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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版

第10课 3月3日-3月9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18年第1季•1～3月

管家的角色

安息日下午

阅读本周学课经文

歌罗西书1:16-18；希伯来书 4:14-16；约翰三书 3；创世记6:13-18；启示录14:612；彼得前书1:15,16。

存心节

“上帝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帖撒罗尼迦前
书4:7）

由于管理工作所涉及的深度和广度，人们或被不相干的事缚住了手脚，
或被林林总总的琐事淹没，因此极容易在全局中迷失方向。管理工作说
来简单，却又十分复杂，使人容易对此产生误解。然而，无论是基督教
还是教会，若是离了管理工作，都不可能存在或发挥功能。作基督徒也
意味着成为一个好管家。

“它既非理论，也非哲学思想，而是一种工作程序。它是基督徒真正的
生活法则……必须对生活有足够的了解；对真正至关重要的宗教经验也
不可或缺。它不仅仅是在头脑上的认同，也是意志的行动，是触及整个
生命、坚定而关键的处理方式。”─勒罗伊•E‧福摩，《更大格局
下的管理》，（加州山景城，太平洋出版协会，1929），第5页。
作为一名基督徒管家的核心原则是什么？本周我们将更关注基督徒生活
中的管家角色。不过我们会通过一个有趣的比喻─战车的轮子─进
行学习。
■研究本周学课，为3月10日安息日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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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3月4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18年第1季•1～3月

【以基督为中心】

耶稣是整部《圣经》的主角（约翰
福音5:39），我们需要和他建立关
系。他为罪付上赎价，且是作“多
人的赎价”（马可福音10:45）。耶
稣掌握着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马
太福音28:18），万有已交在他手里
（约翰福音13:3）。他的名超乎万
有，终有一天，所有受造之物都要
在他面前屈膝敬拜（腓立比书2:911）。
“耶稣乃是万事的活中心。” ─
怀爱伦，《布道论》，原文第186
页。
基督是我们管理工作的中心，也是
我们力量的来源。正因为他，我们
的生活才有意义，要向所有人证明
他是我们生命的核心。保罗也许历
尽艰险，但无论他身处何方或是面
对何种境遇，他都秉持着生命中的
重点：“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
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1: 21）

阅读歌罗西书1:16-18,罗马书 8:21和哥
林多后书5:17。这些经文告诉我们，
耶稣对我们生命中的一切究竟有多重
要？

若是没有基督作为核心，我们一切
的管理工作都是虚假的（加拉太
书2:20）。他是那“所盼望的福”
（提多书2:13）的中心，“他在万
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歌罗
西书1:17）。正如车轴作为车轮的
中心，承担起整架马车的重量一
样，基督就是管家生活的中心。坚
实的轴能使轮子稳定地旋转起来，
同样，耶稣也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
稳固中心（希伯来书13:8）。我们
的所思所行，他都影响。管家职分
的方方面面能够顺利运转，全赖基
督作为中心。
“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
么。”（约翰福音15:5）管家工作
的中心并非一片空虚，而是永活的
基督，他在我们的生命中塑造我们
的品格，从今时直到永远。
称耶稣为我们生活的中心是一回事，
将其行出来又是另一回事。你如何能
够确信耶稣会像他所应许的，只要我
们愿意让他进来，他就会住在我们里
面？

星期一

3月5日

第10课／管家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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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所的真理】

通常人们提到管家职分的时候并不
会想到圣所，但二者之间的联系确
实存在，因为圣所对于我们的信仰
体系至关重要，而管理工作也是其
中的一部分。 “正确理解天上圣
所中‘基督’的侍奉，乃是本会信
仰的基础。”─怀爱伦，《布道
论》，第221页。在《圣经》的光
照下理解管家的角色，乃是当务之
急。

列王纪上7:33讲到了轮子的样式。
我们将圣所的道理比作轮子的轮
毂。轮毂与车轴相连，使轮子转
动的时候更具稳定性。在历经死
亡与胜利的复活后（提摩太后书
1:10），基督借着他的死为他在圣
所的工作奠定了基础（希伯来书
6:19,20），并为我们的信仰提供了
坚实的依靠。他如今正在圣所中为
我们这些在地上的人服务（参见希
伯来书8:1,2）。

