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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度。                      第 37 课 
 

1 
祷告 

 
 

组长。求神藉着祂的灵指引我们，让我们意识到祂的同在，并聆听祂的声音。 

将你的小组和这一课有关传扬神的国的教导交托给主。 

 

2 
分享（20 分钟）                                                     ［灵修］ 

以赛亚书第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二、五十三章 

 

轮流简短地分享（或读出你的笔记）你在灵修中从所指定的经文（以赛亚书第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二、五十

三章）学到什么。 

聆听别人的分享，认真地对待他和接受他。不要讨论他的分享。写下笔记。 

 

3 背诵经文（5 分钟）                                            ［神的资源］ 

(1) 来十三：5-6 

 

第十二个要背诵的经文系列（L）是关于“神的资源”。五段背诵经文的标题是： 

(1) 神的同在：来十三：5-6 

(2) 神的话语：诗一一九：105 

(3) 神的大能：赛四十：10 

(4) 神的智慧：雅一：5 

(5) 神的医治：代下七：14 
 

两人一组复习。 

(1) 神的同在：来十三：5 下-6。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

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4 
讲授 （85 分钟）                                              ［耶稣的比喻］ 

  聪明的管家 

 

路十六：1-13 中的“聪明的管家的比喻”是关于 

在神国里作管家的比喻。 
 

“比喻”是一个含有属天意义的世俗故事。它是一个反映真实生活的故事或例证，旨在教导人一个属灵的真

理。耶稣以常见的事物和日常生活的事件来阐明神国的奥秘，叫人面对他们的现实处境和更新的需要。 

我们会采用研读比喻的六个指引来研读这个比喻（参看手册 9，附录 1）。 
 

阅读。路十六：1-13。 
 

 

1. 理解比喻本身的故事。 
 

引言。比喻是以形象化的言语来讲述，比喻中的属灵意义也是以此作为基础。因此，我们要先研习故事的用词

，以及其文化和历史背景的资料。 

讨论。这个故事有什么反映真实生活的元素？ 

笔记。 
 

财主。他可能是个拥有一大笔产业的主人。我们必须假定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因为不是他不诚实，而是他的管

家不诚实。 
 

管家。他是一个管理产业的人、管理者或管家，受委托管理产业的事务。这个管家被指控浪费主人的财物。我

们不知道是谁控告他，也不知道他怎样浪费主人的财物。这管家必定犯了错，因为他没有大声抗议说自己是无

辜的。 
 

欠债人。他们可能是产业的租户。他们把每年收成的特定数量交给主人作为租金。他们也可能向主人借贷或赊

购。无论如何，每个欠债人都欠产业的主人一大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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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所经管的交代明白。主人要求他的管家向他交账，把他所经管的产业事务交代明白。这个管家不一定被指

控欺诈，但几乎可以肯定他管理不善。他可能浪费了主人的财物，也可以是粗心大意和疏忽职守。产业的主人

想要终止他管家的职务，并且给他机会在离开之前把账目整理妥当。 
 

管家做了什么。管家被解雇后默言不语。这样，他就承认自己犯了错。首先，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身体不够

强壮，无法从事体力劳动工作，要他依靠别人施怜悯却又怕羞。后来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定下一个计划。他

给某些人极大的恩惠，好叫他们日后报答他。他减少他们欠主人的债务，好叫他们日后可以在经济上给他帮

助。 
 

更改他们账单上的金额。这些“账单”是债务的书面确认书，是由欠债人签署的。它们是欠债人所签署的“欠

债”票据，就像现代的银行票据一样。欠债人在举债的时候写下一份书面声明，指明他欠主人的特定金额，并

且有义务偿还这笔款项。这个不诚实的管家把欠他主人债务的人逐一叫来，叫他们把金额更改，使他们得益，

却令主人亏损。至于这事如何做到，经文并没有提及。原本的书面声明可能是写在蜡版上的，这样的话就可以

把蜡融掉并重新书写。如果它们是写在纸上的，旧的账单可以全部销毁，然后草拟新的账单并签署，而新账单

上的债务金额是大幅减少的。 
 

欠债人可能不知道这漾做是不诚实的。由于恶劣的天气状况会影响农作物收成，所以产业的主人把债务减低的

情况并不罕见。此外，欠债人会认为管家正在执行主人的指示。 
 

主人夸奖不义的管家。“主人”夸奖那个管家，不是因为他不义，而是因为他作事聪明。“主人”是指产业的

拥有者（第 3 节和第 5 节），而不是指耶稣。耶稣正在讲述这个故事，祂说产业的拥有者或主人或管家夸奖他

那个不义的管家，因为他十分聪明，行事又有远见。他早已为自己的将来预先作好准备。这是十分精明、聪明
或明智的做法！因为那时每个人都认为主人大大恩待他的欠债人，所以主人确实无法把账单改回原本的状态。 
 

