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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度。                      第 35 課 
 

1 
禱告 
 

 

組長。求神藉着祂的靈指引我們，讓我們意識到祂的同在，並聆聽祂的聲音。 
將你的小組和這一課有關傳揚神的國的教導交托給主。 
 

2 
分享（20 分鐘）                                                     ［靈修］ 

以賽亞書第九、十、十一、四十章 
 
輪流簡短地分享（或讀出你的筆記）你在靈修中從所指定的經文（以賽亞書第九、十、十一、四十章）學到什

麼。 
聆聽別人的分享，認真地對待他和接受他。不要討論他的分享。寫下筆記。 
 

3 背誦經文（5 分鐘）                                        ［羅馬書的鑰節］ 
(15) 羅十：17 

 
兩人一組複習。 
(15) 羅十：17。可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 
 

4 
講授 （85 分鐘）                                              ［耶穌的比喻］ 

  無知的財主和愛炫耀的財主與討飯的拉撒路 
 

路十二：13-21 中的“無知的財主” 

和路十六：19-31 中的“愛炫耀的財主與討飯的拉撒路”是關於 
在神國裏世俗的財物的比喻。 

 

“比喻”是一個含有屬天意義的世俗故事。它是一個反映真實生活的故事或例證，旨在教導人一個屬靈的真

理。耶穌以常見的事物和日常生活的事件來闡明神國的奧秘，叫人面對他們的現實處境和更新的需要。我們會

採用研讀比喻的六個指引來研讀這個比喻（參看手冊 9，附錄 1）。 
 

 
A. 無知的財主的比喻 

 

閱讀路十二：13-21。 
  

1. 理解比喻本身的故事。 
 

引言。比喻是以形象化的言語來講述，比喻中的屬靈意義也是以此作為基礎。因此，我們要先研習故事的用詞

，以及其文化和歷史背景的資料。 
討論。這個故事有什麼反映真實生活的元素？ 
筆記。 
 

一個財主。有一個財主田產豐盛。聖經沒有譴責人富有或成功。約伯、亞伯拉罕、所羅門和亞利馬太的約瑟都

是有錢人。經文也沒有提到他是透過不誠實的手段（如賭博或彩票）而致富的。這裏給人的印象是，他手所做

的都蒙神賜福。 
 

追求物質。這個人的問題並不在於他富有，而是在於他追求物質！他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身體是必死的，他總不

會長年活着。他也沒有考慮到一個事實，就是他的財富無法滿足他的靈魂！他的身體雖然富有，但他的靈魂卻

一無所有！ 
 

自私自利。這個財主只顧自己，不會顧及別人。他所定的計劃中只有“我”和“我的財產”。他沒有想到世上

有許多人正在挨餓，也沒有想過幫助他們，把自己的一些財富分給他們。 
 

無神論者。這個財主沒有為自己的財富和成就感謝神，也沒有把榮耀歸給神。他表現得像個無神論者一樣。大

衛王說：“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的一切恩惠”（詩一○三：2）！可是，這個財主對自己

說（對自己的靈魂說）：“靈魂哪，你有許多財物積存，可作多年的費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樂吧”（路

十二：18-19）！他並沒有把自己所得的利益視為神出於恩典而託付給他的。雅一：17 說：“各樣美善的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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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從眾光（星空）之父那裏降下來的；在他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

兒。” 
 

突然死亡。就在那時，神對他說：“無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生命（你的靈魂）；你所預備的要歸誰呢？”

經文沒有說明神怎樣向他說話，但可能是直接向他說話（透過聽得見的聲音或藉着祂的靈），也可能是透過他

的良心或藉着先知向他說話。重要的是，神稱他為“無知的人”，因為他似乎認為自己不需要神。 
 

他以為他是自己靈魂的統帥，是自己命運的主人。神要從他的身體取去他的靈魂（換句話說，他將要死了），

但不是在過了許多年幸福的生活之後，而是就在那個晚上死去！他真是一個無知的人，竟然以為自己可以控制

自己的命運和生命結束的時日！他從來沒有想過先知以賽亞的話：“有人聲說：‘你喊叫吧！’有一個說：

‘我喊叫什麼呢？’”“說：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乾，花必凋殘，因為耶和

華的氣吹在其上；百姓誠然是草。草必枯乾，花必凋殘，惟有我們神的話必永遠立定”（賽四十：6-8）。 
 
 

