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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度。                      第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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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賽亞書第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二、五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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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第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二、五十

三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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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資源］ 

(1) 來十三：5-6 

 

第十二個要背誦的經文系列（L）是關於“神的資源”。五段背誦經文的標題是： 

(1) 神的同在：來十三：5-6 

(2) 神的話語：詩一一九：105 

(3) 神的大能：賽四十：10 

(4) 神的智慧：雅一：5 

(5) 神的醫治：代下七：14 
 

兩人一組複習。 

(1) 神的同在：來十三：5 下-6。因為主曾說：“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所以我們可以放膽說：“主是

幫助我的，我必不懼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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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聰明的管家 

 

路十六：1-13中的“聰明的管家的比喻”是關於 

在神國裏作管家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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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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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主。他可能是個擁有一大筆產業的主人。我們必須假定他是一個正直的人，因為不是他不誠實，而是他的管

家不誠實。 
 

管家。他是一個管理產業的人、管理者或管家，受委託管理產業的事務。這個管家被指控浪費主人的財物。我

們不知道是誰控告他，也不知道他怎樣浪費主人的財物。這管家必定犯了錯，因為他沒有大聲抗議說自己是無

辜的。 
 

欠債人。他們可能是產業的租戶。他們把每年收成的特定數量交給主人作為租金。他們也可能向主人借貸或賒

購。無論如何，每個欠債人都欠產業的主人一大筆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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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所經管的交代明白。主人要求他的管家向他交賬，把他所經管的產業事務交代明白。這個管家不一定被指

控欺詐，但幾乎可以肯定他管理不善。他可能浪費了主人的財物，也可以是粗心大意和疏忽職守。產業的主人

想要終止他管家的職務，並且給他機會在離開之前把賬目整理妥當。 
 

管家做了什麼。管家被解雇後默言不語。這樣，他就承認自己犯了錯。首先，他不知道該怎麼辦。他身體不夠

強壯，無法從事體力勞動工作，要他依靠別人施憐憫卻又怕羞。後來他想出了一個好主意，定下一個計劃。他

給某些人極大的恩惠，好叫他們日後報答他。他減少他們欠主人的債務，好叫他們日後可以在經濟上給他幫

助。 
 

更改他們賬單上的金額。這些“賬單”是債務的書面確認書，是由欠債人簽署的。它們是欠債人所簽署的“欠

債”票據，就像現代的銀行票據一樣。欠債人在舉債的時候寫下一份書面聲明，指明他欠主人的特定金額，並

且有義務償還這筆款項。這個不誠實的管家把欠他主人債務的人逐一叫來，叫他們把金額更改，使他們得益，

卻令主人虧損。至於這事如何做到，經文並沒有提及。原本的書面聲明可能是寫在蠟版上的，這樣的話就可以

把蠟融掉並重新書寫。如果它們是寫在紙上的，舊的賬單可以全部銷毀，然後草擬新的賬單並簽署，而新賬單

上的債務金額是大幅減少的。 
 

欠債人可能不知道這漾做是不誠實的。由於惡劣的天氣狀況會影響農作物收成，所以產業的主人把債務減低的

情況並不罕見。此外，欠債人會認為管家正在執行主人的指示。 
 

主人誇獎不義的管家。“主人”誇獎那個管家，不是因為他不義，而是因為他作事聰明。“主人”是指產業的

擁有者（第 3 節和第 5 節），而不是指耶穌。耶穌正在講述這個故事，祂說產業的擁有者或主人或管家誇獎他

那個不義的管家，因為他十分聰明，行事又有遠見。他早已為自己的將來預先作好準備。這是十分精明、聰明
或明智的做法！因為那時每個人都認為主人大大恩待他的欠債人，所以主人確實無法把賬單改回原本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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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福音第十五和第十六章。 

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耶穌講了三個比喻，論到失羊、失錢，以及失落的兒子，祂在這三個比喻中指出神對待

