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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度。                      第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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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利米書第二十五、二十九、三十、三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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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書第二十五、二十九、三十、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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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代下七：14 

 

兩人一組複習。 

(5) 神的醫治：代下七：14。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

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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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園的工人 

 

太二十：1-16 中的“葡萄園的工人的比喻”是關於 

在神國裏的賞賜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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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太二十：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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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主。他實際上是房產的主人。他可能是一個莊園的主人，莊園裏有一個家宅和一個很大的葡萄園。 
 

雇工。在收穫的季節，工人通常是按日受雇的。他們聚集在市上，雇主到那裏雇用他們。一個完整的工作日包

含十二小時，從日出到日落為止。每天結束的時候，他們便領取工資（利十九：13）。 
 

協議。最先受雇的工人與家主講定了一天一錢銀子。一錢銀子就是當時一整天工作的工價。後來受雇的工人無

法定立這樣的協議，因為他們工作的時間只是當天的一部分。然而，家主向他們承諾，他必給他們所當給的。 
 

支付工錢。在十二小時工作的一天結束的時候，工人通常得到一錢銀子。在這個故事中，最先受雇的工人得到

了他們講定的工錢。可是，這個家主所做的卻遠遠出乎工人所料。他先給後來的工人支付工錢。他給後來的工

人的工錢竟與先來的工人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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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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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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十九：16-30。 

有兩件事告訴我們這個比喻的背景。開首的字詞“因為”表明這與前文的內容相關。此外，這個比喻的總結與

前文的總結是一樣的：“這樣，那在後的，將要在前；在前的，將要在後了。” 
 

不能進入神國的危險。太十九：16-26 描述一個少年人，他非常富有，但他也意識到自己還沒有得到永生（救

恩）。他想要尋求救恩，卻使用了錯誤的途徑。他以為自己應該透過遵行律法來得着救恩（太十九：16，

20）。耶穌引用了十誡下半部的誡命。祂不需要引用上半部的誡命，因為不遵守下半部的誡命意味着不遵守上

半部的誡命（約壹四：20）。 
  

這個富有的少年人的反應表明，與基督對誡命的深刻屬靈解釋相比，他對誡命的態度是非常膚淺的（太五：

21-48）。耶穌回答說：“你若願意作完全人，可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

跟從我”（太十九：21）。 
 

耶穌沒有叫這個富有的少年人透過行善來得着救恩！祂正在試驗這個富有的少年人是否藉着順服來表明對祂完
全的信靠。如果這個富有的少年人沒有藉着降服和順服來表明他對耶穌基督完全的信靠，就不能指望他去變賣

他所有的財產。耶穌知道他心繫自己的財富。如果這個富有的少年人想要成為一個完全的信徒，或更進一步成

為一個成熟的信徒，他就應該完全信靠耶穌基督，並按照基督所吩咐的去行。然後他就去變賣他所有的財產，

因這些財產阻礙他信靠耶穌，並且成為耶穌的門徒，開始以門徒的身分跟隨耶穌。他會藉着跟隨耶穌學會捨

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並且為基督作見證。人若沒有藉着降服和順服來表明他對耶穌基督的信心和信靠，

就無法得救了！ 
  

耶穌並沒有叫每個想要成為基督徒的人都接受這個試驗，去把所擁有的一切都變賣。耶穌也沒有叫祂的每一個

兒女都接受特定的試驗。舊約中的約伯、亞伯拉罕、雅各和約瑟，以及新約中的撒該和亞利馬太的約瑟，都是

擁有許多產業的人，神並沒有吩咐他們去變賣他們的產業！此外，亞伯拉罕和這些富有的人得救（稱義），不

是因着善行，而是因着信（創十五：6；羅三：28）！他們透過他們的生活方式顯明他們的信心是真確和活潑

的（來十一：1-40；雅二：21-23）。 
 

進入神國是困難的。這個富有的少年人選擇保留自己的財富和產業，然後轉身離開耶穌基督。他沒有信靠耶

穌，也沒有開始跟隨耶穌。耶穌說：“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耶穌要表明的正是祂所

說的，並且宣告富有的人是絕對不可能透過努力而獲取進入神國的門路！財富、產業、金錢，以及隨之而來的

東西、如成就、權力和名聲，對屬血氣的人的心思意念和生命有強大的控制力，使他們無法擺脫它，將自己拯

救出來！這些東西迷惑那些有錢有勢和有名聲的人，阻止他們進入神的國（太六：24；提前六：9-10）。耶穌

使用絕對的用語，好叫祂的門徒銘記，救恩自始至終都不是世人所成就的，而是神所賜滿有權能和恩慈的恩典

（約六：44-45；弗二：8-9）。 
 

耶穌的門徒十分希奇，便問道：“這樣誰能得救呢？”門徒大概是這樣推斷：因為窮人也想發財，所以他們也

無法進入神的國。耶穌回答說：“在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太十九：26）。無論是富人還是窮人，

