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课 3月10日-3月16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18年第1季•1～3月

债务─日常的抉择

安息日下午

阅读本周学课经文

诗篇 37:21；马太福音 4:3-10； 6:33；申命记 28:12；箴言 13:11；21:5；哥林多
后书 4:18。

存心节

“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
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
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罗马书13:7,8)

有时能找到一个愿意借给你钱的人真是十分幸运之事。也许他借你钱的
目的很单纯──就是想要帮助你解决燃眉之急。但大多数情况下，人们
借钱并非出于善意。他们是希望藉此赚取更多（你的）钱作为回报。
我们应该竭尽全力避免债务。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例如购买房产或车，
建立教会或读书，我们都需要借钱。但借钱也必须尽可能地保持理智，
并下决心尽快还清债务。

但我们必须谨慎行事。花本不属于我们的钱是拖垮上帝子民的一种方
式，“要使贪婪和爱慕属世财宝的心得势。只要这样，救恩就必退
败。”──怀爱伦，《早期著作》，第267页。
我们必须要提高自己的技术能力，这样才能保持自律，竭尽所能避免借
贷。本周我们将会学习《圣经》中有关债务的内容。
■研究本周学课，为3月17日安息日作准备。

星期日

3月11日

第11课／债务──日常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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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债与花费】

先知门徒们和以利沙在约旦河边砍
伐木头，这时一个人的“斧头掉在
水里，他（一位先知门徒）就呼
喊：‘哀哉！我主啊，这斧子是借
的。’ ”（列王纪下6:5）。动词
“借”的含义是被允许使用属于他
人的某物。得到许可同样也带来风
险与责任。借钱和借斧子本质上并
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若滥用借贷，
其后果会严重得多。

我们借钱其实就是为了花出去。所
要承担的风险就是前提必须是我们
有能力偿还债务，且未来不会再出
现财务危机。可谁又能通晓将来的
事呢？（传道书8:7）所以，借钱一
定会带来风险。
下列经文对于债务有何教训？
诗篇 37:21

传道书 5:5

我们借钱的时候也许想着要理智地
使用，但花钱的诱惑──我们所拥
有的，甚至借来的金钱──则会带
来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实际上，
花费借来的钱可以让我们许多人
过上原本我们无法负担的生活。无
论富人还是穷人，在当今消费文化
的刺激下，总是受到借贷与花费的
诱惑。当我们受到这种引诱时，
当寻求上帝的供应（哥林多前书
10:13），因为借债会成为咒诅（申
命记28:43-45）。
不要开始借钱的坏习惯。如果你已
经借了钱，要尽快偿还。我们必须
学会合理支出，成为上帝所赐钱财
的主人，而不是被这世界的金钱所
奴役。
需要再次提醒的是，在某些情况下
我们需要借钱以解燃眉之急。但是
务必小心谨慎，并要下定决心尽快
偿清债务。
一个债务缠身的人灵性上会面临什么

申命记28:44,45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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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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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家职分与及时享乐】

“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
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
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
分。”（创世记25:34）以扫是个粗
犷的汉子，成天在外面随心所欲。
当他闻到弟弟端出来香喷喷的红豆
汤时，就一心想着立刻将它吞下
肚，其实即便喝不到，他也不会因
此而饿死。以扫受控于自己冲动的
情绪和感觉，任凭当下的饥饿感压
倒理智的判断，用他的长子权换来
了少许即时的满足感。最后当他想
要得回自己的长子权时，“虽然号
哭切求”（希伯来书12:17），却再
也不能如愿了。
相比之下，我们有耶稣作为榜样。
经过为期四十天的禁食后，饥肠轆
轆的耶稣受到了撒但三次的引诱
（马太福音4:3-10）。但耶稣面对
这些诱惑毫不动心，甚至在他极度
虚弱的情况下，也没有放纵半分追
逐享乐的心。他一生都拒绝沉溺于
罪中之乐，他所立下的榜样证明我
们同样有力量胜过罪恶。他没有卖
掉或丢失他的长子权，不仅如此，
他还邀请所有的人来与他同作后嗣
（罗马书8:17,提多书3:7）。我们要
保住自己的继承权，就要仿效耶稣
在受试探时为我们所立的榜样（哥
林多前书10:13）。
这个世界所能提供给我们最好的，

就是体验活在当下之感，因为对于
来生，它束手无策。为自己而活与
为上帝而活大相径庭。

下列经文告诉我们，即便是对于上帝
忠信的子民来说，即时享乐都会存
在哪些潜在的危险？撒母耳记下11:24；创世记 3:6；腓立比书3:19；约翰
一书2:16；罗马书 8:8。