世上失落的人的態度。這是對法利賽人和文士對待稅吏和罪人的惡劣態度所作的回應。在這三個比喻中，耶穌

揭示了對待別人的錯誤態度！ 
 

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耶穌講了兩個比喻。在聰明的管家的比喻中，耶穌揭示了對物質財富的邪惡運用方式。

根據路十六：1，這個比喻是針對耶穌的一大群門徒說的，但法利賽人肯定聽見這話，這話也是對法利賽人說

的（路十六：14）。 
 

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包含三個相關的部分： 

•第 1-13節揭示對物質財富的邪惡運用方式。 

•第 14-18節揭示貪愛錢財的人的假冒為善。 

•第 19-31節指出以邪惡的方式對待別人和財富所帶來的惡果，因此，它結合了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和第十六章

的主題。 
 

 (2) 這個比喻的故事記載在路十六：1-8上。 
 

 (3) 這個比喻的解釋或應用記載在路十六：8下-13。 
 

“今世之子”和“光明之子”的解釋（路十六：8）。這是閃族語系（希伯來文和阿拉伯文）的慣用語。它表

明這樣被描述的人或事物與“之子”或“之女”之前所提到的事物之間有密切的關係。這種關係可能是“屬

於”或“彼此相似”的關係，舉例說： 

• “錫安的女兒”= 錫安（希伯來文：bat Tsijon）（賽一：8） 

• “耶路撒冷的女子”（希伯來文：bat Jerushalajim）= 耶路撒冷（賽三十七：22） 

• “巴比倫的處女/迦勒底的閨女”（希伯來文：bat Babel/Kasdim）= 巴比倫人（賽四十七：1） 

• “人子”（希伯來文：ben adam）（結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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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位像人子的”= 世人/人（希伯來文：bar enash）（但七：13）。 

• “我從埃及召出我的兒子來”（希伯來文：beni）= 以色列（何十一：1）。 
 

再舉例說： 

• “今世之子”（希臘文：hoi huioi tou aiónos）是指非基督徒，他們是屬於罪惡和黑暗世界的 

• “光明之子”（希臘文：tous huious tou fótos）是指基督徒，他們是屬於光明（耶穌基督）的，而且看來與

耶穌基督相似。他們擁有智慧、聖潔、喜樂等光明（路十六：8 下；帖前五：5）。他們與“今世之子”，

也就是這世上的人或屬世的人，形成強烈的對比（路十六：8 上）。因此，耶穌說非基督徒通常比基督徒行

事更有遠見。 
 

“不義的管家”這個詞的解釋（路十六：8）。這是指不誠實的管家。事實上，耶穌在祂這個故事中稱管家為

不義的或不誠實的，這證明耶穌並不是誇獎運用世俗財富時的不誠實行為！此外，第 10-12 節也證明耶穌不是

誇獎不誠實的行為。 
 

“不義的錢”這個詞的解釋（路十六：9）。這是以擬人法描述世俗財富、財產或金錢。耶穌並不是說財富、

財產和金錢本身是不義的或不好的，但祂想要指出，在積累財富和運用財產和金錢的過程中，常有許多不義的

事情發生（帖前六：9-10）！因此，這個詞被譯作世俗的財富，以表明它是指暫時的物質財富，而不是指永恆

和真正在天上的財富（路十六：11）。 
 

“他們可以接（虛擬語氣、不定過去時態、中動語態）你們到永存的帳幕裏去”這句話的解釋（路十六：

9）。這句話的意思是，那些因你在地上的投資而得益的人，將來可能會在天上迎接你（參看林後五：1）。這

與第 4 節所說的相反，那裏說那些因不義的管家的欺騙行為而得益的人，在這個管家窮困潦倒的時候，可能會

接待或歡迎他到他們在世上的家裏去。 
 

這個用語或這段經文並不是教導或指出，有些人的身體將會復活並且在其他人之先被帶進天堂裏去（所謂的教

會“被提”）。它充其量是說那些因你在地上的投資而得益的人的靈魂，會在天上的神面前宣揚你在地上的善

行。在同一個處境中，拉撒路的靈魂不會這樣在天上歡迎財主，因為財主從沒有把他的財富投在可憐的拉撒路

的生命中（路十六：23-25）。 
 

應用。你們要像今世之子那樣作事聰明。在路十六：8 下，耶穌說：“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字面意思是對

