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基督一同收聚
马太福音 12 章 30 节
今天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 12 章 30 节的后半句：“不同我收聚的，就是分散的。”主耶
稣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不妨换一个角度问，我们说心灵要向主开放，可是何以知道我
们对主开放了呢？口说无凭，必须付诸实际行动。“不同我收聚的，就是分散的”，主耶
稣是在说：不与我一同做工的，就是敌挡我的，没有中间路线。
“收聚”
、
“分散”指的是什么？

收聚、分散就是做工，是行动。主耶稣是在说：我不会单单看你口里相信，还要看你的
实际行动，看你是与我一同做工还是敌挡我。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今天经常听见的教
导是只要相信，就能得救，你根本不用做什么。
主耶稣怎么说的呢？他是救主，让他来回答这个问题吧。主耶稣说：
“不同我收聚的，就
是分散的。”这句话是对所有人说的。分散是收聚的反义词，你不同他收聚，即不与他同
工，那么就是在分散。主耶稣看的是我们的实际行动，并非仅仅口里相信。
“收聚”与“分散”，希腊原文可以是指收聚羊或者分散羊。比如约翰福音 10 章 12 节就
用到了“分散”一词，狼来了，赶散了羊群。你要么是牧人，要么是狼，没有其它选择。
但这两个希腊文也可以是指收割庄稼或者毁坏庄稼，比如主耶稣说：
“不同我收割庄稼的，
就是分散、毁坏庄稼的。”无论是收聚、分散羊群的图画，还是收割、毁坏庄稼的图画，
总之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引领人得救或者灭亡。
主耶稣这番话是对所有人说的。你自称是基督徒，生命却与福音背道而驰，羞辱了福音，
那么你就是在驱赶人远离神！犹太拉比有一句教导说，亵渎神（即羞辱神的名）是十恶
不赦的罪。因为这会使人远离神，远离救恩。这种罪不但损害自己，还绊倒了别人。你
是基督徒，打着神的旗号，却羞辱了神的名，那么你就是在让人远离神，你在分散，在
做狼的工作，不是牧人的工作。我们都是基督手下的牧人，他是大牧人，我们与他同工，
带领人归向神。
我们都在不同程度地收聚、分散

基督徒甚至牧师都很肤浅，说什么“只要相信就得救了”。主耶稣却鞭辟入里，他说，
“不
同我收聚的，就是分散的。”要想做基督徒，要想看见神的救恩，就必须透彻明白主耶稣
这番话。这番话就是在说，你每一天都会参与收聚或分散的工作，要么凝聚神的子民，
要么驱散神的子民。不妨想一想，一句不友善的话、一个自私的举动会给弟兄姐妹带来
多大的伤害，也许让那人远离了神。你在分散弟兄姐妹，而不是在收聚弟兄姐妹。
反过来说，每一个爱心行动、恩慈之举也会吸引人更亲近神。比如探访，也许不必讲道，
只是透过探访来表达基督的爱，那么你就是在同基督一起收聚羊群。再比如加入诗班，
用诗歌见证神，你也是在尽上绵薄之力，帮助人亲近神。或者带领查经，或者主持聚会，
或者在学校读书，或者在单位上班，总之无论做什么，你都会影响到别人，要么让人亲
近神，要么让人远离神。
使徒保罗教导的是一码事，他就是在阐释主耶稣的教导，比如哥林多前书 3 章 10-17 节。
然而今天的传道人根本不明白保罗的这段教导，结果教会疲乏困倦，缺乏神话语的喂养。
我所到之处，见到的就是这种景象，没有人能够喂养教会。
我的目标是训练人如何解经，我不会发放讲道材料，甚至不会说出某段经文是什么意思，
而是让他们自己去查考，自己从神的话语中找答案。所以参加培训的同工学业很重，要