2. 觀察緊接的上下文，並確定比喻的元素。 
 

引言。比喻“故事”的上下文可能包括比喻的“背景”和“解釋或應用”。比喻的背景或指出講述比喻的場合
，或描述講述比喻時的情形。背景通常在比喻故事之前找到，而解釋或應用通常在比喻故事之後找到。 
探索和討論。這個比喻的背景、故事，以及解釋或應用是什麼？ 
筆記。 
 

 (1) 這個比喻的背景記載在路十二：4-7，13-15。 
 

為身體的死亡而憂慮。耶穌警告眾人不要為他們身體的死亡而憂慮。祂說：“那殺身體以後不能再作什麼的，

不要怕他們。我要指示你們當怕的是誰：當怕那殺了以後又有權柄丟在地獄裏的。我實在告訴你們，正要怕

他”（路十二：4-5）！耶穌就肉體死亡的問題給祂的門徒作出鼓勵。祂指出，他們的敵人能夠做最壞的事

情，充其量不過是殺他們的身體。但他們的敵人無法殺他們的靈魂。他們對基督徒作惡的能力，只限於他們在

地上的身體。除此之外，他們沒有更大的能力！然而，耶穌警告人們要逃避永遠的死亡！造成肉體暫時死亡的

能力，當然無法與把人丟進地獄裏永遠受刑的能力相比。 
  

為錢財而憂慮。眾人中有一個人請求耶穌介入一場分家業的糾紛。舊約中有關以色列人分家業的規定，記載在

申二十一：15-17，民二十七：8-11，以及民數記第三十六章。目前這個個案涉及的，可能是兄長不願意把三分

之一的家業分給弟弟。無論如何，這似乎是有人得到不公平的對待。由於猶太文士有時會調解這類事情，所以

耶穌被要求在這事上作仲裁。 
 

然而，耶穌拒絕這樣做，這可能是因為祂不想忽視那些理應處理這些事情的權威人士，也是因為祂尋找和拯救

失喪之人的任務更加重要。耶穌知道這個人對物質的關注源於貪心。於是，耶穌向眾人講述無知的財主的比

喻。 
 

 (2) 這個比喻的故事記載在路十二：16-20。  
 

 (3) 這個比喻的解釋或應用記載在路十二：20-21， 
其中一部分記載在故事中，另一部分記載在耶穌最後作出的警告中。 

耶穌說只有無知的人才會以為自己可以控制自己的命運和生命結束的時日！即使有錢人也無法擁有或控制生

命！耶穌警告，那些只關心物質財富而忽視屬靈財富的人都是無知的，他們會像比喻中這個無知的人那樣死

去。這個無知的財主最根本的錯誤，就是以為自己能夠以自己在地上的財富作為基礎來建立自己的生命！ 
 
  

3. 找出比喻中相關和不相關的細節。 
 

引言。耶穌無意給比喻故事中的每一個細節都賦予一些屬靈意義。比喻不是寓言！相關的細節是指比喻故事中

那些加強比喻的中心思想、主題或教訓的細節。因此，我們不應給比喻故事中的每一個細節都賦予獨立的屬靈

意義。 
探索和討論。這個比喻故事中的哪些細節是真正重要或相關的？ 
筆記。 
 

耶穌只是給“財主”賦予特別的意思。他代表凡為自己積財和物質財富，但在神面前卻不富足的人。 
 



 
© 2016 “空中門訓” 門徒訓練手冊 11       第 35 課：無知的財主和愛炫耀的財主與討飯的拉撒路 3 

4. 找出比喻的主要信息。 
 

引言。比喻的主要信息可以在解釋或應用部分中找到，也可以在故事中找到。我們可以從耶穌基督解釋或應用

比喻的方式知道應當如何解釋那個比喻。一個比喻通常只有一個主要的教訓，表明一個要點。因此，我們不要

嘗試從故事中的每一個細節尋找屬靈真理，而是要尋找一個主要的教訓。 
討論。這個比喻的主要信息是什麼？ 
筆記。 
路十二：13-21 中，無知的財主的比喻是教導有關“在神國裏世俗的財物”。 
 