待自己那世代的人），較比光明之子更加聰明。”主人誇獎他那個不義的管家，是因為他作事聰明。耶穌同意

不義的管家的主人的誇獎，但不是誇獎他不義，而是誇獎他聰明，預先作好計劃。耶穌說基督徒也應該這樣

做：要有遠見，為自己的將來制定美好的計劃！ 
 

因此，耶穌教導祂的門徒，要像世上的非基督徒那樣精明（聰明、敏銳、明智）。今天他們要作事聰明，將來

也要作事聰明。然而，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間有所分別。非基督徒以不正當（不誠實）的手段來計劃他們的將

來，基督徒卻以誠實（公正）的方法（神國的規範和價值觀）來計劃他的將來。 
 

應用。藉着不義的錢財結交朋友。在路十六：9，耶穌說：“我又告訴你們，要藉着那不義的錢財結交朋友，

到了錢財無用的時候，他們（即朋友）可以接你們到永存的帳幕裏去。”耶穌教導祂的門徒要向前看，為他們

的將來計劃和行事。世上的人藉着世俗的錢財、財產和金錢結交朋友。換句話說，他們為自己建立一個人脈關

係，並且可以在今世透過這些人獲得利益或成就。可是，他們的朋友往往只在他們有錢的時候才能維繫（箴十

九：4）。因為他們常以不誠實的手法做生意，如賄賂和欺騙，所以他們也有許多敵人。此外，他們努力得來

的一切都只是暫時的，因為他們的人脈、利益或成就只能持續到他們離世之時。他們沒有永存的帳幕在天上，

天上也沒有人歡迎他們。 
 

相反，基督徒也應該藉着世俗的錢財、財產和金錢結交真正的朋友。只要他們仍活在世上，他們就應該運用他

們世俗的錢財來推展神的國。在他們死後，凡因他們在世上善心施予而受益的人，將會在他們進到天堂的時候

給他們熱烈的歡迎！基督徒應該為他們永恆的將來預先作好計劃，並且從永恆的角度來運用他們現有的資源！

因此，耶穌教導祂的門徒要藉着世俗的財產和金錢為神的國贏得人心，在神的國裏建立人，在神的國裏幫助有

需要的人，簡而言之，就是任何在地上推展神國及其榮耀的事！基督徒實際上是透過這樣管理他們在地上的財

富（財產）來把他們的金錢投資在天上的（參看傳十一：1；太六：19-21；提前六：17-19）。 
 

應用。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這是指財產和責任。在路十六：10-12，耶穌強調在小事上，換句話

說，在世俗的財產和金錢上，要忠心和誠實。在路十六：10，祂說：“人在最小的事（字面意思是微不足道、

毫不重要或無關緊要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也就是重大、緊要的事。短暫的世俗財富、財產和金

錢，與永恆和屬天的財產相比，實在微不足道、無關緊要！在小事上忠心使人在大事上也忠心。基督徒明智而

實際地運用神所託付給他的世俗財產，使神在神國裏把更大的屬天財產託付給他。基督徒有責任地和有效地管

理神在地上託付給他的世俗財產和金錢，使神把更大的責任託付給他，在神國裏管理屬天的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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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12 節中有以下的排比結構：“不義的錢財”（世俗的財富）與“別人的東西”是排比句，它是指世俗的
財產和金錢，它們永遠都是屬神的，雖然祂把財產託付給我們，要我們明智而盡責地運用。“真實的錢財”與

