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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课 3月24日-3月30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18年第1季•1～3月

管家的成效

安息日下午

阅读本周学课经文

提 摩 太 后 书 3 : 1 - 9 ； 以 西 结 书 14 : 14 ； 腓 立 比 书 4 : 4 - 13 ； 箴 言 3 : 5 ； 彼 得 前 书
2:11,12；马太福音7:23； 25:21。

存心节

“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
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上帝。”（彼得前书2:12）

作为管家，我们的生活应该是我们事奉上帝的见证，也就是说，对周围
的人，我们应当有优美而强大的感化力。

那么我们的生活自然不是与周围的世界格格不入的。相反，我们有着将
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反映出来的特权，给那些并不晓得我们所受恩赐的
人看。作管家是一种不断生长发旺的行为，响应上帝的呼召来度敬虔的
生活。上帝赋予我们技能，使我们在世上过着与别人不同的生活方式
（哥林多后书6:17），而其他人势必会看到并询问其中的缘由。接着上
帝吩咐我们：“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
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得前书3:15）
本季的最后一课将着眼于个人得益、灵性成长、圆满的结果、我们的影
响以及在管家生活中获得满足的关键，明白这一切都是因“基督在你们
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歌罗西书1:27）。
■研究本周学课，为3月31日安息日作准备。

星期日

3月25日

第13课／管家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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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家职分与虔诚】

谈起虔诚，内容非常广泛。虔诚的

事。”（约伯记1:1）我们所看到的

他们像基督一样，态度敬虔，行事

话语或是宗教仪式上，虽然这也是

人过着圣洁的生活（提多书1:1），
为人也蒙主喜悦（诗篇4:3,提多书

2:12）。敬虔是真信仰的证据，敬
虔的人有永生的指望。没有任何哲
学、财富、名誉、权力或显赫的出
身能提供永生的应许。

这个人，他的信心不停留在口中的

他生活的一部分（约伯记1:5）。他
对上帝的敬畏，在他整个虔诚生活
上显明出来，尽管经历了可怕的灾
祸也毫不动摇。虔诚并不意味着我
们就是完美的，只是在力所能及的

阅读提摩太后书 3:1-9。保罗在此提

事上表现完美。

出什么警告，直接与忠实管家的生活

阅读以西结书14:14。这句话说明这些

有关？

人有哪些性格特征？在他们身上有什
么值得我们仿效的共同之处？

约伯记中描述了约伯的品行。它显
明一个虔诚的生命，即便在苦难的

其实，作管家就是一种敬虔生活的

时它也指明撒但是多么痛恨这种敬

外表。他们的敬虔表现在生活的点

重压之下，也能发出馨香之气。同
虔的生活。就连上帝也承认，地上
没有人像约伯那样信心坚定，敬畏
上帝（约伯记2:3）。

“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
人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

表现。忠心的管家并非空有敬虔的
点滴滴中，表现在他们对待上帝所
托付之物的方式上。他们的信心不
但体现在他们所做的事情上，也体
现在他们所不做的事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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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3月26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18年第1季•1～3月

【知足】

“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
什么景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
会了。”（腓立比书4:11）如果我们
要在任何境况下都感到满足，那么这
种满足感最终来自于何处呢？

足的心便是大利了”（提摩太前书

6:6）。在任何境况下都有一颗知足
的敬虔之心，这就是最伟大的财富
了，因为上帝的恩典比任何金钱的
收益更有价值。这样看来，“有衣

有食”（提摩太前书6:8）我们就应
当知足。如果不然，不管我们最终

在写给提摩太的信中，保罗提到了
一帮令人厌烦的人，“他们以敬
虔为得利的门路”（提摩太前书

6:5）。这群人用今天的电视福音

推销员来形容就再合适不过了。他
们对观众说，如果你们忠心（所谓
“忠心”就是要支持他们发起的事
工），上帝就会在物质上赐福你

们。靠着这种方法，他们不是也赚
得口袋满满吗？将物质财富与忠心
划等号，其实仍旧是物质主义的实
质，只不过打着基督教的幌子而
已。

能赚得多少，总有更多的东西能激
起我们想要攫取的欲望。

“随遇而安是一门艺术，是精神上
的奥秘。它可以透过操练而获得，
然依旧颇显神秘……基督徒所表现

出的知足是一种甜蜜的、内在的、
安静的、宽仁的精神，在任何情

况下都能诉诸于上帝智慧且慈爱的

方式，并因此而倍感喜乐……它
是一盒珍贵的膏油，能够在艰难
的时局与境况下，舒缓不安的心

灵。”─耶利米•伯勒，《基督
徒满足感的无价之宝》，第1,3页。

事实上，敬虔与否无关财富的多

阅读罗马书8:28,希伯来书13:5和腓立

界上有些最为卑鄙的人将不得不被

助我们过知足的生活？

寡。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世
认为是敬虔的人，因为他们富可敌
国。保罗因此反驳道“敬虔加上知

