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课 2月10日-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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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待主

安息日下午

阅读本周学课经文

路加福音16:10；利未记27:30；创世记22:1-12；希伯来书12:2；路加福音11:42；
希伯来书7:2-10；尼希米记13。

存心节

“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
（路加福音8:15）

什么是诚实的心，它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现代文化常常把诚实看作是某种模糊且相对的伦理标准；大多数人偶尔
撒撒小谎，只要无伤大雅，人们还是认为可以接受。据说在某些特定的
情况下，不诚实的行为也被判为是正当的。
真理与诚实总是形影不离。可惜，我们并非生来就有诚实倾向；诚实是
一种习得的道德行为，也是管家道德品质的核心。

当我们以诚实行事时，就有好的结果。比如，你永远不需要担心谎言被
拆穿，或是还需要继续为它打掩护。基于这种种原因，诚实可以说是一
种极为宝贵的品格，尤其是在困难的情况下，特别容易受到诱惑而撒
谎。
在本周的课程中，我们将通过什一奉献的实践来学习诚实的属灵含义，
并研究什一奉献对管家及管家职分的重要性。
■研究本周学课，为2月17日安息日作准备。

星期日

2月11日

第7课／诚实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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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单纯忠诚的事】

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
就是我们不喜欢不诚实，尤其是我
们看到其他人有不诚实的行为时，
就越发感到厌恶。然而，当它在我
们身上出现的时候，我们却不容易
发现，就算我们看到了，也会不自
觉地想要合理化我们的行为，为谎
言辩护，对它所产生的后果轻描淡
写：其实，也没有这么糟糕；这只
是小事一桩，一点也不重要。多数
时候，我们大可以这样蒙混过关，
但上帝永远不会被人愚弄。
“在我们各阶层的人中，皆有诡诈
不实的事，因此许多自称信仰真理
的人，便变成不冷不热的了。他们
没有与基督联络，他们在欺骗自己
的心。” ─怀爱伦，《教会证
言》卷四，原文第310页。

阅读路加福音 16:10。在此耶稣讲述
了什么重要原则，能够帮助我们了解
诚实是多么重要，即便是在“最小的
事上”也是如此？

言之中，尤其是牵涉到我们所拥有
的东西时。因此，他已将对付不诚
实和自私的利器交给我们，至少能
在我们遇到物质财富方面的问题时
游刃有余。
阅读利未记27:30和玛拉基书3:8。上
述经文对我们有何教导？这些教导如
何帮助我们诚实待人？

“这事毋须诉诸感恩和慷慨的心，
而是一件单纯忠诚的事。因为十分
之一是耶和华的，他吩咐我们将属
他的归还与他……如果忠诚是一切
事业的主要原理，难道我们不应该
承认我们对上帝所当尽的本分──
就是那为一切责任之基础的本分
吗？” ──怀爱伦，《教育论》，
原文第138,139页。
缴纳什一如何帮助你记得，你所拥有
的一切，谁才是真正的主人？为什么
永远铭记这一点非常重要？

然而，上帝知道我们很容易陷入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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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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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的生活】

阅读创世记22:1-12。从这个故事中我
们能看出亚伯拉罕有着怎样的信仰？

信心的生活并非是指某一次的事
件。我们表达信仰也不是凭着一次
惊天动地的见证，就能证明我们确
实是忠心耿耿、靠着主的恩典、被
基督的宝血所遮盖的基督徒。

举例来说，虽然数千年过去了，如
今的宗教界依然对亚伯拉罕在摩利
亚山上献以撒为祭的信心行为感到
惊讶不已（创世记22章）。要知
道，亚伯拉罕的坚定信心并不是像
变戏法一样，需要的时候就能拿得
出来。在此之前他忠诚且顺从的生
活才是他作出信心选择的原因。毫
无疑问，拥有这样信心的人在发生
这样重大的事后，依然能够活出信
心的生活。
我们需要理解的重点是，管家的信
心也不是某次偶然的事情。信心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要么变得更加深
刻、强大，要么变得更加浅薄与软
弱，这就取决于拥有这信心的人如
何去操练。