 

2. 观察紧接的上下文，并确定比喻的元素。 
 

引言。比喻“故事”的上下文可能包括比喻的“背景”和“解释或应用”。比喻的背景或指出讲述比喻的场合
，或描述讲述比喻时的情形。背景通常在比喻故事之前找到，而解释或应用通常在比喻故事之后找到。 

探索和讨论。这个比喻的背景、故事，以及解释或应用是什么？ 

笔记。 

 

 (1) 这个比喻的背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五和第十六章。 

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耶稣讲了三个比喻，论到失羊、失钱，以及失落的儿子，祂在这三个比喻中指出神对待

世上失落的人的态度。这是对法利赛人和文士对待税吏和罪人的恶劣态度所作的回应。在这三个比喻中，耶稣

揭示了对待别人的错误态度！ 
 

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耶稣讲了两个比喻。在聪明的管家的比喻中，耶稣揭示了对物质财富的邪恶运用方式。

根据路十六：1，这个比喻是针对耶稣的一大群门徒说的，但法利赛人肯定听见这话，这话也是对法利赛人说

的（路十六：14）。 
 

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包含三个相关的部分： 

•第 1-13 节揭示对物质财富的邪恶运用方式。 

•第 14-18 节揭示贪爱钱财的人的假冒为善。 

•第 19-31 节指出以邪恶的方式对待别人和财富所带来的恶果，因此，它结合了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和第十六章

的主题。 
 

 (2) 这个比喻的故事记载在路十六：1-8 上。 
 

 (3) 这个比喻的解释或应用记载在路十六：8 下-13。 
 

“今世之子”和“光明之子”的解释（路十六：8）。这是闪族语系（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的惯用语。它表

明这样被描述的人或事物与“之子”或“之女”之前所提到的事物之间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是“属

于”或“彼此相似”的关系，举例说： 

• “锡安的女儿”= 锡安（希伯来文：bat Tsijon）（赛一：8） 

• “耶路撒冷的女子”（希伯来文：bat Jerushalajim）= 耶路撒冷（赛三十七：22） 

• “巴比伦的处女/迦勒底的闺女”（希伯来文：bat Babel/Kasdim）= 巴比伦人（赛四十七：1） 

• “人子”（希伯来文：ben adam）（结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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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位像人子的”= 世人/人（希伯来文：bar enash）（但七：13）。 

• “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希伯来文：beni）= 以色列（何十一：1）。 
 

再举例说： 

• “今世之子”（希腊文：hoi huioi tou aiónos）是指非基督徒，他们是属于罪恶和黑暗世界的 

• “光明之子”（希腊文：tous huious tou fótos）是指基督徒，他们是属于光明（耶稣基督）的，而且看来与

耶稣基督相似。他们拥有智慧、圣洁、喜乐等光明（路十六：8 下；帖前五：5）。他们与“今世之子”，

也就是这世上的人或属世的人，形成强烈的对比（路十六：8 上）。因此，耶稣说非基督徒通常比基督徒行

事更有远见。 
 

“不义的管家”这个词的解释（路十六：8）。这是指不诚实的管家。事实上，耶稣在祂这个故事中称管家为

不义的或不诚实的，这证明耶稣并不是夸奖运用世俗财富时的不诚实行为！此外，第 10-12 节也证明耶稣不是

夸奖不诚实的行为。 
 

“不义的钱”这个词的解释（路十六：9）。这是以拟人法描述世俗财富、财产或金钱。耶稣并不是说财富、

财产和金钱本身是不义的或不好的，但祂想要指出，在积累财富和运用财产和金钱的过程中，常有许多不义的

事情发生（帖前六：9-10）！因此，这个词被译作世俗的财富，以表明它是指暂时的物质财富，而不是指永恒

和真正在天上的财富（路十六：11）。 
 

“他们可以接（虚拟语气、不定过去时态、中动语态）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这句话的解释（路十六：

