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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版

第12课 3月17日-3月23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18年第1季•1～3月

管家的习惯

安息日下午

阅读本周学课经文

以弗所书 5 : 15 - 17 ；歌罗西书 3 : 23 ；路加福音 12 : 35 - 48 ；雅各书 4 : 14 ；使徒行传
3:21；哥林多前书9:24-27。

存心节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
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诗篇119:9-11）

你的习惯揭示出你生命中的目的与方向。拥有良好习惯的管家是最为忠
心的管家。但以理有每日祷告的习惯（但以理书6:10）。保罗素常的规
矩是去犹太会堂（使徒行传17:1,2）。他还曾在信中写道：“你们不要
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哥林多前书15:33）我们应该培养良好的
习惯，来取代恶习。
“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我们的习惯要塑造我们的为人。人若养成正当
的习惯，忠心执行每一本分，他们的生活就必发出光来，照亮别人的
路。”─怀爱伦，《教会证言》卷四，第452页。
习惯所搭建的道路，是你获得追求之回报最为快捷的途径。习惯其实是
一种根深蒂固的决定。换句话说，你根本不用加以思考，直接就去做
了。习惯可以是大有裨益的，也可以是非常有害的，这取决于你所做的
事。本周我们来研究具有强大力量、能够帮助管家管理上帝事务的各种
习惯。
■研究本周学课，为3月24日安息日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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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3月18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18年第1季•1～3月

【习惯：先寻求上帝】

我们每个人都有习惯。问题是：它
们是哪种习惯？是好或坏？在基督
徒应当拥有的所有好习惯中，最为
重要的当属每天第一件事就寻求上
帝。

“每天早上要把你自己，你的灵与
魂与身子献给上帝。要养成奉献和
越来越倚靠你救主的习惯。”─
怀爱伦，《心理、品格与个性》卷
一，第15页。若能养成这种习惯，
那我们一定能进入那引到永生的
“窄门”（马太福音7:14）。

上帝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
别的神。”（出埃及记20:3）在讲
到我们的日常需要时，耶稣说：
“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圣经》也告诉我们，“你们寻求
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耶利米书29:13）。
阅读马太福音22:37,38；使徒行传
17:28；以弗所书 5:15-17和歌罗西书
3:23。其中哪些内容可以帮助我们明
白如何将上帝置于我们生命的首要位
置？

在所有先寻求主的榜样中，没有人
能做得比耶稣更好。在一切的事务
上，耶稣都以天父为首。从他年幼
时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时所发生的
事上，我们就可以看出端倪。当他
的母亲终于“在殿里”找到他，并
略显责备之意时，耶稣说：“我应
当以我父的事为念。”（路加福音
2:46,49）
在耶稣的一生中，他渴望与天父交
通，那惯常的祷告生活就是明证。
这一习惯就连门徒也不能完全理
解。就算聚集所有黑暗的力量都不
能使耶稣与天父分离，因为他已经
养成习惯让自己与天父时刻保持完
全的沟通。
我们可以效法耶稣的榜样，决定尽
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上帝
（马太福音22:37）。借着祷告，读
经，并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寻求
效仿耶稣的品格，我们将会养成使
上帝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的习惯。
对于基督徒来说，还会有比这更好
的习惯吗？

问问自己：我真的让上帝在我的生命
中居首位吗？如何判断呢？

星期一

3月19日

第12课／管家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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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盼望耶稣复临】

阅读路加福音12:35-48。这个寓言告
诉我们，耶稣复临与我们有何关系？
为何我们所行的一切，都要在基督复
临的前提下进行考量？

鉴于耶稣必定复临，管家的工作也
应该成为惯例。不忠心的管家无论
如何伪装忠心，他们的行为最终会
显出其本性；而真正忠心的管家会
尽其所能地监管各项事宜，就像主
人在场监督一样。他们对未来充满
希望，每日忠心地工作。 “我们却
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
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
（腓立
比书3:20）

亚伯拉罕盼望一个永恒的天家（希
伯来书11:10），保罗盼望基督再
来（希伯来书10:25）。他们心系
未来，期待着、计划着，随时准备
迎见耶稣。我们也必须养成这种习
惯，以坚定的目光展望未来福音高
潮的显现（提多书2:13）。我们要
做的不是三不五时地瞥一眼预言便
将其丢在脑后，而是持续地注意、
观望，时刻将基督复临时所要赐给
我们的永生放在心上。与此同时，

我们必须避免对世界末日进行疯狂
而不切实际的猜测。基督复临的应
许为我们的生活指引方向，也为当
下的世代提供正确的视角，并帮助
我们明白生命的重中之重。时刻盼
望基督复临赋予管家定义及使命。