比书4:4-13。其中有哪些教训可以帮

星期二

3月27日

第13课／管家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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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靠】

阅读箴言3:5。这句话对我们有什么
重要的教训，尤其是最后一句，不可
“倚靠”自己的聪明？ （另见以赛
亚书 55:9,哥林多前书 4:5,13:12。）

上帝管家的座右铭就是“你要专心
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
明。”（箴言3:5）
当然，道理总是知易行难。我们是
否常常一面在理智上相信上帝以及
他的慈爱，也相信他关心着我们，
但另一面则对自己所面临的事情担
心得要死。有些时候，至少在我们
的想像中，未来真的会变得毫无指
望。
那么作为管家，我们如何学会信靠
上帝呢？就是要在我们一切所行的
事上，靠着信心向前迈步，并顺从
上帝的一切吩咐。信靠是由心发出
的行动，不会因使用而枯竭；非但
如此，我们越是相信上帝，对他的
信任感也会逐渐加深。像忠心的管
家那样生活就能表现出我们对上帝
的信靠。这种信任是作管家的基础
和推动力，在我们所行之事上就能
体现得淋漓尽致。
“要全心全意地信靠主。”《圣
经》中提到“心”都是用其比喻

意。这表明我们的决定来自于之中
内在的道德自我，是它构筑了我们
的本相（马太福音22:37）。这包括
我们的性格、动机和意图──是我
们生而为人的核心价值。
在自己无能为力的事上信靠上帝是
比较容易的。因为我们别无选择，
只能相信他。换言之，当我们必须
对某些能够控制的事情作出选择，
并且我们对上帝的信靠会致使我们
从诸多选项中择其一时，真正“全
心全意”信靠才会产生。

使徒们以身作则，为我们树立了全
心全意信靠上帝的榜样：“他们生
来是软弱无力，与现今作工的人一
样，但他们却完全信靠主。其实他
们也是富足的，这富足乃是脑与
心的教养所组成的；而且也是凡愿
在各事上以上帝为首为末为至善的
人，所可能有的。”─怀爱伦，
《传道良助》，原文第25页。
在自己无能为力的事上容易信靠上帝
的力量，这话是不错的。那么若是我
们可以胜任的事情呢？你该如何做，
才能让你信靠上帝，并以此来决定你
所选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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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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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影响】

“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
里面是光明的。”（以弗所书5:8）
保罗将心灵的转变描述为一种公开
可见的景象：正如我们“在光明中
行”（参见约翰一书1:7；以赛亚书
30:21），我们每日管家工作的见证
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中会是一道颇具
影响力的明光。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约
翰福音8:12）在每日的待人接物
中，我们稳重踏实的性格就能反照
出上帝的光。
我们所表现出的管家的风貌如何才能
使我们的上帝得荣耀？我们的行为对
于其他人有何影响？马太福音 5:16,提
多书 2:7,彼得前书 2:11,12。

管家的职分是要管理上帝的产业，
但远不止如此。我们所履行的一
切职责都要显在家庭、社区、世
界，甚至宇宙的面前（哥林多前书
4:9）。管家不仅是我们的职业，也
表现出天国的原则对我们生活的影
响。由此，我们也可以影响他人。
借着恩赐与道德，我们彰显基督，
这是造物主所赞许的方式。

我们的职业道德也必须与管家的价
值观相符。我们各自的职业仿佛舞
台，人们看到的是义人所当尽的管
理职分。“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
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诗
篇37:6）一位管家在其工作或事业
上的影响不是要“放在地窨子里，
或是斗底下”（路加福音11:33），
而是要像造在山上的城（马太福音
5:14）。倘若你怀着这样的心志来
工作和生活，就必会为周围人的思
想和心灵带来影响。
“自然界的每一样东西都各有它所
派定的任务，也决不抱怨自己的位
置。在属灵的事务方面，每一个
人，都各有其特殊的范围和职务。
上帝所要的利息，一定按照基督恩
赐的分量，与所交托本钱的数额成
正比。……现在正是你的时机和权
利……表现你品格的稳定，使你具
有真正道德的价值。基督有权要
求你的服务。要诚心实意地归顺
他。”─ 怀爱伦，《今日偕主
行》，原文第243页。