查考难解的经文，苦苦思索，经常解释错了。但透过这些错误，他们学习如何解开神的
话，如何明白神的话，首先是自己明白，然后教导别人明白。
今天的教会根本没有解经者，牧师不知道如何阐释圣经，无非是重复自己在圣经学院所
学到的东西而已。你问某段经文是什么意思，他们无法解答，因为他们从未受过解经培
训，教会的光景是不是很可怜？
我身体健康很差，从没想过要培训人，更没叫谁来参加培训，可是神感动这些人来。我
知道是神给了我这项任务，好让这些人掌握如何解经。我的任务不是告诉他们哥林多前
书说了什么、罗马书说了什么等等，我是将阐释神话语的钥匙给他们，让他们自己去查
考这些书信，不必听我讲。当然星期天我没有时间培训会众如何阐释神的话，我必须亲
自阐释神的话。所以我们要祷告神，愿神兴起仆人，能够解开神的话语，掰开生命之粮，
喂养饥饿的会众。
接下来，我要阐释哥林多前书 3 章 10-17 节。之所以选择这段经文，因为教会不但不明
白，还大肆歪曲，错误引用。不明白神的话也就罢了，如果再歪曲神的话，那么就正如
使徒彼得所说，我们是在自取沉沦。曲解神的话非常危险，再错误地加以贯彻实行，结
局就是毁灭，这是彼得后书末了的话。
“收聚、分散”相等于“建造、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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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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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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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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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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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17）
这段经文非常重要，谈的是神的殿。它与马太福音 12 章 30 节的联系也是显而易见的。
马太福音 12 章 30 节说要么与基督收聚，要么分散，
“收聚”、
“分散”也可以指庄稼。而
哥林多前书 3 章 9 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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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是神的田地，神的工人就在这块田地上工作，收割庄稼。一个不忠心的恶仆人，
他不但没有收割庄稼，反而糟蹋、摧毁了庄稼。
保罗又说，不妨换一幅图画，不谈收割或者分散庄稼，谈一谈建造、毁坏。所以保罗在
10-15 节谈建造，在 17 节谈毁坏。“若有人毁坏神的殿”，就相当于“若有人分散”，那
么“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是他用重价——他儿子的宝血——买回来的。
我们要么是在建造，要么是在毁坏。
保罗在 13 节提到了“那日子”，即审判日；在 16-17 节说我们是神的殿，神的灵（圣灵）
住在我们里面，由此可见保罗这段教导跟马太福音 12 章主耶稣这段教导的关联。因为主
耶稣刚说完“不同我收聚的，就是分散的”，紧接着就说亵渎圣灵、干犯圣灵的，今世、
来世总不得赦免。主耶稣也是在谈审判日、圣灵的话题，所以显然保罗是在阐释主耶稣
的这番教导。
工作化为灰烬，我们仍会得救？

下来思考一下哥林多前书 3 章 10-17 节，这段经文在教导我们什么呢？我说过有人歪曲
了这段经文的意思，说即便你的行为化为灰烬，你也会得救。果真如此？你肯定常常听
见这种教导，即便没有行为，或者行为很差，只配付之一炬，可只要有信心，你就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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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
圣经是这样教导的吗？不要歪曲神的话，也不要被人误导了，先好好看看这段经文，认
真思想一下。事实胜于雄辩，我会阐释这段经文，把事实摆在你面前，你自己下结论吧。
有时候我会举出很多参考经文，因为我不希望你盲目接受，相信我的话也无济于事，希
望你看得见神的话是什么意思。我的任务只是把圣经的话铺开在你眼前，并非讲述自己
的观点。
不要听人安慰你说：
“你的基督徒生命一塌糊涂，根本没有果子，或者都是坏果子，只配
付之一炬，也没关系。”希伯来书 6 章 6-8 节是怎么说的呢？一块田地要是不结果子，只
长荆棘、蒺藜，结局就是焚烧。你会被焚烧，所以怎会没关系呢？
回到哥林多前书 3 章，说“无论结出什么样的果子，也能得救”，这种教导跟圣经教导背
道而驰，而且也是错误的解经。这段经文根本不是在谈个人救恩，而是在谈神的教会，
整段的重心是神的教会。
保罗在强调建立教会，并非个人救恩