這個比喻的主要信息如下。“人不可為自己而活，卻要在生命中各方面都想到神。他們必須完全意識到自己對

神的倚靠，尤其是在地上的財富和永生的問題上。” 
 

在日常生活中倚靠神，是神國的其中一個基本特徵。真正屬於神國的人，不是以自己的物質財富作為基礎來建

立自己的生命，而是全然倚靠神。 
 
 

5. 將比喻與聖經中相似和相對的經文作比較。 
 

引言。有些比喻是相似的，可以作比較。然而，在所有比喻中找到的真理，在聖經中其他經文也有教導相似或

相對的真理。可嘗試找出最重要的參考經文來幫助我們解釋比喻。總要以聖經直接明確的教導來檢視比喻的解

釋。  
 

 (1) 聖經如何看物質財富？ 
• 就物質財富本身而言，神沒有在聖經中任何一處作出譴責。 
• 亞伯拉罕很富有，他的金、銀、牲畜極多（創十三：2）。 
• 神不但賜所羅門王智慧，也賜他富足和尊榮（王上三：10-13）。 
• 約伯擁有許多家產，以至在東方人中為至大（伯一：3；四十二：12）。 
• 亞利馬太的約瑟是耶穌的門徒，也是一個財主（太二十七：57）。 
• 神吩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無定的錢財；只要倚靠那厚賜百物給人享受的神。神吩

咐那些富足的人要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捨，樂意供給人，為自己積儹財寶在將來的新天新地（提

前六：17-19；參看太六：19-21）！ 
 

 (2) 財富帶來什麼危險？ 
• 財富可能使人心高氣傲，忘記耶和華（申八：11-14）。 
• 財富可能使人以物質為指望，並且背棄神（伯三十一：24-28）。 
• 財富可能使人對自己所擁有的不知足，並且獻上一生只為增添物質財富（傳五：10-11）。 
• 財富可能阻礙人進入神的國（可十：21-26）。 
• 財富可能使人狂傲自高、威嚇人、欺壓人、自私、吝嗇和不公（詩七十三：2-12；雅五：1-6）。 

 

 (3) 這些經文的教導與這個比喻所教導的有何異同？ 
• 詩三十七：4-6。凡倚靠耶和華，又以祂為樂的人，耶和華必將他心裏所願的賜給他，也使他的公義在別人

面前顯明。 
• 箴十六：2-3。凡將自己所作的事交託耶和華的人，耶和華必成就他所謀的。 
• 太六：33。凡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的人，神必把一切需用的東西賜給他。 
• 林前十：31。凡你所行的，都要為榮耀神而行。 
• 西三：24-25。凡你所作的，都要從心裏作，像是給主作的，不是給人作的。這樣，你必得着基業為賞賜，