阅读希伯来书12:2。这节经文告诉我
们，信心的来源是什么？如何才能拥
有信心？

作为忠心的管家，我们唯一可以依
靠，就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
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
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
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
（希伯来书12:2）“成终者”这个
词仅在新约《圣经》中出现这一
次，它也可以被译为“完美者”。
这就说明耶稣定义要使我们的信心
成熟，并达到完全的地步（希伯来
书6:1,2）。因此，信心，或说信心
的生活，是一种不断变化的体验：
它不断成长、不断成熟、不断深
刻。
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看到自己的信心
在哪些方面得以成长和成熟？抑或是
停滞不前？

星期二

2月13日

第7课／诚实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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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的宣告】

在昨天的学课中我们看到，信心是
一段历程，是一种动态的体验，在
理想的状态下，它会渐渐成长，日
趋成熟。上帝用来完善我们的信
心，并使其达到完全的地步的方法
就是向上帝献上什一。我们应正确
地看待这件事，将什一献给上帝并
非律法主义；我们并不是借由缴纳
什一来买通去天国的道路。相反，
献上什一是信心的宣告，它是我们
个人真实信仰的外在表现。

毕竟，任何人都可以宣称自己有信
仰，笃信上帝，也相信耶稣。但据
我们所知，“鬼魔也信”上帝（雅
各书2:19）。但是否能做到将你收
入的什一拿出来归给上帝呢？这才
是表达信仰的行为。
阅读路加福音11:42。耶稣暗示什一是
不可不交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一
与更为重大的律法之间有何关联？

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
气”，并应许赐下更多。
阅读创世记 28:14–22。雅各如何回
应上帝的应许？

“上帝所计划的什一制度，在公平
和简单方面都是完善的。这制度是
上帝所创立的，凡存着信心及勇气
的人，都能持守之。这种制度既简
明而效用又大，并不需要有高深的
学识，才会明白和实行。人人都可
觉得在推进宝贵的救灵工作上，自
己也能尽一份力量。每一位男女和
青年都可成为主的司库，也可作一
个应付库房需要的经理人。 ”──
怀爱伦，《给管家的勉言》，原文
第73页。
以你自己的经历来说明献上什一会带
来哪些真正的属灵赐福？遵从什一的
制度如何助你增长信心？

献上什一是对上帝信赖的谦卑表
现，是相信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的
行为。因为我们明白，上帝“在基

page

54

星期三

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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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心缴纳什一： 归耶和华为圣】

我们经常谈到将什一献给主。但我
们怎么拿上帝本就拥有的东西来献
给他呢？

阅读利未记 27:30。本节论到什一，
讲了哪两个重点？

“什一是属于主的，因此是圣洁
的。它的成圣毋须透过起誓或献
祭。它本身便是圣洁的，因它属
于主。除了上帝，没有人有权拥
有它。没有人能将什一分别为圣
献给主，因为它本就不是人的财
产 。 ” ─ 陆 瑞 阁 博 士 （ Á n ge l
Manuel Rodríguez），《管家职分
之根基》（马里兰州银泉：管家事
工部，1994），第52页。
我们没办法让什一成圣；这是上帝
所指定的。唯有他有权这样做。作
为管家，我们只是将属于他的东西
归还给他。什一要献给上帝以作特
别用途。用任何借口占有什一都是
不诚实的行为。将什一归给上帝，
这是永远的定例。

阅读希伯来书7:2-10。在此保罗探讨
了亚伯拉罕将什一交给麦基洗德的故
事，这一做法究竟有何深意？从本质
上理解，亚伯拉罕将什一交给了谁？

这样说来，安息日是神圣的，什一
也是神圣的。 “圣洁”的含义就是
“分别出来以作神圣用途”。在这
一点上，安息日与什一是相同的。
我们将安息日作为圣日分别出来，
这是神圣的；同样，我们将什一分
别出来作为上帝的产业，这也是神
圣的。“上帝命令第七日成圣。这
段时间是由上帝指定和分别出来用
作宗教崇拜，至今仍然是一个神圣
的日子，如同造物主第一次使它成
圣的时候一样。

我们收入的什一同样是‘归耶和华
为圣的’。新约《圣经》没有再制
定什一的律法，正如安息日没有再
被制定一样，因这两者的效力都是
无可置疑的，而它们深长的属灵意
义也已解释了。 ……我们既是上帝
的子民，忠心地要归还他所保留的
时间，难道就不该把他所要求的那
一部分财物归还给他吗？ ”─怀
爱伦，《给管家的勉言》，原文第
66页。
你该做些什么使你无论在心灵还是思
想上都接受所缴纳的什一是“神圣
的”这一概念？