在哥林多前书 3 章 9 节，保罗说“你们是神的田地”，“你们”即教会。整段经文的重心
是建立教会，与个人救恩毫不相干。保罗这番话是在教导哥林多教会，他一开始就说：
我立了教会的根基，建立了哥林多教会，然后另一位神仆亚波罗来了，他在我立的根基
上建造。
或者换一幅图画，保罗在第 6 节用了种地的图画：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我在这间
教会撒了种子，另一位神仆亚波罗来浇水，帮助你们成长。并非我比亚波罗好，栽种的
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我们都在做神的工，只不过做工方式不同。
保罗栽种，其他人浇水；保罗立了根基，其他人在根基上面建造。所以保罗是在谈建立
哥林多教会，当然这些原则也适用于建立所有的教会。
再看哥林多前书 3 章 10 节的“根基”一词。以弗所书 2 章 20 节也用到了“根基”一词，
而且这节经文也是在谈教会，并非个人生命。耶稣是教会的根基，使徒、先知在这个根
基上建造第二层根基。这两段经文都是在谈建立教会。
哥林多前书 3 章 16 节谈到了神的殿。
“神的殿”语法上是单数形式，是一座殿，并非好
多座殿，似乎每个基督徒都是神的殿，结果到处都是神的殿。保罗说：你们整体是一座
神的殿。教会就是神的殿（此外还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 6 章、彼得前书 2 章）。
保罗刚说完“你们是神的殿”，紧接着在下一节经文（林前 3：17）就说：“若有人毁坏
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他不是在说“若有人毁坏自己”，因为如果你毁坏自己，神
何必再来毁坏你呢？你已经自我毁灭了。可是如果有人毁坏教会，神就会毁灭他。整段
经文谈论的是建立教会，所以我们不要把它降至个人层面。
所做的“工程”是指建立神的教会

明白了整段经文谈论的是神的教会，接下来要问的问题是：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工程呢？
我们要做的工程是建立神的教会。这就跟马太福音 12 章联系了起来，
“同我收聚的”，即
收聚神的子民、神的教会；
“分散的”就是分散神的子民、神的羊群、神的庄稼，总之谈
的是教会。保罗是在阐释、传讲主耶稣的教导，这个工程就是建立教会。
保罗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建立教会。有一个希腊字是保罗的习惯用语，保罗一共用了 24
次，其中动词形式 9 次，名词形式 15 次，每一次都是在谈建立教会，中文翻译为“建立”、
“造就”等等。比如哥林多前书 3 章 9 节，“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这个希腊字被翻译为“所建造的房屋”。再比如以弗所书 2 章 20-21 节，20 节又谈到了
根基，21 节就说“各房靠他联络得合式”，这个希腊字被翻译为“房”，整座房子在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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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层层相联。此外还有哥林多前书 14 章 4 节、5 节、12 节，以弗所书 4 章 29 节等等，
不一而足。
总之保罗全心关注、毕生追求的就是建立教会。读一读他的书信，关爱教会、建立教会
溢于言表。
谁在建立神的教会？
下一个问题是：谁在建立神的教会？你说你的工程被烧，也会得救，那么就是在假设你
在建立教会。也许不错，可是不要急于下定论。谁在建立神的教会？圣经是怎么说的？
当然首先是指神的仆人。回到哥林多前书 3 章 9 节，
“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建
造的房屋”。谁是“我们”？谁是“你们”？“我们”当然是使徒保罗，是亚波罗，是使
徒彼得（参看 22 节，矶法）。“你们”就是哥林多的信徒。

意思是明摆着的，有什么难理解的呢？愿神降下圣灵来，兴起真正蒙圣灵教导的解经家！
保罗是在说：你们是神的教会，我们是在与神同工，建立你们。或者换一幅图画：你们
是神的田地，我们是这个田地（教会）的工人，一个撒种、一个浇水。
显而易见，工程毁了，工人还活着，彼得、亚波罗、保罗还在。所以这个“我们”是谁
呢？是委身于神、服事神的工人，他们在参与建造教会。他们的工作要是被毁，自己仍
会得救。但真正神的工人不会因此而心安理得，保罗害怕自己的工作被毁。
可是有些基督徒没有活出基督徒生命，又想得救，就特别喜欢引用这段经文来自我安慰：
“即便我做得不好，也会得救。”你指的是什么工作呢？你参与建立教会了吗？这段经文
谈的是建立教会，是神的工人在建立教会，不要胡乱引用！解经最基本的一个原则是要
看前文后理，不可断章取义、妄加解释。
得救的是神的工人，谁是神的工人呢？当然不仅仅局限于保罗、彼得、亚波罗这些人，
也包括了今天的牧师、传道人，他们的工作也是建立神的教会，收聚神的子民。
每个基督徒都在影响教会工作