不是從人那裏得着地上的基業，而是從主那裏得着基業。這基業包括新天新地，還有別的東西！ 
 

 (4) 太六：19-24 的教導與這比喻所教導的有何異同？ 
凡事奉神的人，就是為自己積儹財寶在天上。神國的子民（基督徒）必須不斷專注於為自己在天上積儹財寶。 
 

地上的財寶有蟲子咬，能銹壞。“有蟲子咬，能銹壞”代表那些使地上的財寶的價值減少，最終使它完全失去

其功用的東西和過程。因此，餅都長霉了（書九：5），衣服漸漸舊了（詩一○二：26），刺草遮蓋了田面

（箴二十四：30），石牆和籬笆都坍塌了（箴二十四：31），房頂塌下，房屋開始滴漏了（傳十：18），金銀

也銹壞了（彼前一：7，18）。同樣地，白蟻、颱風、地震、洪水、植物病害、水土流失、人為失誤和意外等

等，都會對地上的財寶造成嚴重破壞。賊也會挖窟窿來偷走財物。通貨膨脹、近乎把財產沒收的重稅、銀行倒

閉、股市暴跌和股災、長期病患所涉及的開支，上述的情況以及許多類似的禍患都帶來同樣的影響。人的身

體，甚至最強壯的人的身體，也會漸漸衰弱（詩三十二：3；三十九：4-7；九十：10；一○三：14-16）。一個

人死後，他在地上所擁有、所指望的一切財產，都與他一同煙消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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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的財寶不能毀壞，也無法奪去。它們包括神國的各樣福分（參看弗一：3），例如永遠長存的信實（詩一

三八：8）；永不終結的生命（約三：16）；在那喝的人裏頭永不止息的泉源（約四：14）；永遠不會失去的

恩典（約六：37-39）；一雙強壯、護衛的手，誰也不能從這手裏把基督的羊奪去（約十：28）；神一連串永

遠無法打破的權能作為（羅八：28-30）；永遠不會與神的選民隔絕的愛（羅八：37-39）；一個永不撤回的呼

召（羅十一：29）；一個永不毀壞的根基（提後二：19）；一個不能震動的國（來十二：28；但二：44）；以

及永不衰殘的基業（彼前一：4-5）。 
 

“眼睛就是身上的燈”。正如肉身的眼睛使一個人與地上的環境接觸，同樣，屬靈的眼睛或心靈使一個人與天

父接觸，並且在屬靈和道德的事上引導他。可是，人對世俗財富的強烈慾望能蒙蔽人，使他看不見屬靈和道德

問題。當一個人達不到人生應有的目標，也就是傳揚神的榮耀，這個人就一事無成了！ 
 
 

6. 總結這個比喻的主要教訓。 
 

討論。這個比喻的主要教導或信息是什麼？耶穌基督教導我們要知道什麼或相信什麼，祂教導我們要成為怎樣

的人，或要做什麼？ 
筆記。 
 

 (1) 自主獨立，不倚靠神。 
今天，人們為自己的晚年儲蓄，又為退休金計劃供款。人們購買人壽保險，也幾乎為自己所擁有的一切或所有

的活動投保。然而，在人生路上，生命本身從來都是沒有保證的！由於疾病和死亡、通貨膨脹或經濟崩潰、戰

爭和饑荒等緣故，穩定的收入或健康是無法保證的。地上的生命可以在一瞬間就結束！人可能因疾病或意外而

無法享受地上的財物。一個人若以為已經為自己在地上將來的生活籌算一切，卻完全沒有為自己死後永恆的將

來做準備，這真是愚不可及的做法！凡在自己的生命中或所行的一切事上將神排除在外的，都是愚頑人（詩十

四：1-3）。 
 

 (2) 貪婪。 
貪婪使人不倚靠神。經文沒有提到這個財主是否犯了不道德的行為，如不誠實、欺騙、偷竊、腐敗等等。我們

可以理想當然地認為，他是以誠實的手法致富的。但他的衰敗在於他錯誤的屬靈態度：他制定人生計劃時沒有
求問神！他沒有為神所賜的福感謝神，而只是稱讚自己的勞苦（林前四：7）。他並不知足，因為他總是想得