对即时享乐的欲望表现为不受控制
的思想；它是耐心可怕的敌人，破
坏长远的目标，嘲弄并伤害人们的
责任感。而延迟享乐是一种可习得
的原则；它是一种能够帮助我们
管理各样情况与压力的生活技能，
特别是面对从这世界而来的各样诱
惑，比如毫无理性的借贷。但是，
这个世界的基础建立在对即时报
酬、立竿见影和迅速致富的机制
上，因此延迟享乐的观念并不受人
欢迎。一旦我们尝到了即时享乐的
甜头，就很有可能再次选择容易得
到回报的事，就这样食髓知味，积
重难返了……上帝百般恩赐的管家
可不能落入这样的陷阱中。

星期二

3月13日

第11课／债务──日常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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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入为出】

“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膏油；愚昧
人随得来随吞下。”（箴言21:20）
这节经文将严谨持家的管家职分与
奢侈浪费的管理方式作了对比。愚
昧人没有按照自己的进项来安排生
计。他们毫无节制地花费着一切所
有的，即便是借来的钱也丝毫不手
软。精打细算或节俭的生活在他们
眼里太过拮据，就像是粗茶淡饭令
人难以下咽。就算我们确实需要借
钱，例如购买房产等大事，也必须
谨慎思考，在量入为出的原则下作
出决定。

富有的人做到量入为出没有问题，
因为他们财产甚多。问题在于他们
时时担心自己的产业，想方设法要
保住它们。那些所得很少，只靠着
工资过活的人所担心的是如何维
持生计，而非保住财富。无论我们
拥有多少，《圣经》在量入为出的
原则上依旧给出了教训。我们或许
会觉得保罗的建议却是太过朴素
了：“只要有衣有食‘可以包括有
住’，就当知足。”（提摩太前书
6:8）但保罗却认为世上的财物并没
有什么重要性，因为能活在基督里
就已经足够了（腓立比书1:21）。
首先要记住的原则是什么？马太福音
6:33。我们应如何确定这就是我们的
生活方式？

我们不应将自己的财富看作收入，
而是肩负管理之责的资源。预算就
是我们完成这项任务所使用的方
法。制定预算的能力需要仔细研
究，勤加训练。想要成功管理一项
平衡的收支计划离不开严格的训练
和努力（箴言14:15）。如果我们郑
重承诺要在自己的财务管理计划上
获得成功，那么就能在经济上避免
犯下愚蠢的错误了。
如果你在财务管理上有问题，那么
请制定预算。其实不需要很复杂，
可以简单地将几个月的总支出加起
来，然后算出每月的平均支出。关
键是无论如何要以量入为出为原
则，尽一切可能避免欠债。

阅读路加福音 14:27-30。耶稣举例说
明了作门徒的代价，说人若盖楼总要
先计算花费，并且预计若不能完成的
后果如何。我们能从这个例子中学到
什么有关管家职分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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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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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债务说不】

阅读申命记28:12。本节经文对债务缠
身有何教训？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原则？

尽可能地避免欠债，这一点是常
识。《圣经》也不鼓励我们为
他人的债务作保（箴言17:18；
22:26）。债务会对未来造成影响，
它会抓住我们理财的弱点，让我们
俯首称臣。它就像是一剂长生不老
药，基督徒们连抵挡它都难，更何
况施行管理之职。我们也许不能下
结论说欠债是不道德的，但欠债的
确无益于增强我们的属灵生命。
“必须严格节约，否则便有债务。
要量入为出，视避免债务如同逃避
痲疯一样。”─怀爱伦，《给管
家的勉言》，第272页。

债务可以成为经济上的束缚，使
我们成为“债主的仆人”（箴言
22:7）。由于欠债这种行为是如此
深刻地交织在经济世界的经纬之
中，所以我们只将它视为一种常
态。毕竟，哪个国家没有债务？那
么作为个人为什么不能仿效而行
呢？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的态度。

“你当向上帝立下庄重的誓愿，要
仰赖他所赐的福分而清偿债务，以
后再不要欠任何人的债，即使只赖
薄粥与面包过活也当如此。在预备
膳食之际，很容易为多余的食物
而花去两角五分钱。要谨慎零钱，
因为整块的钱是自己会照顾自己
的。那些随处随手花去的零星小钱
很快就会集成大数。你当克己自
约，尤其是当你正被债务所困的时
候。……不要犹豫，沮丧，或退
后。要摒弃你的嗜好，不再放纵食
欲，要尽力撙节开支，清偿积债。
要尽速处理这些债务。等到你能恢
复自由，不再欠任何人的债时，你
便获得最大的胜利了。”─ 怀
爱伦，《给管家的勉言》，第257
页。
若是基督徒立于债务之上，那就很
难站立得稳了。它会损害我们的属
灵经验，影响我们资助上帝圣工的
能力。它夺走我们乐意施舍他人的
信心，并偷走上帝赐福我们的机
会。