9）。这句话的意思是，那些因你在地上的投资而得益的人，将来可能会在天上迎接你（参看林后五：1）。这

与第 4 节所说的相反，那里说那些因不义的管家的欺骗行为而得益的人，在这个管家穷困潦倒的时候，可能会

接待或欢迎他到他们在世上的家里去。 
 

这个用语或这段经文并不是教导或指出，有些人的身体将会复活并且在其他人之先被带进天堂里去（所谓的教

会“被提”）。它充其量是说那些因你在地上的投资而得益的人的灵魂，会在天上的神面前宣扬你在地上的善

行。在同一个处境中，拉撒路的灵魂不会这样在天上欢迎财主，因为财主从没有把他的财富投在可怜的拉撒路

的生命中（路十六：23-25）。 
 

应用。你们要像今世之子那样作事聪明。在路十六：8 下，耶稣说：“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字面意思是对

待自己那世代的人），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主人夸奖他那个不义的管家，是因为他作事聪明。耶稣同意

不义的管家的主人的夸奖，但不是夸奖他不义，而是夸奖他聪明，预先作好计划。耶稣说基督徒也应该这样

做：要有远见，为自己的将来制定美好的计划！ 
 

因此，耶稣教导祂的门徒，要像世上的非基督徒那样精明（聪明、敏锐、明智）。今天他们要作事聪明，将来

也要作事聪明。然而，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有所分别。非基督徒以不正当（不诚实）的手段来计划他们的将

来，基督徒却以诚实（公正）的方法（神国的规范和价值观）来计划他的将来。 
 

应用。藉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在路十六：9，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

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即朋友）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耶稣教导祂的门徒要向前看，为他们

的将来计划和行事。世上的人藉着世俗的钱财、财产和金钱结交朋友。换句话说，他们为自己建立一个人脉关

系，并且可以在今世透过这些人获得利益或成就。可是，他们的朋友往往只在他们有钱的时候才能维系（箴十

九：4）。因为他们常以不诚实的手法做生意，如贿赂和欺骗，所以他们也有许多敌人。此外，他们努力得来

的一切都只是暂时的，因为他们的人脉、利益或成就只能持续到他们离世之时。他们没有永存的帐幕在天上，

天上也没有人欢迎他们。 
 

相反，基督徒也应该藉着世俗的钱财、财产和金钱结交真正的朋友。只要他们仍活在世上，他们就应该运用他

们世俗的钱财来推展神的国。在他们死后，凡因他们在世上善心施予而受益的人，将会在他们进到天堂的时候

给他们热烈的欢迎！基督徒应该为他们永恒的将来预先作好计划，并且从永恒的角度来运用他们现有的资源！

因此，耶稣教导祂的门徒要藉着世俗的财产和金钱为神的国赢得人心，在神的国里建立人，在神的国里帮助有

需要的人，简而言之，就是任何在地上推展神国及其荣耀的事！基督徒实际上是透过这样管理他们在地上的财

富（财产）来把他们的金钱投资在天上的（参看传十一：1；太六：19-21；提前六：17-19）。 
 

应用。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这是指财产和责任。在路十六：10-12，耶稣强调在小事上，换句话

说，在世俗的财产和金钱上，要忠心和诚实。在路十六：10，祂说：“人在最小的事（字面意思是微不足道、

毫不重要或无关紧要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也就是重大、紧要的事。短暂的世俗财富、财产和金

钱，与永恒和属天的财产相比，实在微不足道、无关紧要！在小事上忠心使人在大事上也忠心。基督徒明智而

实际地运用神所托付给他的世俗财产，使神在神国里把更大的属天财产托付给他。基督徒有责任地和有效地管

理神在地上托付给他的世俗财产和金钱，使神把更大的责任托付给他，在神国里管理属天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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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12 节中有以下的排比结构：“不义的钱财”（世俗的财富）与“别人的东西”是排比句，它是指世俗的
财产和金钱，它们永远都是属神的，虽然祂把财产托付给我们，要我们明智而尽责地运用。“真实的钱财”与

“自己的东西”是排比句，它是指属天的财产，也就是神的国，是神赐给信徒作产业的（太二十五：34；来十

二：28）。 
 

当一个基督徒表明他是忠心的，换句话说，他明智而尽责地运用世俗的财产和金钱，神就把真实的钱财托付给

他，这包括神的国，神的国早已在创世之时为基督徒预备了，因此也是属他们的！因此，耶稣教导祂的门徒，

他们在地上如何管理所托付给他们的一切，与将来在新天新地里托付给他们管理的一切有着密切的关系。事实

上，在某程度上说，当一个人相信基督的时候，就开始承受神的国了（约三：3-8），因此，一个忠心的基督

徒此时此刻在地上已经受托付管理神国里的事务，或管理教会里的基督徒和基督徒活动。然而，重点在于承受

神国的最后阶段——新天新地。基督徒持守的原则，并不是把他们的眼目定睛在所见的现实上（这是暂时

的），而是所不见的现实上（这是永恒的）（林后四：18；五：7）。 
 

应用。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同时又事奉玛门（金钱）。在路十六：13，耶稣强调基督徒不能同时事奉神，又事