到更多的財富（腓四：11-12）。他不與人分享自己所有的，而只是為自己的快樂而活（林前十五：32）。他

不信靠神，也不將自己的生命交託神，他常常為自己的財富憂慮（太六：31-34）。他從來沒有想到生命是短

暫的。如果生命本身已經失去了，還有什麼好憂慮的呢（太十六：26）？他追求既短暫又必朽壞的事物，卻不

尋求永恆和不朽壞的事物（林後五：7）。總而言之，他過着一種冷漠的生活！他的人性慾望並不一定是不良

的，這是可以理解的，但這些慾望卻成為了他的價值觀中首要的東西。對這個無知的財主來說，賺錢比真理、

正義和憐憫更有價值。 
 

 (3) 金錢的奴僕。 
財富自有辦法變得比擁有財富的人更強大，最終還控制了擁有財富的人。最後，財富使他失去他在道德和屬靈

上的自由，成為物質財富的奴僕。 
 
 

B. 愛炫耀的財主與討飯的拉撒路 
 

閱讀路十六：19-31。 
 

1. 理解比喻本身的故事。 
 

討論。這個故事有什麼反映真實生活的元素？ 
筆記。 
 

這個財主和討飯的人死亡之前的生命皆反映現實生活。他們死後的生命是耶穌對來世的生命以比喻來描述。 
 

財主和討飯的人死亡之前的情況。這個人十分富有，因為他可以穿紫色和細麻布的衣服。紫色染料是從貝殼類

動物提取出來的，這是一個非常昂貴的過程。通常只有王室成員才可以穿這種紫色袍。他穿着這麼昂貴的衣

服，天天奢華宴樂，因為他想讓每個人都知道他很富有！他是一個愛炫耀的人。然而，這個財主不但愛炫耀，

也是一個冷酷無情、麻木不仁、自私自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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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討飯的人被人放在這個財主的門口。他每天都躺在那裏，因為他顯然是不能走路的。他的名字“拉撒