惟有全职事奉的才参与教会工作吗？当然不是，所以我一开始就说，人人都在参与教会
工作，要么建立、要么毁坏。你不在建立教会，就在毁坏教会，总之你的一举一动都会
影响到教会。
所以哥林多前书 3 章也可以应用到基督徒身上，可是哪种基督徒关心并且参与建立教会
呢？显然是完全委身的基督徒，是真正爱神、爱神教会的基督徒。我看见大多数基督徒
对教会毫无贡献，他们根本不关心建立别人，来教会只是自己有所收获。真基督徒就会
建立神的教会，即便所做的最终经不起火的试验，他也会得救，因为他投身去建立教会
了。可是今天有多少基督徒在投身建立教会呢？你是关心自己，还是关心建立别人、建
立教会呢？
主耶稣说的是“同我收聚的”，并非“收聚自己的”。今天教会的教导一心关注救自己，
然而你不关心别人的救恩，就休想得救。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尽心爱神，也要爱人如己。
只爱自己的，就不是真基督徒。而你爱邻舍，就会关心他的救恩。他是年幼基督徒，你
就会帮助他、建立他，而不会整天想着自己能得到什么。
建立教会的人会经历到改变

主耶稣说，一旦你成了神的同工，帮助耶稣去建立神的教会，同耶稣一起收聚，那么你
就会经历到改变，成为基督里新造的人，有了基督的心。保罗也对哥林多教会说：
“我们
是有基督的心了”（林前 2：16）。
你有基督的心吗？什么是基督的心呢？就是舍己为人，你有吗？如果有，那么审判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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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你当然毫无惧怕。你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就休想把哥林多前书 3 章套用在自己身上，
这样做无非是自欺罢了。哥林多前书 3 章所说的工程被烧、自身得救的人，是神忠心的
工人，他们在积极建立神的教会。其实这也是每个基督徒应尽的本分，可是今天的教会
接受不了这种教导，基督徒只关心自己得救。想救自己的，反而得不了救。
你当然得让自己得救，这是第一步，接下来必须去救别人，与基督一同收聚庄稼、收聚
羊群。保罗最关心的是救别人，所以他常常教导教会要彼此建立、彼此造就。比如罗马
书 14 章 19 节：“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帖撒罗尼迦前书 5 章 11 节：
“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
保罗没有单单说建立自己，他说彼此建立。当然需要建立自己，但更重要的是彼此建立。
建立教会不是牧师一个人的事，整间教会弟兄姐妹要彼此建立。你当然做得到建立弟兄
姐妹，因为总有属灵上比你年幼的基督徒，你可以帮助他。要是你刚刚成为基督徒，那
么你可以帮助非基督徒，收聚非基督徒进天国。总有你可以做的工作，尽管起初可以做
的非常有限，但只要有心事奉主，就会有你用武之地。
归结来说，哥林多前书 3 章所说的工程被毁、自身得救的人是建立教会的人。未必是全
职事奉的，总之是参与建立神教会的人，哪怕只参与了微不足道的工作，比如献唱诗歌；
向年幼弟兄姐妹做见证，帮助他们成长；探访人；写传福音的文章，向教会刊物投稿等
等。总之用各种方法建立教会，不要只想着自己得到建立。当然要想建立别人，也必须
建立自己，但圣经关心的是建立别人，这才是最重要的。
各种建筑材料代表了什么？