“从惟独《圣经》的观点出发，以
《圣经》为依据的复临派将其整
个教义系统建基于圣所的概观之
上。”─ 费尔南多•卡纳尔，
《世俗的复临派？探究生活方式与
救赎之间的联系》（秘鲁利马：秘
鲁联合大学，2013），第104,105
页。
下列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在圣所中的

工作是什么？约翰一书2:1；希伯来
书 4:14-16；启示录 14:7。

圣所的道理揭示出救恩和救赎的伟
大真理，这是所有基督教神学的核
心。在圣所中，我们不仅能看到耶
稣为我们而死，还能看到他在天上
圣所中的服侍。在至圣所，我们能
看到上帝律法的重要，以及最终审
判的切实。而这一切的中心就是救
赎的应许，借着耶稣流出的宝血我
们得蒙拯救。
管家的角色正是反映出立锚于救恩
伟大真理的生活，如同圣所的真理
揭示的一样。我们越能深刻地理解
基督从前为我们所成就的事，以及
他如今在我们生命中所行的事，
我们就能越亲近基督，明白他的事
工、使命、教导以及他对于那些在
自己的生命中活出管家原则之人的
旨意。
阅读希伯来书 4:14-16。它对于我们与
罪恶、自我和自私的斗争有何助益？
我们如何从这一应许中汲取力量，并
看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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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3月6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18年第1季•1～3月

【以基督为中心的信仰教义】

圣所之所以成为中心，是因为在其

我们的生活造成影响。其实我们完

尽致，十字架的意义也被显明。无

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的身份是深深

中救赎的伟大真理得以表达得淋漓
论如何，我们所有的教义都必须与
福音的应许和救赎联系。其他的教
义都像车轮的辐条一样，出自于在
耶稣里因信称义的伟大真理。

“基督为赎罪而作的牺牲，乃是伟
大的真理，其他一切真理都集结在
这个中心上……那些研究救赎主伟

大牺牲的人会在恩典和知识上得以
长进。”─《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圣经》注释怀着》卷五，原文第
1137页。

如何理解约翰福音14:6中耶稣说自己
就是“真理”？与约翰福音17:17做比
较。我们应如何对待这一真理？约翰
三书3节。

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作为基
根植于本会的教义之中的。而这教
义是从《圣经》中得来，赋予了我
们第七日复临信徒的身份。

管家的角色就是要效法耶稣行在教
义的真理之中，并以一种积极的方
式影响人们的生活品质。“如果你
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
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
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
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志改
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
照着上帝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
义和圣洁。”（以弗所书4:21-24）

从这段话中看出，我们不仅要明白
真理，还要行出真理的真正含义。
作为管家，不是仅仅相信教义就够
了，不管这教义是多么真实，真正

我们的信仰会影响我们的身份以及

前进的方向。教义并非只是抽象的
神学思想；所有真实的教义皆基于
基督，并且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对

的管家是要在生活中行出这些真
理，并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彰显出
来。

星期三

3月7日

第10课／管家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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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使的信息】

上帝对这个世界将要降临的灾难
发出警告仅有两次：一次是吩咐
挪亚（创世记6:13-18；马太福音
24:37），另一次就是透过三天使的
信息（启示录14: 6-12）。这信息
拉开了遮掩的帷幕，以一种独特的
视角讲述世界未来的大事。随着时
间的推移，我们对此信息的理解也
日臻成熟，但其教训与主旨依旧是
在基督里因信称义，“它的确是第
三位天使的信息。”─怀爱伦，
《布道论》，第190页。换言之，
现代真理的核心，我们被呼召去传
给世界的信息，就是耶稣并他为我
们作出的巨大牺牲。
阅读启示录 14:6-12。这些讯息的实质
是什么？他们在向世界说什么？我们
对这些信息负有什么责任，如何就此
施行管理之职？

作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我
们的使命就是要传扬三天使的信
息，为基督复临做好预备。人们必
须要对永恒之事作出抉择。管家的
角色就是要在这一使命上与上帝同
工（哥林多后书5:20, 6:1-4）。

“就特别的意义而言，基督复临安
息日会的人被安置在世上，乃是作
守望者和擎光者。那给将亡之世界
的最后警告，已经托付了他们。从
《圣经》中有奇妙的光照在他们
身上。那所托付他们的乃是传扬第
一、第二，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
这是一项极其严重的工作，是再重
要不过的。所以他们不可让任何其
他事物吸引他们的注意。”─
怀爱伦，《教会证言》卷九，第19
页。
轮子的轮圈和与地面的接触点很
近，代表着三天使信息的使命。它
们的任务是保护人不受虚假神学的
影响，并在末世大事中阐明我们的
责任。我们要成为这信息的管家，
并向世界宣告。
当我们思考末世大事时，很容易陷入
图表和日期当中。当然它们各有作
用，但当我们向世界宣扬这一信息
时，如何能够确保我们将耶稣和他的
牺牲作为中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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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3月8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18年第1季•1～3月

