的門徒。
也謝謝主讓我們在教會當中一同接受牧養。
求你光照我們裡面每 個黑暗的角落
求你光照我們裡面每一個黑暗的角落，
有的時候我們喜歡論斷，
有的時候我們甚至無心造成了 些傷害
有的時候我們甚至無心造成了一些傷害，
有時候我們也不夠順服。
求主特別憐憫我們—
讓我們在耶穌基督裡面成長，
讓教會充滿了你的同在。
奉主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