人人都要完全靠神得救。沒有人能夠靠自己做任何事來救自己！人唯有因着聖靈的工作而從上頭重生才能得

救。“我說：‘你們必須重生’，你不要以為希奇”（約三：3-8）。神甚至把人必須運用的信心賜給他。

“凡預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徒十三：48；參看腓一：29）。因此，簡而言之，耶穌基督教導我們，人得救

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是靠神的慈愛和恩典（提後一：9-10）。 
  

在神國裏捨己服事的賞賜。彼得說他和其他門徒已經撇下所有的跟從基督。他問耶穌將來他們會得到什麼。一

方面，彼得和其他門徒已經做了耶穌基督吩咐這個年輕財主做的事情：他們已經撇下所有的，跟從了基督（路

五：11）。另一方面，耶穌說人不能做什麼使自己得救（可十：26-27）。唯有神賜下永生（救恩）！ 
 

耶穌給祂的門徒一個非常可靠的答案。“人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母、兒女、田地，沒有

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姊妹、母親、兒女、田地，並且要受逼迫，在來世必得永生”（可十：

29-30）。凡為耶穌基督捨己犧牲的人在今世得到的，必比他所捨去的多許多倍。儘管他們因基督的緣故不得

不在地上面對逼迫和困苦，但他們仍然比不敬虔的人得享更多物質財富和人際關係。在基督第二次降臨之後，

他們必承受神國的終極階段，就是新天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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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那在前的和在後的人相關的警告。神不像人那樣看人和他們的成就。撒上十六：7 說：“耶和華不像人看

人：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林前四：5）。“那在前的”是指那些因自己的財富、教育和地位，

或因成就、績效和聲望而受一般人高度重視、有時甚至受基督徒高度重視的人。然而，由於神看的是人的內

心，所以這些人當中有許多人在神國裏被指派在別人之下的位置，有些人甚至被排除在神國之外（太七：21-

23）。 
 

“那在前的”也可能是指那些相信基督的人，他們從小就參加教會聚會。可是，他們沒有以此為莫大的榮幸，

反而把它看作一種功績，認為神會因此給他們賞賜。 
 

“那在後的”可能是指那些人生後期才歸信的人，例如那個冷酷的商人和稅吏撒該（路十九：1-10），也可能

是與耶穌同釘十字架的那個頑梗罪犯和殺人犯（路二十三：39-43）。許多在教會裏被視為非常重要的人將要

在後，而許多在世上寂寂無名的人卻將要在前。這些人可能是窮寡婦，她把自己所擁有的一切都投上了（可十

二：41-44），或可能是在伯大尼的馬利亞，她向耶穌所作的善行被門徒批評（太二十六：8），也可能是世上

眾多的小孩子，他們信靠耶穌基督，門徒卻彼此爭論他們當中誰是最大的（太十八：1-4；二十：20-28）。因

此，耶穌警告祂的門徒和所有基督徒，要提防渴望“成為在前的人”的心態。 
  

葡萄園的工人的比喻說明那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在前的原則。當耶穌說“天國好像家主，等等”，祂

是要告訴我們，當神的國到了最後的階段、在最後審判的日子展開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 
 