对于那些与你共事的人和你的家人，
你的职业道德带给他们什么样的影响
呢？你是如何向他们展示出你的信仰
的？

星期四

3月29日

第13课／管家的成效

page

97

【我们想（和不想）听的话】

在地球上，我们是寄居的，是客
旅，而天国─完美无瑕，可爱迷
人，宁静和平─才是我们最终的
目的地（希伯来书11:13,14）。在
没有回归天家之前，我们只能寄居
在此。若从善恶斗争的角度看，基
督教的观点是不允许有中立之人出
现的。我们若不是为上帝而活，便
是与他为敌。 “不与我相合的，就
是敌我的；不同我收聚的，就是分
散的。”（马太福音12:30）当耶稣
基督复临时，我们究竟归属哪一阵
营将会被清清楚楚地彰显出来。
在基督复临后的某个时间点，哪些声
称是跟随基督的人会听到耶稣对他们
说话。这两句话的内容是什么？有何
含义？
马太福音 25:21

马太福音7:23

作为管家，所能听到最令自己满意
的评价莫过于基督说“做得好”。
正因为我们一直知道，我们得救是
本乎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工作，而非
我们为他所做的工作（参见罗马书
3:21；4:6），所以当我们甚愿管理

他的产业，并因竭力去做力所能及
之事而得到上帝大加赞许时，心中
洋溢的快乐简直难以用语言来形
容。

忠心管家的生活恰恰反映出他所怀
有的信心。那些在上帝面前试图通
过其行为而为自己的公义辩驳的
人，实则证明他们企图靠着行为得
救（参见马太福音7:21,22）。马太
福音7:23 清楚地显明了想要自证公
义是多么徒劳无功的事。
“当跟从基督的人将属上帝的财物
还给他时，他们就是积攢财宝在
天上。将来这些财宝仍必还给他
们。那时，他们必听见有话对他们
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
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
乐。’”─ 怀爱伦，《历代愿
望》，原文第523页。
最后，管家的职分意味着一种实践
两条最大诫命的生活：爱上帝，又
要爱邻居如同自己，这是人一切所
行之事的动机和动力。
你的生活，以及生活中所彰显的管家
职分，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这两条最
大的诫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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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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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修资料

“基督来到世上，彰显上帝的爱。
跟从他的人，要继续他所开始的工
作。让我们努力于互相照顾，彼此
鼓励，关怀别人的利益。这样，就
可获得真正的快乐。其实人若爱
上帝和同胞，不见得对自己有何
损失。人愈不自私，便愈快乐，
因为他已经达到上帝所要求的目
的。”─怀爱伦，《给管家的勉
言》，原文第24,25页。
“无论何处，教会若有生命，就
必有加添和生长，也必有不断地
交换，收受和归还给上帝。上帝赐
亮光和福气给每个真实的信徒，而
他亦要在为上帝所做的工作上，把
所得的分赠给别人；这样，就有足
够的空间，来容纳更多的真理和恩
典。结果他有更清晰的亮光、更丰
富的知识。教会的生命与成长，全
赖于这样的授受。那些只顾收入而
从不施予的，他的收入很快就会停
止；倘若真理不能从他那里转流给
别人，这人便失去接受的能力。我
们必须把天国的货财分赠，才能获
得新鲜的福分。”─ 怀爱伦，
《给管家的勉言》，原文第36页。

讨论问题

1 为何信靠上帝会带来使人知足？
从知识的层面上，怎样才能做到全
心全意地信靠上帝呢？哥林多后书
10:5。“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
的人得益处”，（罗马书8:28）这话
为什么说起来容易，但要打从心底相
信它却很难？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
声称信靠上帝，并确确实实在心智上
相信他，但却对未来充满惧怕呢？
2 在课堂上，向学员们提出以下问
题，并对比答案：“请概括你对管家
的定义。50字以内。”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作管家是基督徒生活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50字以内。”
3重读马太福音 7:21-23。经文中描
述了什么？这些人为什么要说自己做
了什么事情？从他们的话语中反映出
自身的什么问题？我们如何能够确保
──即便我们渴求成为好管家，即便
我们想要过充满信心且顺服的生活，
即便我们以上帝的名义行善──自己
和他们一样，不会落入自欺的陷阱之
中？
4我们往往将基督徒的影响限制在个
人的层面上。如果上升到你所在的当
地教会的层面上呢？你的教会能为社
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