“自己的東西”是排比句，它是指屬天的財產，也就是神的國，是神賜給信徒作產業的（太二十五：34；來十

二：28）。 
 

當一個基督徒表明他是忠心的，換句話說，他明智而盡責地運用世俗的財產和金錢，神就把真實的錢財託付給

他，這包括神的國，神的國早已在創世之時為基督徒預備了，因此也是屬他們的！因此，耶穌教導祂的門徒，

他們在地上如何管理所託付給他們的一切，與將來在新天新地裏託付給他們管理的一切有着密切的關係。事實

上，在某程度上說，當一個人相信基督的時候，就開始承受神的國了（約三：3-8），因此，一個忠心的基督

徒此時此刻在地上已經受託付管理神國裏的事務，或管理教會裏的基督徒和基督徒活動。然而，重點在於承受

神國的最後階段——新天新地。基督徒持守的原則，並不是把他們的眼目定睛在所見的現實上（這是暫時

的），而是所不見的現實上（這是永恆的）（林後四：18；五：7）。 
 

應用。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同時又事奉瑪門（金錢）。在路十六：13，耶穌強調基督徒不能同時事奉神，又事

奉金錢。當一個人認為他能夠持續一段時間事奉神，又事奉金錢，兩者都作他的主人，他靈裏所產生的心理壓

力會變得越來越嚴重，以致無法忍受，他遲早會透過他的態度、言語和行為顯明他真正向誰效忠。有些人以為

他們可以利用神來賺錢，或以為他們可以因着敬拜神而變得富有（提前六：5）。然而，耶穌教導祂的門徒，

要選擇愛神和事奉神，這包括運用他們的財產和金錢在這世上推展神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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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沒有給任何細節賦予任何特別的意義。在這個比喻中，有幾個細節不應賦予任何特別的意義。 
 

財主。這不是相關的細節。財主不應解釋為代表耶穌基督、瑪門或任何人。 
 

管家。這是相關的細節，因為他是這個比喻的中心人物。然而，他並不代表基督徒，因為基督徒不應不誠實。

“不誠實的管家”與基督徒應有的模樣剛剛相反！ 
 

主人就誇獎這不義的管家作事聰明。這是相關的細節。管家本身並不相關，他不誠實的特徵也不相關。他作事

聰明，這個特徵才是相關的。他有遠見、有敏銳的洞察力，也有實際的智慧，運用世俗的財產和金錢來保障自

己的將來，這就是這個比喻的中心要點或主要信息，因此也是極相關的細節。地上的主人誇獎這個管家在地上

有實際智慧，同樣，我們的天父也誇獎基督徒有實際智慧，在地上運用他們世俗的財產和金錢來推展神的國。 
 

欠債人和他們所欠的債。這不是相關的細節。虧欠財主的人，以及他們所欠的債的金額，並沒有特別的意義。

這些都是加強比喻的故事的細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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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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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十六：1-13中，聰明的管家的比喻是教導有關“在神國裏作管家”。 
 

這個比喻的主要信息如下。“基督徒必須精明（聰明、敏銳），運用他們世俗的財產為自己結交永恆的朋

友。”聰明就是有遠見（願景）、洞察力和實際的智慧，致力於神國的事業。 
 

作管家是神國的其中一個基本特徵。真正屬於神國的人在此時此地運用他們世俗的財產和金錢來推展神的國，

為神的國得人。有智慧地和有責任地運用地上的財產的人必得賞賜。所有因基督徒有智慧地和有責任地運用地

上的財產而得以進入神國的人，或因此在屬靈上得益的人，在他們進到天堂的時候必歡迎這些基督徒！ 
 

在某程度上說，一個忠心的基督徒在此時此地已經受託付管理神國裏的事務，或受託付關顧教會裏的基督徒。

然而，重點在於承受神國的最後階段，也就是新天新地。神國裏的人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