星期四

2月15日

第7课／诚实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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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兴、改革与什一】

希西家王的长久统治时期可以说
是犹大支派繁荣昌盛的年代。自
从大卫和所罗门王以来，以色列
人还没有享受过耶和华如此丰厚
的赐福。在历代志下29-31章记载
了希西家王在位时所经历的奋兴
与改革：“希西家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正的事。 ”（历代志下29:2）
“耶和华殿中的事务俱都齐备了”
（历代志下29:35）。以色列民也开
始守逾越节了（历代志下30:5）。
“在耶路撒冷大有喜乐”（历代
志下30:26）。外邦神像、祭坛和
献祭的高地尽数被毁（历代志下
31:1）。这场突如其来的灵性复兴
与宗教改革，使得以色列民甘心奉
献出极多的什一与供物（历代志下
31:4,5,12）。
尼希米记中同样记载了奋兴、改革与
什一。阅读尼希米记9:2,3。什么才是
灵性的奋兴？阅读尼希米记13章。尼
希米在“上帝的殿”（参见尼希米记
13:4）中发起改革后，犹大人为圣殿
奉献了什么？ （尼希米记13:12）

“奋兴与改革乃是两件不同的事。
奋兴是指灵命的苏醒，心力与脑

力的苏醒，及从属灵的死亡中复
活。改革则是改组，在观念、理
想、习惯，及规则范例上起一种变
化。”──怀爱伦，《基督徒服务
大全》，原文第42页。
奋兴、改革与什一之间的关系是自
然而然的。如果真有复兴，却没有
人缴纳什一，那么这奋兴与改革则
是不冷不热的。作为基督的门徒，
在我们本应该积极地参与到上帝的
事工中时，却往往表现得像个局外
人一样无所事事地观望。奋兴与改
革需要委身，而什一就是委身的一
部分。如果我们将上帝所要求的据
为己有，那么就不能指望他对我们
所要求的事作出回应。

奋兴与改革应该发生在上帝的教
会中，而不是外面的世界（诗篇
85:6）。我们必须寻求上帝来复兴
我们（诗篇80:19），使我们行“起
初所行的事”（启示录2:5）。必须
要对我们所拥有的，以及所献给上
帝的兴起改革。
这一切改变并非出自于行为，而是
彰显了动机与委身的心意，以及情
感所作出的决定才带来变革。奋兴
与改革将迎来强健的信心、敏锐的
灵性以及变化更新的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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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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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修资料

上。’”──怀爱伦，《给管家的

草的，他也主动引领他的子民进入

与上帝建立盟约就意味着责任。我

《圣经》中所有的圣约都是上帝起
这盟约之内（希伯来书8:10）。这
些盟约中的应许显出他的恩典、慈
爱以及要拯救我们的愿望。

一份与上帝的约书中包含许多内

容：上帝，受约方，约书条款，双
方对条款的承诺，未能遵守约定的
惩罚，以及预期的结果。玛拉基书

3:9,10中什一的概念就包含了这些
方面。经文反复重申了上帝与他管

勉言》，原文第77页。

们享受着圣约带来的应许，却常常
不喜欢接受命令与承担责任。然

而，约定是一种针对双方的安排，
缴纳什一则是在约定中我们所要执
行的条例。
讨论问题

1为什么说将什一归于主是我们信心
的重要表现？

家之间的这份什一奉献的特别之

2有些人说，“我实在交不起什

明显的迹象就是我们反对消费主义

对于自认为在此种困难境况下的人，

约。当我们接受这份圣约时，一个
的享乐原则，并且我们也能证明一
颗悔改的罪心也能产生美善之事。

一”，那么你会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你应该如何帮助他呢？除了话语上的
安慰，你还能做些什么实际的事来帮

“吝啬和自私的精神，似乎阻碍了

助他呢？

已与人订下特别的约，那就是人若

该如何做才能帮助你认识到什一是神

人将原属上帝的东西归还他。上帝

3周三课程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你

能经常为推展基督的国度，而将指

圣的。那么你的答案是什么？什一的

定的钱财分别出来，他便会大大地
赐福，甚至没有足够的地方来收藏
他所赐的；但人若扣留上帝之物，
主坦白地说：‘咒诅就临到你们身

神圣性会对你缴纳什一的做法产生什
么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