路”源於希伯來文名字“以利亞撒”，意思是“神幫助我”。耶穌可能在故事中給他這個名字，因為祂想要表

明這個討飯的人在一切困苦患難中信靠神。這個人根本無法養活自己。他不但忍飢受餓，而且渾身生瘡，街上

的狗來餂他的瘡。這可能使他感到十分疼痛、煩躁不安。 
 

財主必定每天都看見這個討飯的人，因為他躺在他的門口！財主有大好的機會表示同情，並且向他提供幫助。

可是，他甚至連一些殘湯剩飯也沒有給這個討飯的人。他只是為自己而活！ 
 

討飯的人和財主死亡之後的情況。後來那個討飯的人死了。經文沒有提及他的葬禮。即使有葬禮，也必定是黯

然淒涼、孤寂冷清的。然而，他的靈魂如何才是最重要的！天使立刻把他的靈魂帶去放在亞伯拉罕的懷裏（來

一：14）。“亞伯拉罕的懷裏”是希伯來文的一種表達方式，源於他們在筵席和節慶中習慣躺臥在榻上坐席，

靠在某人的懷裏（右邊），表示受到特別的恩惠（路十四：7；約一：18）。那個討飯的人的靈魂被帶到天

上，他在天上的筵席中坐席，坐在尊貴的首位！ 
 

那個財主也死了，並且埋葬了。他可能在地上受到風光大葬。人們將他的屍體好好安葬，但經文沒有提到他的

靈魂如何！他在地上的家人和朋友不知道他死後將會如何！這個財主在“陰間”張開他的眼睛，“陰間”一詞

的希臘文可以代表三個地方，這取決於上下文： 
• 脫離肉體的死亡狀態 
• 墳墓，放置死者的屍體的地方 
• 地獄，永恆受刑的地方。 

根據上下文，財主是在地獄裏張開他的眼睛，因為他在地獄的火燄裏受折磨，極其痛苦。 
 

人的終局是不可逆轉的。雖然財主舉目遠遠的望見亞伯拉罕和拉撒路，雖然財主和亞伯拉罕之間的對話是恭恭

敬敬的（他們彼此稱呼對方為“我祖”和“兒子”），但這並沒有減輕財主所受的痛苦。財主表現出他的性情

並沒有改變——他仍然把拉撒路視為一個僕人，他認為雖然他從來沒有給拉撒路任何恩惠，但拉撒路也應該幫

助他！他懇求亞伯拉罕打發拉撒路到他那邊去，減輕他的痛苦！ 
 

亞伯拉罕拒絕了他的要求，指出這是不適當的，也是不可能的！首先，讓財主所受的苦得到舒緩是不適當的，

也有違正義的要求，因為財主現在正受到他該得的報應！他在地上的時候按着錯誤的優先次序而生活。他沒有

幫助拉撒路，換句話說，他沒有活出對同胞有所貢獻和榮耀神的生命。其次，這也是不可能的。從這邊過到另

一邊是永遠和絕對不可能的。在以色列，山谷之間有很深的溝壑，耶穌以這個形象化和令人難忘的象徵來表明

一個人死後的終局是不可逆轉的！這個深淵就是為了使人無法跨越兩邊。 
 

向人發出的唯一警告信息。於是，這個財主就央求亞伯拉罕，叫拉撒路從死裏復活，打發他到他在地上的弟兄

那裏，向他們發出警告，因為他恐怕他的弟兄日後也會因他給他們的壞榜樣而埋怨他。這個財主仍然很自私自

利的——他沒有想到普羅大眾，只是想到自己的家人！ 
 

亞伯拉罕回答說，他們有摩西和先知，也就是舊約。在舊約中，與這個財主的生命恰恰相反的生命受到讚揚。

聖經勸誡所有人都要信靠神，也要愛人，特別是要關心世上那些貧窮和被人輕視的人。 
 

這個財主說，若有一個從死裏復活的人到他們那裏去，他們都必歸信。他錯了，因為當耶穌叫其他人從死裏復

活，就如另一個拉撒路那樣，那個拉撒路是馬利亞和馬大的兄弟，人們仍然沒有歸信。相反，他們商議連拉撒

路也要殺了（約十二：10），而且他們比以往更加定意要殺耶穌（約十一：47-50）。再者，耶穌基督從死裏

復活之後，仍然有許多人不相信祂（徒四：2；十七：18）。亞伯拉罕對財主說，人若不聽聖經中的警告，就

是有一個從死裏復活的，他們也是不聽勸！ 
 
 

2. 觀察緊接的上下文，並確定比喻的元素。 
 

探索和討論。這個比喻的背景、故事，以及解釋或應用是什麼？ 
筆記。 
 

 (1) 這個比喻的背景記載在路加福音第十五和十六章。 
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耶穌講述三個比喻，包括失羊、失錢和失落的兒子的比喻，祂在這三個比喻中教導人有

關在神國裏神如何看待失落的人。這是因法利賽人和文士向稅吏和罪人懷着惡劣的態度而作出的回應。在這三

個比喻中，耶穌揭露人對別人所懷着的邪惡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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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耶穌講述兩個比喻。在聰明的管家的比喻中，耶穌揭露人對物質財富（金錢）所懷着的

邪惡態度。在愛炫耀的財主與討飯的拉撒路的比喻中，祂揭露人對別人和金錢的邪惡處理手法！那個愛炫耀的

財主完全忽略了利用世俗的財富結交朋友（路十六：9）。他是那種人看為尊貴，但在神面前卻是可憎惡的人

（路十六：15）。他與好撒瑪利亞人完全相反（路十：30-37）。 
 

 (2) 這個比喻的故事記載在路十六：19-31 。 
 

(3) 這個比喻的解釋或應用並沒有說明。 
它必須從故事和背景中推斷出來。 
 
 

3. 找出比喻中相關和不相關的細節。 
 

討論。這個比喻故事中的哪些細節是真正重要或相關的？ 
筆記。 
 

 (1) 寓言化。把比喻當作寓言來解釋。 
其中一個對這個比喻作出錯誤解釋的例子，是大貴格利（主後 540-604 年）所提出的解釋。他把這個比喻當作

寓言。因為他的解釋無法從上下文推斷出來，所以絕對不能接受。 
 

他這樣解釋這個比喻：“財主代表猶太人，他們崇拜外在的東西，因自己虛榮的動機而誤用律法。渾身生瘡的

拉撒路代表外邦人，他們羞於承認自己的罪。自高的猶太人拒絕讓外邦人認識律法。狗代表牧者，他們透過宣

講神的話語來醫治靈魂的創傷，並且聆聽罪人認罪悔改。” 
 