接下来要问的问题是，这些建筑材料代表了什么呢？哥林多前书 3 章 12 节说，“若有人
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总共是六样材料，三样禁得住火烧：金、
银、宝石；三样禁不住火烧：草、木、禾秸。这六样材料代表了什么呢？金银不是工程
本身，而是用以做工的材料。问题是这些建筑材料代表什么呢？圣经并没有让我们无所
适从、胡乱猜测，神的话已经讲得一清二楚，只要在圣灵引导下查考神的话，就能找到
答案。
先从最后一样材料谈起，
“禾桔”是什么呢？就是麦秆，将麦子割下来，剩下的就是麦秆。
有时候人会把麦秆扎成捆，用来铺房顶。这种房子禁不起火烧，也架不住雨打，只能是
个临时窝棚。马太福音 11 章 7 节也用到了这个希腊字，中文翻译为“芦苇”。主耶稣说，
“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主耶稣是在说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当然不是芦苇、稻草，而是金银。
还有马太福音 12 章 20 节，“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什么是压伤
的芦苇呢？此处压伤的芦苇代表了罪人，劳苦受压、奄奄一息、软弱无助。主耶稣说：
我来是拯救罪人，叫罪人悔改，而不是审判、摧毁。
再来看“草”，彼得前书 1 章 24 节也用到了这个希腊字：“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可
见“草”代表了属血气的人，每个血肉之躯都是草。
在圣经中，
“木”也代表了人。比如路加福音 23 章 31 节：
“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
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
“树”与“木”是同一个希腊字，
“树”被砍下来，就是“木”
了。圣经将义人形容为有汁水的树，将罪人形容为枯干的树。
“木”代表了人，以西结书
经常用到这幅图画。
金、银、宝石又代表什么呢？他们是三种不同素质的人，圣经用到这些字的时候，总是
指神的子民，敬虔的人。比如宝石一词，希腊文是由两个词组成的：“宝贵”，“石头”。
在彼得前书 2 章 5 节，使徒彼得就用到了石头这个词。他对基督徒说：
“你们来到主面前，
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作圣洁的祭司。”彼得这番话跟保罗的话如出一辙：你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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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活石，非常宝贵，因为你们里面有神的生命，你们被建造成神的殿。石头代表了人，
而此处是代表了基督徒。
金、银又代表什么呢？也代表人，比如在提摩太后书 2 章 20 节，保罗将基督徒形容为大
户人家的金器、银器，金、银指的是人。在 21 节保罗继续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
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不自洁的，就是不贵重的器皿。你知道犹太人如何处置不洁净
的器皿吗？不洁的、污秽的器皿一律摔碎扔掉，不再使用。今天的人显然不明白这一点，
犹太人非常看重洁不洁净，一件器皿要是沾染了污秽，就必须毁坏。所以保罗说完了这
番话，紧接着就嘱咐提摩太说：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
（提后 2：22）。保罗关心的是提
摩太的圣洁，鼓励他继续做个洁净、贵重的金器、银器，不要沦为不洁。
旧约也有同样的图画，比如诗篇 66 篇 10 节说，神试验义人就好像熬炼银子一样。还有
玛拉基书 3 章 3 节，神要熬炼他的子民，如同炼净金银一样。炼金之火的图画就跟哥林
多前书 3 章联系了起来，哥林多前书 3 章 13-15 节就说到了“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
我们用什么材料建造教会？

归结来说，六样建筑材料指的是人。我们如何建立教会呢？圣经对“教会”的定义不是
建筑物，而是信徒整体。我们是在用人来建造神的教会，而不是用木头、砖头、石头。
其实早期教会根本没有教堂，教堂是二、三世纪才出现的。建造神的教会就是引领人进
入教会，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 12 章的话说，是收聚神的羊群。
问题是什么样的人组成了教会，会众有什么属灵素质，这才是最重要的。用属血气的、
未重生的、挂名的基督徒建造教会，就是在用草木、禾秸建造教会。草木、禾秸代表了
属血气的、未重生的人。今天教会充斥着这种人，自称是基督徒，却没有重生，结果根
本不明白做基督徒是什么意思。教会充斥着没重生的人，是草木、禾秸的教会。靠神的
恩典，我要用金银、宝石建造教会。
金银的可贵之处在哪里呢？在神眼中，什么是最宝贵的呢？是我们的信心！彼得前书 1
章 7 节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一个
充满信心的人像金子一样宝贵。没重生的人没有信心，他可能自称是基督徒，每个礼拜
天都去教会，却没有信心。这种人就是草木、禾桔，我不愿建造这种教会。
很多教会只不过是个社交场所，人人去会朋友，聚会一结束，就立刻冲出去吃饭。香港
人喜欢“饮茶”，得赶紧去占座位。既然那么着急去饮茶、吃饭，何必还来教会呢？因为
来教会是会朋友，你不来，其他人就会问：
“你去哪儿了？有什么事吗？病了吗？”你得
证明自己一切都好，生意兴隆，还没有破产，要是破了产，你就无颜来教会了。
很多教会像个社交场所，我不反对社交场所，能有社交场所当然好，可教会不应该是社
交场所。这种教会是属肉体的教会，根本没有属灵素质，在属灵上是死的，就好像撒狄
教会一样，“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启 3：1）。很多教会恰恰如此，是草木、禾
桔。如果你在属灵上是死的，那么你就是个属肉体的人。
效法保罗，建立荣耀神的教会