十字架为我们铺设道路，使我们能
与救主相会。我们在《圣经》中所
寻到的路标，正向我们指出基督将
在天父的荣耀中，与众天使降临
到这个世界上（马可福音8:38）。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
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
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哥林多
后书4:18）
没错，死亡以及死亡所带来的永恒
结局，总是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
生命的有限与短暂。但耶稣复临的
应许也告诉我们死亡本身同样是有
限且短暂的。难怪我们应当了解基
督复临的意义，并在这一应许的光
照下生活，它会影响每一位基督徒
管家的生命。让我们现在就养成习
惯，时刻盼望基督复临。我们教会
的名称就恰当地表现出我们的盼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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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3月20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18年第1季•1～3月

【习惯：有效的利用时间】

“我们不过从昨日才有，一无所
知；我们在世的日子好像影儿。”
（约伯记8:9）
闹钟可以暂停，但时间的步伐从来
不会停止。时间也从不等待；就算
我们停滞不前，无所事事，时间也
会义无反顾地流逝。
下列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今生在世上
的日子是怎样的？雅各书4:14；诗篇
90:10, 12；诗篇39:4,5；传道书 3:6-8。
从经文中得到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出我
们今生的时间究竟多么宝贵？

正因为时间极其有限且永不复回，
作时间的好管家才如此重要。
因此，我们应该养成合理利用时间
的习惯，将精力集中在对今生和来
世都重要的事上。我们必须按着上
帝圣言所揭示的重要性来管理时
间，因为一旦时间到了，就再也无
法重头。如果我们丢了钱，也许还
能找回来，或许赚到的比当初丢失
的更多。但时间却不是这样一回
事。所失去的每一刻都永远无法找
回。即便我们能将破碎的蛋重新放
回壳里，也无法重新找回逝去的时

间。因此，时间可以算得上是上帝
赐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之一。那
么，充分利用上帝所赐予我们的分
分秒秒，这是我们需要养成的重要
习惯。
“我们的光阴是属于上帝的。每一
剎那都是他的，我们都负有重大的
责任要善用它去荣耀上帝。将来在
他所赐的财产中，没有一样会比光
阴要我们作更严格的交代了。

光阴的价值是难以计量的。基督认
为每一瞬间都是非常宝贵的，我们
也应当作如此看法。人生太短促
了，千万不可蹉跎。我们仅有短短
的宽限时日可为永恒做准备。我们
没有时间可供浪费，没有时间可以
用在自私的享乐上，也没有时间去
放纵罪欲。”─怀爱伦，《基督
比喻实训》，原文第342页。
“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
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
的世代邪恶”（以弗所书5:15,16）。
在此保罗告诫我们什么事？我们怎样
将这一教训运用在当下的处境中？

星期三

3月21日

第12课／管家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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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保持健康的身、心、灵】

在被创造之初，我们在智力、身体
与灵性上都是完美无缺的。后来，
罪恶的出现将这一切破坏殆尽。其
他暂且不提，福音的好消息就是上
帝正在恢复我们，使我们成为最初
被造时的样子。
阅读使徒行传3:21和启示录21:1-5。这
些经文带给我们什么希望？在我们静
候最终回归天家的同时，我们应当怎
样生活？

基督为了提升人类的灵性、思想与
肉体而孜孜不倦地工作，这一切都
是末世最终修复工作完成的前兆。
耶稣在世医病救人，证明上帝希望
我们尽可能保持健康，直到耶稣再
来。因此，管家应为自己头脑、身
体与灵魂养成良好的习惯，以促进
健康的生活方式。

首先，人的头脑越用转得越快。要
让头脑养成思考“真实的、可敬
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
美名”（腓立比书4:8）之事的习
惯。这样的想法会带来十分的平安
（以赛亚书26:3），而且“心中安
静是肉体的生命”
（箴言14:30）
。健

康的思考习惯能使力量的堡垒保持
警诫状态。
其次，养成良好的健康习惯，如运
动和适当的饮食，表明我们关心自
己。比如，运动可以减少压力，降
低血压，改善我们的情绪，它是永
保青春的灵丹妙药，这可是你在药
架上找不到的。

第三，管家会养成良好的习惯来
使灵魂得到鼓舞。让我们的心仰
望上帝（诗篇86:4,5），并默然等
候（诗篇62:5）。当你“按真理而
行”（约翰三书3节），灵魂必得
兴盛，并“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
时候，完全无可指摘。”
（帖撒罗尼
迦前书5:23）
思考一下你有哪些习惯，它们如何影
响你在灵性、身体和思想的健康。你
可以作出哪些改变，使你某种或所有
领域的状况得到改善？在等候基督复
临的同时，你所作出的何种选择以及
《圣经》中的哪些应许可以帮助你提
高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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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3月22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18年第1季•1～3月