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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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這些經文的教導與聰明的管家的比喻所教導的有何異同？ 
 

 (1) 聰明的管家的比喻（路十六：1-13）。 

聰明的管家的比喻教導我們，基督徒必須精明（聰明）。基督徒運用他們的財產和金錢時要有遠見、洞察力和

實際的智慧。基督徒有責任持續地專注於屬靈的現實，雖然它是看不見的，卻是永恆的現實（林後四：18；

五：7）。 
 

太六：19-24 教導我們一個相關的責任。基督徒應當積攢財寶在天上，而不是在地上。沒有任何東西能夠摧毀

他在天上的財寶。當然，基督徒應當以誠實、明智和負責任的方式來作這事。要為基督和祂的國捨棄地上的財

產，把它奉獻給有價值的事業上，這才是使真正有價值的財產加增的方法。 
 

 (2) 無知的財主的比喻（路十二：13-21）。 

無知的財主的比喻教導我們，基督徒必須無私地運用他的財富、財產或金錢。他不可只為自己而活，卻要在生

命中的各方面認定神。他必須完完全全地意識到自己對神的倚靠。 
 

 (3) 愛炫耀的財主與討飯的拉撒路的比喻（路十六：19-31）。 

愛炫耀的財主與討飯的拉撒路的比喻教導我們，基督徒要對自己在世上對待窮人的方式，以及自己運用財富、

財產或金錢的方式負責。他生前在世上的生活方式是否負責任或不負責任，所帶來的後果在死後是不可逆轉

的！基督徒有責任與世上失喪的、貧窮的和受輕視的人結交。 
 

 (4) 才幹的比喻（太二十五：14-30）。 

才幹的比喻教導我們，基督徒運用神所託付給他的財產、關係、能力或機會時必須忠心，即使那只是一種才

幹！ 
 

 

6. 總結這個比喻的主要教訓。 
 

討論。這些有關在神國裏的管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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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都必須知道神是什麼模樣的。 

神把祂在地上的財產託付給世人，叫他們作管家，好好管理這地及地上的一切。這個比喻和相關的比喻都教導

我們，神十分關心這世界，也參與世上的事務。世界和世上的一切都是神所創造的，也是神託付給人去治理和

管理的（創一：28）。神要每個人對自己如何管理神所創造的世界和其上的一切負責。 
 

 (2) 基督徒必須知道自己應有的模樣。 

神不但要求人過着無私的生活，也要求人在神所託付給他們的一切事上都要忠心和誠實可靠。這比喻也教導我

們，神要求基督徒運用他們的財富、財產或金錢時要有遠見、有敏銳的洞察力和實際的智慧，畢竟這一切都是

屬於神的，是神託付給他們的，為要在現今這地上事奉神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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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不可宣稱他所擁有的東西是完完全全屬於他的。人並不是神的產業的主人，他只是管家而已！他所擁

有的一切，都是神託付給他的。神要他對祂所託付給他的一切負責，也要他交賬。 
 

任何國家、公司或個人都不可宣稱地上的資源是完完全全屬於他的。他們只是管理這些資源而已。任何公司都

沒有權利破壞熱帶雨林、污染河流，把海裏的魚全都捕清，或把地上所有野生動物全都殺掉，等等。地上的一

切都是屬於神的，每個政府、每間公司或每個人都必須為神託付給他們管理的一切向神交賬。在最後審判的時

候，神要每個人為他們在地上如何管理神的產業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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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的管家”。 

3. 與神相交。每天在靈修中從以賽亞書第五十五、五十八、五十九、六十一章閱讀半章經文。  

    採用“領受最深的真理”的靈修方法。記下筆記。  

4. 背誦經文。(2) 神的話語：詩一一九：105。每日複習剛背誦過的五節經文。 

5. 研經。在家裏準備下一次研經。羅十一：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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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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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