保罗就是担心哥林多的信徒落入这种光景，在哥林多前书 3 章一开篇，保罗说：
“弟兄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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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警告哥林多教会：你们可能是草木、禾秸，恐怕到头来我用你们这种人建造了
神的教会。我不想用草木、禾秸建造教会，我要的是有素质的教会，我要建立属灵人，
可你们是什么呢？
保罗说话直来直去，不拐弯抹角，他坦白告诉哥林多教会：你们是属血气的人！我不能
说你们是属灵人。你们的确信主了，可现在还处于婴孩阶段，最好在基督里成长，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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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完了。
接下来保罗又换了一幅图画，他说：“我在建造神的教会，可我不想用草木、禾秸建造，
我希望你们都成为金银、宝石。”怎样才能从草木、禾秸变成金银、宝石呢？透过信心！
金银、宝石是代表了像基督的生命。保罗最看重的就是效法基督，在腓立比书 3 章 8 节，
保罗说，
“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
督。”即是说，透过信心，我们越像基督，就越是金银、宝石。
保罗只有一项使命、一个目标：将每个基督徒都塑造成基督的形象。他在歌罗西书 1 章
28 节说：我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保罗不愿建造一间满是属灵婴孩
的教会，他说：婴孩阶段是免不了的，可你们不能停在这里，必须长成基督丰满的身量，
必须脱离草木、禾秸，成为基督的形象，这才是最宝贵的。
来到这里，哥林多前书 3 章的意思是不是已经一清二楚？我们是用人来建造神的教会，
组成神的殿的是人。所以在彼得前书 2 章 5 节，彼得说：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
被建造成为灵宫。”我们是用人来建造教会，而最重要的是人的素质。彼得并没有单单说
“你们是石头”，他说“你们是活石！”
“活石”就是有生命的石头，你们里面有神的生命，
所以你们才是宝贵的。
我们在建造神的教会，我也立志用金银、宝石来建造，不用草木、禾秸。有的教会会众
成百上千，可是如果都是草木、禾秸，那么我一点都不稀罕。我们是要建造荣耀神的教
会。金银、宝石是稀罕之物，不可多得，但它是发光的，熠熠生辉，这种教会反映出了
神的光辉，在荣耀神。草木禾秸的教会根本不能反映出神的荣耀，何用之有呢？
错误教导：神不会审判基督徒

哥林多前书 3 章 13 节用了一个词：“那日子”
。整句经文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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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那日
子，每一个参与建造教会的人，他所做的工作到底质量如何，一定会显露出来。
“那日子”是什么日子呢？圣经每每说到“那日子”，当然指的是审判日，比如马太福音
7 章 22 节，罗马书 2 章 5 节，哥林多前书 1 章 8 节，哥林多后书 1 章 14 节等等。“火”
也是另一个审判的代名词，比如马太福音 3 章 12 节、7 章 19 节，犹大书 7 节等等。
可是今天的教会充斥着错误教导，教会之所以沦入这种境地，是因为没有阐释神话语的
解经者。有一种教导说：神单单审判非基督徒，不审判基督徒。圣经的教导清清楚楚，
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说出这种话来。圣经哪里说基督徒不会受审判呢？我们当然要受
审判，保罗这番话说，每一个基督徒的工作、行为都要受火的审判，因为神是按照我们
所行的审判我们。
既然这些建筑材料——草木、禾秸、金银、宝石——代表人，那么材料被烧就代表什么
被烧呢？显而易见是人被烧，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会化为灰烬！你感到痛心吗？我很痛
心，所以才竭力去传讲真理，我不愿看见谁化为灰烬。马太福音 7 章说，到了审判日，
主耶稣对那些自以为是基督徒的人说：我不认识你们，离开我去吧！我不愿看见有人落
个这种下场。为什么你要做草木、禾秸，等到审判日被烧呢？基督徒也要面临审判，概
莫能外。
神的仆人也要受审判

神的仆人又如何呢？也要受审判。你、我、保罗都要受审判，保罗这番话已经说得一清
二楚，白纸黑字。在哥林多后书 5 章 10 节，保罗说：
“我们众人（并非‘他们’）必要在
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审判日基督徒不会受审判，只会得奖赏。这不是圣经教导，不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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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受骗，每个基督徒都要受审判。保罗说：“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看一
看上下文，保罗这番话是对基督徒说的。“或善或恶受报”，不但是行善受报，行恶也要
受报。
在罗马书 14 章 10 节，保罗还在重复强调这一点：
“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
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保罗这番话是对基督徒说的，意思是明摆
着的，还需要解释吗？难道我们眼瞎吗？教会竟然公然反对圣经教导，真可怕！
意思再清楚不过了，我们是在用人来建造教会。我不愿看见谁被神的审判之火毁灭，所
以才这样讲道，才恳求你们明白神的话。但愿神让你们成为金银、宝石，不至在审判日
遭毁灭。
保罗不会因为自己得救而安心