【管理之职】

基督希望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他
的一生告诉我们何为“圣洁”，
何为管家的终极职分（希伯来书
9:14）。我们应该以一种上帝喜悦
的方式来管理我们的生活，包括所
托付于我们的应如何管理。管家的
工作其实就是圣洁的一种表现。
比较彼得前书1:15,16和希伯来书
12:14。“要圣洁”和“圣洁”分别是
何含义？这与管家的职分有何关联？

罗马人发现，若是在轮圈的四围包
上铁，则车轮的使用寿命会延长。
工匠会将铁加热，拉成长条，以便
封住车轮整个边缘。接着放入冷水
中，铁片便会紧紧包住轮圈。当车
轮转动的时候，与路面接触的便是
这一圈铁箍了。

轮圈外的这圈铁箍可以代表作管家
的概念。这是属灵生命与实际生活
碰撞的关键时刻。在此我们的信心
借着成败来迎见生活中的起起落
落，我们的信仰在与日常琐事杂乱
无章的混战中变得无比真实。管家
的职分就是我们的身份与我们行为
的外包装。它见证着我们毫无瑕疵

的行为以及井井有条的生命。彰显
基督的日常行为就好像包在轮子上
的铁一样，总与道路接触。
行动的力量是巨大的，必须借着对
基督徒的委身予以控制。我们应时
时谨守这一应许和保证：“我靠着
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腓立比书4:13）
“心灵因圣灵的运行而成圣的真
义，乃是使基督的本性深入人心。
福音的宗教乃是基督表现在生活中
──也就是活泼的积极的原则。它
是品格上所显示的基督的美德，并
借着善行而实施出来的。福音的原
理不应与实际生活的任何一部分脱
节。基督徒的各种经验和工作都应
代表基督的生活。” ──怀爱伦，
《基督比喻 实 训 》 ， 原 文 第 3 8 4
页。
思考你的日常生活与行为。它是否揭
示出耶稣住在你里面，在其中以神圣
的方式动工，使你成为新造的人？你
需要作出哪些理智的选择，以便他的
圣洁彰显在你的生命里？

星期五

3月9日

第10课／管家的角色

进修资料

人们随时需要调整车轮外面的铁
箍，因为金属长期与路面碰撞会松
脱。调整的方式就是要对铁箍本身
进行不断的捶打、敲击。这一过程
可以代表管家生活的实际成圣。这
说明面对生命中的大小事，无论过
程是否艰辛痛苦，都能以基督的心
来回应。无论这神圣化的过程是关
乎金钱的使用，家庭关系还是职场
问题等等，都要以基督的心意来回
应。其实我们很明白，有时势必要
经受某些艰难的打击，才能学会这
一功课。
调整铁箍固然不易，改变人的本性
则是难上加难。想想彼得的经历
吧！他曾跟随耶稣东奔西走，可没
想到耶稣对他说：“但我已经为你
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
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路
加福音22:32）过了不久，在拒绝承
认耶稣之后，彼得的生命的确有了
一些改变，但那是在一场痛苦而艰
难的经历之后才发生的。从某种意
义上说，他的管家生活被重新复位
了。经历改变后的彼得焕然一新，
他的生活朝着一个全新的方向奋力
前进，但这改变的过程不啻于一连
串的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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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问题

1 实际的成圣与耶稣所教导的“就
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
从我”有什么关系？路加福音9:23。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是什么？加拉太书
6:14。这如何表现出成圣的过程？实
际的成圣如何帮助我们学习以上帝的
心来思考？哥林多前书2:16。
2你是否曾经感受到，痛苦的经历所
带给你的深刻教训能够帮助你过基督
徒生活并追随基督？邀请愿意分享的
学员谈一谈这些经历，以及他们从中
汲取的教训。我们能从彼此的经验中
学到什么呢？
3思考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所持守的其
他真理，如安息日、人死后的状况、
创造、基督复临等等。这些不同的基
本信仰会以怎样的方式影响我们在生
活中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