 (2) 這個比喻的故事記載在太二十： 1-15。 
 

 (3) 這個比喻的解釋或應用記載在太二十：16。 
耶穌總結這個比喻的方式，跟祂總結太十九：16-30 的方式是一樣的：“這樣，那在後的，將要在前；在前

的，將要在後了。”耶穌警告祂的門徒和所有基督徒，不要成為那本在前卻變為在後的人！ 

對於那些認為自己在前的人，有三點論到他們： 
 

那些被視為在前的人認為自己應該因他們完成的工作而得到賞賜！彼得很想知道他和其他門徒將來要得什麼，

因為他們已經撇下所有的跟從了耶穌。耶穌應許他們必因他們的信靠和順服而得到豐盛的賞賜。可是，祂警告

他們，在屬靈的事上不要被“為工錢而工作”的心態捆綁！他們得救是因着神恩慈的恩賜，而不是自己賺取

的。因此，甚至從神而來的賞賜與從世人而來的賞賜也不相同。不僅是救恩，連在神國裏服事而從神那裏所得

的賞賜（林前三：11-15），都彰顯神賜給祂子民那不配得的恩典和愛。神的賞賜絕不是對人完成的工作所給

予的報酬！ 
 

那些被視為在前的人認為自己應該因他們完成的工作而按比例得到賞賜！他們沒有認識到神是絕對滿有權能

的，唯有神才有權隨自己的意思施予恩惠和賜下賞賜！如果神想要將同樣的恩惠賜給一個只是在人生的最後階

段才成為基督徒的人和一個一輩子都是基督徒的人，祂完全有權這樣做。沒有人可以批評神，因為每個人都是

靠神的恩典得救的，而不是因自己遵行律法、善行或成就得救的，也不是因自己的委身、熱心或犧牲得救的！

因此，這個比喻教導我們，任何人都沒有資格從神那裏得到任何東西，甚至沒有資格得到救恩，更不用說賞賜

了。這個比喻強調神按自己的意願和權能，單單因着祂的恩典而賜下祂的賞賜。 
 

那些被視為在前的人認為其他人不應該得到沒有做的工作的賞賜。他們常常嫉妒那些微不足道、寂寂無名的

人，因為他們一生都為神勞苦作工，神卻將更大的尊榮賜給那些人。因此，這個比喻教導我們，基督徒不可因

自己在神國裏的勞苦或成就而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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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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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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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把比喻當作寓言來解釋（寓言化）。 