奉金钱。当一个人认为他能够持续一段时间事奉神，又事奉金钱，两者都作他的主人，他灵里所产生的心理压

力会变得越来越严重，以致无法忍受，他迟早会透过他的态度、言语和行为显明他真正向谁效忠。有些人以为

他们可以利用神来赚钱，或以为他们可以因着敬拜神而变得富有（提前六：5）。然而，耶稣教导祂的门徒，

要选择爱神和事奉神，这包括运用他们的财产和金钱在这世上推展神的工作。 
 

 

3. 找出比喻中相关和不相关的细节。 
 

引言。耶稣无意给比喻故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赋予一些属灵意义。比喻不是寓言！相关的细节是指比喻故事中

那些加强比喻的中心思想、主题或教训的细节。因此，我们不应给比喻故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赋予独立的属灵

意义。 

探索和讨论。这个比喻故事中的哪些细节是真正重要或相关的？ 
 

笔记。耶稣没有给任何细节赋予任何特别的意义。在这个比喻中，有几个细节不应赋予任何特别的意义。 
 

财主。这不是相关的细节。财主不应解释为代表耶稣基督、玛门或任何人。 
 

管家。这是相关的细节，因为他是这个比喻的中心人物。然而，他并不代表基督徒，因为基督徒不应不诚实。

“不诚实的管家”与基督徒应有的模样刚刚相反！ 
 

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作事聪明。这是相关的细节。管家本身并不相关，他不诚实的特征也不相关。他作事

聪明，这个特征才是相关的。他有远见、有敏锐的洞察力，也有实际的智慧，运用世俗的财产和金钱来保障自

己的将来，这就是这个比喻的中心要点或主要信息，因此也是极相关的细节。地上的主人夸奖这个管家在地上

有实际智慧，同样，我们的天父也夸奖基督徒有实际智慧，在地上运用他们世俗的财产和金钱来推展神的国。 
 

欠债人和他们所欠的债。这不是相关的细节。亏欠财主的人，以及他们所欠的债的金额，并没有特别的意义。

这些都是加强比喻的故事的细节而已。 
 

 

4. 找出比喻的主要信息。 
 

引言。比喻的主要信息可以在解释或应用部分中找到，也可以在故事中找到。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解释或应用

比喻的方式知道应当如何解释那个比喻。一个比喻通常只有一个主要的教训，表明一个要点。因此，我们不要

尝试从故事中的每一个细节寻找属灵真理，而是要寻找一个主要的教训。 

讨论。这个比喻的主要信息是什么？ 

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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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十六：1-13 中，聪明的管家的比喻是教导有关“在神国里作管家”。 
 

这个比喻的主要信息如下。“基督徒必须精明（聪明、敏锐），运用他们世俗的财产为自己结交永恒的朋

友。”聪明就是有远见（愿景）、洞察力和实际的智慧，致力于神国的事业。 
 

作管家是神国的其中一个基本特征。真正属于神国的人在此时此地运用他们世俗的财产和金钱来推展神的国，

为神的国得人。有智慧地和有责任地运用地上的财产的人必得赏赐。所有因基督徒有智慧地和有责任地运用地

上的财产而得以进入神国的人，或因此在属灵上得益的人，在他们进到天堂的时候必欢迎这些基督徒！ 
 

在某程度上说，一个忠心的基督徒在此时此地已经受托付管理神国里的事务，或受托付关顾教会里的基督徒。

然而，重点在于承受神国的最后阶段，也就是新天新地。神国里的人不是顾念所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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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将比喻与圣经中相似和相对的经文作比较。 
 

引言。有些比喻是相似的，可以作比较。然而，在所有比喻中找到的真理，在圣经中其他经文也有教导相似或

相对的真理。可尝试找出最重要的参考经文来帮助我们解释比喻。总要以圣经直接明确的教导来检视比喻的解

释。  

讨论。这些经文的教导与聪明的管家的比喻所教导的有何异同？ 
 

 (1) 聪明的管家的比喻（路十六：1-13）。 

聪明的管家的比喻教导我们，基督徒必须精明（聪明）。基督徒运用他们的财产和金钱时要有远见、洞察力和

实际的智慧。基督徒有责任持续地专注于属灵的现实，虽然它是看不见的，却是永恒的现实（林后四：18；

五：7）。 
 

太六：19-24 教导我们一个相关的责任。基督徒应当积攒财宝在天上，而不是在地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摧毁