雖然大貴格利所提出的寓言化解釋不可以接受，但他對這個比喻的道德解釋卻受到歡迎。大貴格利警告人們，

不要向人炫耀財富，卻要頌揚貧窮的美德。他告誡他的聽眾要把握機會去施憐憫。他說：“要學會輕看地上萬

事，藐視一切短暫的尊榮，卻要尋求長存的榮耀。要尊重你所遇到的每一個窮人，當你看到他們被世界忽視

時，要把他們當作神的朋友。把你所擁有的財富與他們分享……你把東西施予給地上的窮人，就是給那位在天

上的神，你為什麼不願施予呢？” 
 

 (2) 不相關的細節。 
耶穌沒有給以下的細節賦予任何特別的意義，因此，它們對於理解這個比喻來說並不是必要或相關的。人死後

的境況，以及他們之間的對話，都是透過文字形式呈現出來的，為要給人留下一個精彩生動的印象。可是，這

一切細節都不可照字面意思來理解。舉例說：“舉目遠遠的望見”、“用指頭尖蘸點水”、“涼涼我的舌頭”

都不是表達字面意思，只是用來加強比喻故事的效果。我們也不可斷定“地獄裏的人和天堂裏的人是可以互相

交談的”，因為聖經中沒有任何關於這個問題的進一步教導。比喻故事中的所有這些細節，都只是為了加強故

事的效果，而不是教導具體的真理。 
 

 (3) 相關的細節。 
然而，這個比喻確實傳達了一些關於死後生命的真理，因為聖經中的其他經文也有教導這些真理。死了的人不

是睡着了，而是完全有意識的，這是一個相關的事實。 
 

有些人確實得救，並且在天堂上與神同在，有些人卻在地獄裏受苦，這是一個相關的事實。此外，神不容許地

上的人與死人的靈交通（申十八：9-13），也不容許死人的靈與地上的人交通（伯十四：21；傳九：5-6；賽六

十三：16），這也是一個相關的事實！神希望人人都聽從祂在聖經中所啟示的話語（賽八：19-20）！ 
 

財主過着奢華的生活。這是一個相關的細節。富有本身並不是罪惡的，但自私自利、不運用自己的財富使別人

得益卻是罪惡的。那個財主並不是因為做了壞事而受責備，而是因為沒有向鄰舍行善而受責備！ 
  

拉撒路被帶去放在亞伯拉罕的懷裏。這是一個相關的細節。亞伯拉罕代表“一切信之人的父”（羅四：11）！

那個討飯的人被帶到亞伯拉罕的懷裏，這個事實代表天堂歡迎他進去。在天堂裏，得救之人的靈共聚一起與神

同在（來十二：22-23）。事實上，耶穌給這個討飯的人起名叫“拉撒路”，意思是“神已經幫助”。這表明

雖然這個討飯的人在地上受苦，但他信靠神。 
 

財主在地獄裏受苦。這是一個相關的細節。這一點與聖經中其他經文的教導相符，地獄是確實存在的，它代表

不信的人和惡人永恆終局的所在。 
 

一個無人能跨越的深淵。這是一個相關的細節。這一點與聖經中其他經文的教導相符，每個人的永恆終局，無

論是上天堂還是下地獄，都取決於一個人到底信靠誰，以及他在地上的時候如何生活。這個永恆的終局是絕對
不可逆轉的！人死後就再沒有第二次機會去選擇相信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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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找出比喻的主要信息。 
 