這個比喻常被濫用作為寓言來解釋。雖然有些解經者寫了其他很有價值的教導，但他們給這個比喻構想出寓言

化的解釋，這些解釋無法從上下文推斷出來，因此絕對不能接受。 
 

愛任紐（主後 130-200 年）這樣解釋這個比喻。“家主”代表神。“在不同時候雇用的工人”代表在創世時期

的人、在創世之後的人，以及在末後的人。 
 

俄利根（主後 185-254 年）這樣解釋這個比喻。“家主”代表神。“第一批受雇的工人”象徵從創世到挪亞那

世代的人。“第二批受雇的工人”象徵從挪亞到亞伯拉罕那世代的人。“第三批受雇的工人”象徵從亞伯拉罕

到摩西那世代的人。“第四批受雇的工人”象徵從摩西到約書亞那世代的人。“第五批受雇的工人”象徵從約

書亞到耶穌那世代的人。“一錢銀子”代表救恩。 
 

大貴格利（主後 540-604 年）這樣解釋這個比喻。“葡萄園”代表從創世直到基督第二次降臨時期的教會。

“家主”代表神。“工人”代表教師，他們在不同的時期在教會裏教導基督徒：從亞當到挪亞、從挪亞到亞伯

拉罕、從亞伯拉罕到摩西、從摩西到基督。“在清早、巳初、午正和申初受雇的工人”代表希伯來人，他們尊

崇神，也敬畏神，從創世開始就堅持不懈地培植葡萄園。“酉初”是指基督第一次降臨到第二次降臨的時期。

“在酉初受雇的工人”是指使徒，或有另一個解釋指那是外邦人，又說“不同的時間”表示人生的不同階段：

童年、少年、青年、成年、老年和晚年。 
 

倫斯基（Lenski）這樣解釋這個比喻。“管事的”代表基督。“一錢銀子”象徵暫時或世俗的祝福。“在酉初

受雇的工人”代表那些游手好閒卻無法辯解的人。 
  

此外，還有其他解釋不能接受： 

猶太人和外邦人：“先蒙召的”代表猶太人，“後蒙召的”代表外邦人。經文中沒有任何地方表明這一點。 
 

雇主與雇員的關係：“雇主應該給員工支付同樣的工資，不管他們做了多少工作！”經文中沒有任何地方表明

這一點。耶穌不是要教導我們，這個原則應該普遍應用在勞工和工業上。這會導致懶惰、混亂和腐敗的情況出

現，也不合乎聖經教導。“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吃飯”（帖後三：10）。 
 

相反，耶穌想要教導我們，“那在後的，將要在前；在前的，將要在後了”乃是神對待人的原則！耶穌責備那

種試圖以“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心態來對待神的態度！1 
 

約翰·達比（1800-1882）的時代論。“耶穌將世界歷史劃分成七個時代”：(1) 洪水之前的樂園狀態、(2) 挪

亞、(3) 亞伯拉罕、(4) 在律法、祭司和君王之下的以色列、(5) 外邦人、(6) 聖靈、(7) 千年國度。2 聖經中並沒

有任何經文表明聖經分割成七個存着互相矛盾的原則的時代（例如，在以色列的時代人靠行律法稱義，在教會

時代的末期有兩次第二次降臨）！耶穌親自解釋這個比喻是要說明“那在後的，將要在前；在前的，將要在後

了”的原則。祂肯定沒有說明教會歷史的各個階段！ 
 

 (2)  解釋相關的細節。 
 

家主有權雇用他想雇用的人，也有權隨己意運用自己的金錢。耶穌把神的國比作這個家主，這表明祂要提醒人

們立即注視一個事實：神是掌管所有人和物的主，而且神以絕對滿有權能的方式決定人的命運。統管的權柄是

屬神的，而不是屬我們的。救恩是神白白的恩賜，而不是人努力的成果（弗二：8-9）。這是相關的細節。 
 

與第一批受雇的工人的協議是公平的。在耶穌的時代，士兵和工人每天的標準工資是一錢銀子。事實上，家主

與這批最先受雇的工人定了協議，也就是一份工資合約，這表明這些工人肯定是為了工資而工作的。雇主和雇

員都認為這是公平的，因為這是他們講定的。這是相關的細節。 
 

巳初、午正、申初和酉初。 

在一般的勞工情況下，在一天結束前的一小時雇用工人是非常奇怪的事！耶穌肯定沒有給這些細節賦予任何特

別的意義，因此它們不是相關的細節。顯然，家主不只是關注自己的葡萄園和葡萄園裏的工作，而是特別關注

那些沒有受雇的工人！重點並不在於他們工作了多長時間，而是在於他們得到了一份工作！ 
 

 
1 有些基督徒、猶太人和穆斯林靠遵行律法（妥拉、伊斯蘭教法）得救。印度教徒和佛教徒則相信因果報應、輪迴之說。 
2 參看 www.deltacourse.org. 中“最後一卷聖經”（The Last Bible book）的附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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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最後一批工人的承諾。家主沒有跟那些在清早之後才開始工作的工人定下任何協議。他只是向他們承諾，他

必把所當給的給他們。這個細節也是相關的，因為後來家主說他有權隨自己的意思運用自己的金錢。這也指出

這個比喻的中心要點或主要信息，就是神是滿有權能的，祂有權隨自己的意思雇用任何人，以及如何賞賜他

們。 
 

“到了晚上”這句話（太二十：8）。這句話是相關的。經文的上下文（太十九：28）指出到了世界歷史的終

結時，基督必審判各人。這指出這個比喻的中心要點或主要信息，就是到了那一天將會發生什麼事情。 
 

在葡萄園裏管事的人（太二十：8）。有些解經者認為家主對管事的人所發的命令具象徵意義，表明“父不審

判什麼人，乃將審判的事全交與子”（約五：22）這個事實。可是，因為那管事的人在第 11-15 節中並沒有發

揮任何作用，因此，“家主”代表天父、“管事的”則代表聖子等解釋受到質疑。把管事的人看作故事中的一

個人物，而不是從這個故事學到的教訓，這做法較可取。他的作用只是令故事更生動有趣而已。 
 

從後來受雇的工人開始給工錢。這個細節是相關的，因為基督說：“那在後的，將要在前。”這個命令讓先受

雇的工人有機會看到家主在一天結束的時候如何對待後來受雇的工人。 
 

每個人都得到同樣的賞賜。當後來受雇的工人各得一錢銀子，那先受雇的工人以為他們得到的必比他們和家主

所講定的更多。可是，先受雇的工人和後來受雇的工人得到的工資卻是一樣的。先受雇的工人就開始埋怨家

主。他們不但對自己所得到的東西感到不滿意，也因家主給別人的東西而嫉妒。他們感到不滿，主要的原因是

其他人雖然在後，卻成為在前的，他們雖然在前，卻成為在後的！然而，他們的態度這樣惡劣，只能怪自己，

因為他們已經得到了他們在開始工作之前與家主講定的工錢。這表明他們抱着一種為工錢而工作的心態，他們

沒有認識到家主的權利，也沒有認識到自己充滿嫉妒。 
 

對於所有真正的基督徒來說，只有一個賞賜作為恩典賜給他們，就是他們在神國的終極階段都必承受他們的產

業！ 
 

 

4. 找出比喻的主要信息。 
 

引言。比喻的主要信息（中心主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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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二十：1-16 中，葡萄園的工人的比喻是教導有關“在神國裏的賞賜”。 
 