他在天上的财宝。当然，基督徒应当以诚实、明智和负责任的方式来作这事。要为基督和祂的国舍弃地上的财

产，把它奉献给有价值的事业上，这才是使真正有价值的财产加增的方法。 
 

 (2) 无知的财主的比喻（路十二：13-21）。 

无知的财主的比喻教导我们，基督徒必须无私地运用他的财富、财产或金钱。他不可只为自己而活，却要在生

命中的各方面认定神。他必须完完全全地意识到自己对神的倚靠。 
 

 (3) 爱炫耀的财主与讨饭的拉撒路的比喻（路十六：19-31）。 

爱炫耀的财主与讨饭的拉撒路的比喻教导我们，基督徒要对自己在世上对待穷人的方式，以及自己运用财富、

财产或金钱的方式负责。他生前在世上的生活方式是否负责任或不负责任，所带来的后果在死后是不可逆转

的！基督徒有责任与世上失丧的、贫穷的和受轻视的人结交。 
 

 (4) 才干的比喻（太二十五：14-30）。 

才干的比喻教导我们，基督徒运用神所托付给他的财产、关系、能力或机会时必须忠心，即使那只是一种才

干！ 
 

 

6. 总结这个比喻的主要教训。 
 

讨论。这些有关在神国里的管家的比喻的主要教导或教训是什么？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知道什么或相信什么，

祂教导我们要成为怎样的人，或要做什么？ 

笔记。 

 

 (1) 所有人都必须知道神是什么模样的。 

神把祂在地上的财产托付给世人，叫他们作管家，好好管理这地及地上的一切。这个比喻和相关的比喻都教导

我们，神十分关心这世界，也参与世上的事务。世界和世上的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也是神托付给人去治理和

管理的（创一：28）。神要每个人对自己如何管理神所创造的世界和其上的一切负责。 
 

 (2) 基督徒必须知道自己应有的模样。 

神不但要求人过着无私的生活，也要求人在神所托付给他们的一切事上都要忠心和诚实可靠。这比喻也教导我

们，神要求基督徒运用他们的财富、财产或金钱时要有远见、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实际的智慧，毕竟这一切都是

属于神的，是神托付给他们的，为要在现今这地上事奉神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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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不可宣称他所拥有的东西是完完全全属于他的。人并不是神的产业的主人，他只是管家而已！他所拥

有的一切，都是神托付给他的。神要他对祂所托付给他的一切负责，也要他交账。 
 

任何国家、公司或个人都不可宣称地上的资源是完完全全属于他的。他们只是管理这些资源而已。任何公司都

没有权利破坏热带雨林、污染河流，把海里的鱼全都捕清，或把地上所有野生动物全都杀掉，等等。地上的一

切都是属于神的，每个政府、每间公司或每个人都必须为神托付给他们管理的一切向神交账。在最后审判的时

候，神要每个人为他们在地上如何管理神的产业负责！ 

 

5 
祷告（8 分钟）                                                      ［回应］ 

以祷告回应神的话语 
 

在小组中轮流作简短祷告，为你今天所学的教训回应神。 

或把组员分成两个或三个人一组，为你今天所学的教训回应神。 

 

6 
备课（2 分钟）                                                       ［习作］ 

准备下一课 
 

（组长。写下并分派此家中备课事项给组员，或让他们抄下来）。 

1. 立志。立志使人作门徒、建立教会，并且传扬神的国。 

2. 与另一个人或群体一同传讲、教导或研习“聪明的管家”。 

3. 与神相交。每天在灵修中从以赛亚书第五十五、五十八、五十九、六十一章阅读半章经文。  

    采用“领受最深的真理”的灵修方法。记下笔记。  

4. 背诵经文。(2) 神的话语：诗一一九：105。每日复习刚背诵过的五节经文。 

5. 研经。在家里准备下一次研经。罗十一：1-36。 

    采用五个研经步骤的方法。记下笔记。 

6. 祷告。这个星期为某人或特定的事情祷告，并看看神的作为（诗五：3）。 

7. 更新你关于传扬神的国的笔记簿。包括灵修笔记、背诵笔记、教学笔记和这次准备的习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