討論。這個比喻的主要信息是什麼？ 
筆記。 
 

路十六：19-31 中，愛炫耀的財主與討飯的拉撒路的比喻是教導有關“在神國裏世俗的財物”。 
 

這個比喻的主要信息如下。“一個人死亡之前在這個現世的生活方式所帶來的後果，到了死後是不可逆轉的！

每個人的永恆終局（天堂或地獄）都取決於他在死亡之前相信誰和服事誰！對於人如何對待別人，尤其是如何

對待世上的貧窮人，以及如何使用自己的物質財富，神要每個人都為此向祂交賬。” 
 

把自己所擁有的物質財富與窮人分享，是神國的其中一個基本特徵。真正屬於神國的人過着與蒙召的恩相稱的

生活方式（弗四：1）：在物質財富方面，神呼召他們把所有的分給人和施予人，也要憐憫人和看顧人。 
 
 

5. 將比喻與聖經中相似和相對的經文作比較。 
 

 (1) 這些經文的教導與這個比喻所教導的有何異同？ 
閱讀詩一一九：105；林前十：6，11；弗四：32 至五：2。 
 

整本聖經，包括舊約和新約，都顯明神希望人們如何生活。聖經中充滿了關於耶穌基督如何生活的教導和榜

樣，以及基督徒應當如何生活的教導和榜樣。那個愛炫耀的財主完全忽略了聖經的教導和榜樣！ 
 

 (2) 關於死後生命的論說。參看手冊 5，附錄 2。 
 
 

C. 總結有關在神國裏世俗的財物的比喻的主要教導或教訓 
 

討論。這個有關在神國裏世俗的財物的比喻的主要教導或教訓是什麼？ 
耶穌基督教導我們要知道什麼或相信什麼，祂教導我們要成為怎樣的人，或要做什麼？ 
筆記。 
 

 (1) 所有的人都必須知道神是什麼模樣的。 
這些比喻的其中一個重要教訓是告訴我們，對於人如何對待別人，尤其是如何對待世上的貧窮人，以及如何使

用自己在地上的財富，神要每個人都為此向祂交賬。他死亡之前在這個現世的生活方式所帶來的後果，到了死

後是不可逆轉的！每個人的永恆終局，無論是上天堂還是下地獄，都取決於他們死亡之前在這個現世到底信靠

誰和服事誰（太六：24；二十五：34-46）。 
 

 (2) 基督徒必須知道自己應有的模樣。 
這些比喻的另一個重要教訓是告訴我們，神要我們成為怎樣的人和做什麼。經文教導我們，神不希望人為自己

而活，而是要人在生命中完全意識到自己需要依靠神，尤其是在生命和地上的財富這方面。祂希望人體恤別人

的需要，向世上的貧窮人施憐憫。 
 

5 
禱告（8 分鐘）                                                      ［回應］ 

以禱告回應神的話語 
 

在小組中輪流作簡短禱告，為你今天所學的教訓回應神。 
或把組員分成兩個或三個人一組，為你今天所學的教訓回應神。 
 
  

6 
備課（2 分鐘）                                                       ［習作］ 

準備下一課 
 

（組長。寫下並分派此家中備課事項給組員，或讓他們抄下來）。 
1. 立志。立志使人作門徒、建立教會，並且傳揚神的國。 
2. 與另一個人或群體一同傳講、教導或研習“無知的財主”和“愛炫耀的財主與討飯的拉撒路的比喻”。 
3. 與神相交。每天在靈修中從以賽亞書第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五、四十六章閱讀半章經文。  
    採用“領受最深的真理”的靈修方法。記下筆記。  
4. 背誦經文。每日複習剛背誦過羅馬書的五節經文：(11) 羅八：1，(12) 羅八：38-39，(13) 羅十：9-10，(14) 

羅十：9-10，(15) 羅十：17。 
5. 研經。在家裏準備下一次研經。羅十：1-21。 
    採用五個研經步驟的方法。記下筆記。 
6. 禱告。這個星期為某人或特定的事情禱告，並看看神的作為（詩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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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更新你關於傳揚神的國的筆記簿。包括靈修筆記、背誦筆記、教學筆記和這次準備的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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