【习惯：自律】

自律是一位管家所能拥有、最为重
要的品格特征之一。 “因为上帝
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
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提
摩太后书1:7）纪律的希腊文是
sophronismos，它只出现在新约
的这一节《圣经》中，其含义是一
种以均衡、健全的心智去完成必做
之事，且决不偏离上帝所立之原则
的能力。自律能帮助我们“分辨
好歹”（希伯来书5:14），明白当
前形势，不论结果如何，都能以平
静、温和的态度抵挡一切压力与干
扰。但以理面对狮子的口也毫不退
缩，誓要做正确的事，而参孙则相
形见绌，过着放荡生活的他毫无节
制与理性。约瑟在他主人波提乏
的家中坚守原则，而所罗门则陷
入拜假神的网罗之中（列王纪上
11:4,5）。
阅读哥林多前书 9:24-27。关于节制，
保罗怎么说？根据他的教训，在自律
的问题上，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世界上多少地方正沉溺于任性的
放纵之中，社会上充斥着错误和怪
诞的学说。撒但陷害人的罗网愈来

愈多。凡敬畏上帝而愿达到完全圣
洁的人，必须学习节制和自制的功
课。食欲和情感，必须服从更高理
智的约束。这种自我管教，是培养
心智的能力和属灵的见识所不可或
缺的，它能使我们明白圣经中的神
圣真理，并付诸实践。” ──怀
爱伦，《历代愿望》，原文第101
页。

自律的能力可以透过习惯性的练习
加以提升。上帝呼召你“在一切所
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彼得前书
1:15），并在“敬虔上操练自己”
（提摩太前书4:7）。管家应该学习
那些有天赋的运动员或音乐家，不
断反复操练使自己成为自律的人。
借着上帝的大能和自己的勤奋努
力，我们必须要在真正重要的事上
管束好自己。
在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上，只有一位
上帝能赐予我们自我管束的能力，使
我们成为又忠心又敬虔的管家，我们
应当怎样学会降服于他的大能之下
呢？

星期五

3月23日

第12课／管家的习惯

进修资料

以诺和挪亚都养成了与上帝同行的
习惯，与他们两人同世代的人却无
法无天，在物质享乐和暴力中放浪
形骸（创世记5:24；6:9）。他们明
白并接受上帝的恩典，成了忠实于
上帝所托付产业和任务的好管家。
在接下来的世代中，也有人像以诺
和挪亚一样与上帝同行。但以理和
他的朋友们正是如此，他们“认明
要在各种虚伪的异教中作真宗教的
代表，就必须具有清醒的理智、和
完全基督化的品格。有上帝亲自作
他们的教师。他们经常祈祷，认真
学习，与看不见之主保持联络，像
以诺一样的与上帝同行。”─
怀爱伦，《先知与君王》，第486
页。
“与上帝同行”正是管家要做的
事，换句话说，就是在地上日日
与上帝同住。一个智慧的管家即便
在败坏的世界中也会养成与上帝同
行的习惯，因为只有与上帝关系密
切，才能受到保护不被当今盛行的
邪恶潮流所吞噬。
作忠顺的管家会带来包罗万象的生
活，这一切始于与上帝同行（阿摩
司书3:3）。我们必须遵基督而行
（歌罗西书2:6），一举一动有新生
的样式（罗马书6:4），也要凭爱心
行事（以弗所书5:2），用智慧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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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歌罗西书4:5），照上帝的真
理行（诗篇86:11），行在光明中
（约翰一书1:7）要行为纯正（箴
言19:1），遵照上帝的法度（出埃
及记16:4），要乐于行善（以弗所
书2:10），要走在正路上（箴言
4:26）。
讨论问题

1 定义何为谦卑，并解释它在管家
生活中的作用（马太福音11:29；以
弗所书4:2；腓立比书2:3；雅各书
4:10）。为什么谦卑在我们与上帝同
行的事上非常重要？（弥迦书6:8）
2在 课 堂 上 谈 谈 对 于 那 些 深 陷 恶
习，甚至是有自毁倾向的人，有什么
方式可以帮助他们？当地教会可以如
何帮助这些人？
3基 督 徒 管 家 还 需 要 有 哪 些 好 习
惯？参见提多书2:7；诗篇119:172；马
太福音5:8。
4与班上的学员就时间和时间的奥秘
进行讨论。为什么时光飞逝、岁月如
梭？我们怎样才能理解时间的真正含
义呢？最重要的是，为什么当我们在
世上生活的时候，必须要成为时间的
好管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