工程被毁是很难受的事情，因为损失惨重。保罗不会因为自己得救而安心，毕竟我们劳
苦做工是为了什么呢？我们劳苦做工不是为了救自己，而是为了救别人。我能够认同保
罗的感受，要是我的工作被毁，自己得救，那么我一点都不安心。我用尽了一生来建立
教会，到头来一切都化为乌有，我怎能安心呢？我浪费了一生！要是我的工程是草木、
禾秸，到了审判日付之一炬，那么我就会哀哭，根本笑不起来。我可不愿放弃前途、事
业，用尽一生去建造草木、禾秸的教会。自己得救有什么好高兴的呢？我要是想救自己，
就不会放弃一切去传道了。
保罗就是这种心情，他说：
“为什么我们要忍受这一切呢？我被鞭打，受嘲笑，忍饥挨饿，
遭遇沉船……”最终保罗也为基督丧了命，他付出这一切甚至舍命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建立教会！要是到头来一切都付之一炬，你以为保罗会开心吗？只有没重生的人
才会因为自己得救而开心，但凡关爱神教会的人根本不会开心。保罗最担心的就是自己
的劳苦白费了，再比如在加拉太书 2 章 2 节，保罗说：
“惟恐我现在或是从前徒然奔跑”
。
意思是说，我放下一切去奔跑，难道最终一无所获？
在腓立比书 2 章 16 节，保罗又说：“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即审判
日）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保罗希望腓立比基督徒持守住生命的道，好让他不
至于空跑；要是腓立比基督徒失丧了，他就觉得自己徒然奔跑做工，徒然丢弃了一切。
保罗最终死于罗马刀下，为了基督身首异处。你以为他愿意徒然付出这一切吗？仔细想
一想他的话：不错，教会付之一炬，我肯定也会得救，可我就成了一无所有！用金银建
造教会，我就得能奖赏！要是一切都付之一炬，那我就徒然奔跑了。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 3 章 5 节，保罗也说了同样的话，惟恐自己的工作被毁，可见保罗多
么在意这件事！他对哥林多教会说，对腓立比教会说，现在又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说：
“为
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
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要是撒但诱惑了你们，你们的信心崩溃，离开主，那我
就徒然劳苦了，一切努力都白费了。
总结

在马太福音 12 章 30 节，主耶稣对每一个基督徒说：不同他收聚的，就是分散的。收聚
什么呢？是收聚神的子民，建立教会。
哥林多前书 3 章也是在谈建立教会，而且是跟神的仆人有关的。有两个名字贯穿了整章：
保罗，亚波罗。22 节也提到了彼得，似乎彼得也来过哥林多帮助建立教会，总之整章关
注的是神的工人。当然，如果我们是真基督徒，那么每个人都必须参与建立神的教会，
所以保罗也说“若有人”，拓宽了建造工人的范围，涵盖了所有基督徒，当然此处至少是
指哥林多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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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说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建立教会，而建立教会就是建立人。建立人就是帮助他们
在恩典中成长，并非单单决志信主。可怕的是，教会一见到人决志信主，便心满意足了。
我们必须继续建立他们，直到长成基督成熟的身量，彰显出基督的荣美、能力，成为金
银、宝石，蒙神喜悦。
到了审判那一天，我们的工作都要经受试验。要是我们用尽毕生精力建立神的教会，最
终工作能够站立得住，即我们所引领归主的、所建立的人能够经得住试验，那么我们就
会得奖赏。
“经受得住试验”是保罗教导的一个关键字眼，能不能经受住试验、会不会遭
弃绝，这是保罗最关切的问题。工作经受得住试验，你就会得奖赏；工作被毁，你就损
失了一切。
基督徒一定要明白，我们蒙召不仅仅是相信基督，还要与他同工，收聚神的羊群，建立
神的教会。不但如此，保罗说我们的事奉还要有属灵素质，才会蒙神接纳。
试问你是哪种人呢？依旧是草木、禾秸，抑或靠神的恩典、凭着信心成了金银、宝石？
你在建立神的教会吗？你当然是神教会的一员，可你也蒙召建立别人，让他们成为神教
会的一分子。哥林多前书 3 章关注的是你用什么材料建立神的教会。要扪心自问：我是
什么材料呢？这就决定了我们是否是真基督徒，是在与基督一同做工、还是在分散。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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