你现在就可以作出哪些选择，以帮助
你避免不必要的债务？你在哪些方面
也许要作出改变，才能使自己不会被
债务纠缠？

星期四

3月15日

第11课／债务──日常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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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与投资】

蚂蚁为了过冬要努力储存粮食（箴
言6:6-8）。我们若明智就应借鉴它
们的方式，为某个特别的目标而定
期存钱。储蓄的意义在于为我们的
生活开支或需求提供财力的支持，
而不是为了浪费或是变成守财奴。
理财需要智慧、预算和自制力。如
果我们存钱全然为了自己，那我们
就是在盗窃上帝的财产，而非进行
管理了。

“不必要的花费其实是双倍的损
失。不仅钱花出去了，赢利的可能
性也随之消失了。如果我们把这些
钱留下来，在世上可以通过储蓄来
增值，在天上可以通过奉献来加
增……存钱是一种训练，由此发展
出对金钱的掌控力。与其让金钱由
着我们的性子来牵我们的鼻子走，
不如我们来当家做主。”─ 兰
迪•C•奥尔康，《金钱、产业与
永恒》（伊利诺伊州卡露溪：丁道
尔出版社），第328页。
阅读箴言 13:11； 21:5和13:18。哪些
至理名言可以帮助我们处理财务问
题？

在管理上帝的产业时，管家一方面
要为家庭需要而储蓄，一方面要投
资于天国。这与一个人拥有多少产

业无关，而是不论你的经济状况如
何，都有符合《圣经》教导的管
理计划。在为家庭所需储蓄的事上
我们要有智慧。为了降低损失，
要分散风险（传道书11:1,2）。在
着手某件事前要精打细算（箴言
24:27），还要从他人那里寻得智慧
的建议（箴言15:22），这是两种行
之有效的方式。当我们的需要得以
满足，财富增长时，我们“要记念
耶和华你的上帝，因为得货财的力
量是他给你的”（申命记8:18）。
对于上帝的管家来说，最安全的投
资就是投资在“天国”（马太福音
13:44）。那里没有经济衰退，没有
风险，也不会遭贼，更不会受市场
动荡影响。这就仿佛拥有了一个永
远不坏的钱囊（路加福音12:33）。
在我们接受基督为主时就开设了账
户，所缴纳的什一与奉献都是存
款。也就是说，无论我们多么需要
关注在地上的俗务，例如及时付账
单等，我们都必须时刻将注意力放
在永恒的真理上。
阅读哥林多后书 4:18。我们如何能将
这一真理时刻摆在我们面前，同时还
要做负责任的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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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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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修资料

人类的每一种能力、技能或天赋，
无论是与生俱来，还是通过环境影
响或是教育习得，其根本都来自于
上帝。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应用所拥
有的能力或技术。上帝希望他的管
家们能通过教育和实践来熟练掌握
其技能（传道书10:10）。
比撒列被耶和华以“上帝的灵充
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
识，能做各样的工”（出埃及记
35:31）。他和亚何利亚伯（出埃及
记35:34）都能以其纯熟的技艺教导
人。
我们可以学会做更好的管家，具体
来说，就是在这个物质世界中不欠
债。我们应该通过读书、研讨、正
规教育（只要有可能）来培养技
能，最终将我们所学到的付诸实
践。不断纯熟的技能可以使我们将
最好的献给主，作上帝的好管家。
在按才受托的比喻中，每个仆人都
“按着各人的才干”（马太福音
25:15）领了银子。两个仆人都将他
们所得的翻了一倍；而第三个仆人
则将银子埋在地里。我们应当努力
增进我们所得到的，而将银子埋起
来并不能显示任何能力或技术。管

理财物、偿清债务、培养自制力，
以及累积实践经验都能增进上帝
所赐福的各项能力。想要取得成功
或是有擅长的技能，就必须反复练
习，熟能生巧。
“《圣经》的教训若实行在日常生
活之中，就必在品格上发挥深刻而
永久的影响。提摩太学习并实行了
这些教训。他并没有什么特别显著
的才干；但他的工作是有价值的，
因为他将上帝所赐的才能都用在
为主服务的工作上了。” ─怀
爱伦，《使徒行述》，原文第205
页。
讨论问题

1 虽然基督徒明白自制十分重要，
但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缺乏自制力会
导致经济陷入困境甚至面临破产的窘
境。作为教会，我们应当如何帮助那
些可能面临这一问题的人呢？
2阅读罗马书 13:7,8。我们如何将这
些话语运用在日常生活中，以及与他
人的交往中？
3有些人辩驳说，我们不用担心背债
的问题，因为耶稣很快就会复临。对
于这一观点你如何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