這個比喻的主要信息如下。“神是滿有權能的，祂有權隨自己的意思在祂的國裏雇用任何人，以及在最後審判

的日子如何賞賜他們。因此，人們要避免成為本是在前卻變成在後的人。他們要避免在屬靈的事上被“為工錢

而工作”的心態所捆綁！他們得救是因着神恩慈的恩賜，而不是自己賺取的！ 
 

無私的服事是神國裏的其中一個基本特徵。真正屬於神國的人服事，是不求回報的。他們避免在屬靈的事上被

“為工錢而工作”的心態所捆綁（太十九：16，22，27；二十：2，13）。他們不會看不到神的權能，換句話

說，神有權隨自己的意思施予恩惠（太二十：14-15，23）。他們承認神以滿有權能的方式呼召人，也以滿有

權能的方式把祂認為適當的賞賜賜給祂所呼召的人！最後，神國的子民不嫉妒那些從神那裏得到比他們預期更

多或比他們認為公平的更多的人（太二十：15，20-28）。他們明白可以認識基督的愛，並且在神的葡萄園或

神的國裏工作，是極大的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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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和討論。這些經文的教導與葡萄園的工人的比喻所教導的有何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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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神是滿有權能的，祂有權隨自己的意思使用人去服事（可十三：34）。 

主耶穌基督委派祂的僕人管理祂的家或葡萄園（普世的基督教會或神國在目前的階段），並且給每個僕人分派

工作。因此，每個基督徒都應當找出主想要他在教會和現今的世界裏做什麼。他的生命在主面前是有意義的，

人不可藐視他所作的貢獻。 
 

 (2) 唯有神賜予真正的成長， 
        僕人應當把自己看作是與神同工的（林前三：5-11）。 

祂的僕人保羅奉命在哥林多栽種福音的種子，祂的僕人亞波羅奉命在哥林多澆灌那正在成長的植物。 
 

 (3) 神是滿有權能的，祂有權隨自己的意思賞賜祂的僕人（林前三：10-15）。 

祂的一些僕人或同工非常謹慎地完成他們的任務。他們用不能毀壞的材料來建造。到了最後審判的日子，他們

的工程將會受火試驗，這必顯明他們的工程的質素。他們的工程若能夠經得起火的試驗，神必賞賜他們。這段

經文並沒有提到神將要如何賞賜他們。 
 

 (4) 因信稱義的得勝冠冕（林前九：24-27；提後四：6-8）。 

比賽中的得勝者會得到這樣的一個冠冕。但在這裏，所有在場上賽跑的，都會得到一個得勝的冠冕，那冠冕是

長存的，是因信稱義的冠冕（希臘文：ho tés dikaiosunés stefanos）。神要在眾人面前宣告，祂的僕人已經因着

耶穌基督完全的救贖大工而完全因信稱義。它象徵神完全的公義，就是基督所取得的，以及神歸給（歸到）信

徒的！ 
 

 (5) 十錠銀子的比喻（路十九：11-27）（參看附錄 15）。 

除了義的冠冕之外，神特定的賞賜是基於不同程度的忠心和勤奮的。不同程度的忠心和勤奮會得到不同程度的

賞賜！較忠心和勤奮的僕人，到了神國最後的階段，在新地新天裏也必委以更大的責任（參看林前三：10-

15）。 
 

 (6) 無用的僕人的比喻（路十七：7-10）（參看第 39 課）。 

基督徒應當避免被“為工錢而工作”的心態所捆綁。這個比喻的主要信息如下。“基督徒應當致力作一個有用

的僕人，不只是履行自己的職責”。基督徒不應抱着奴僕的心態服事，只是勉強地照所吩咐的去做。他們應當

懷着自願的心服事，心甘情願、全心全意、欣然樂意地去做超越他們本分的事。他們存着愛心和感恩的心服

事。在神的國裏，奴僕的心態得不到讚許！ 
 

這個比喻的主要信息也可以是這樣的。“基督徒應當看自己為無用的僕人，所作的本是自己應分作的。”基督

徒不應抱着驕傲的心態服事，以為自己照所吩咐去做的事配得讚揚、稱許或賞賜。他們應當把服事視為榮幸，

並不指望自己因順服而得到稱許。他們存着謙卑的心服事。在神的國裏，驕傲的心得不到讚許（參看彼前五：

5-6）。 
 

 

6. 總結這個比喻的主要教訓。 
 

討論。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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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後審判的日子，神必恩慈地賞賜每一個基督徒。然而，神賜下這一切賞賜，不是因為基督徒配得這些賞

賜，也不是他們賺取的，一切乃是出於神的大愛和恩典。根據弗二：10，甚至基督徒所做的一切，都是出於神

的恩典！ 
 

 (2) 基督徒必須知道自己應有的模樣。 

最重要的是存着正確的態度或心態，既忠心又勤奮地服侍神：真正屬於神國的人避免在屬靈的事上被“為工錢

而工作”的心態所捆綁，相反，他們明白神是滿有權能的，有權把祂認為適當的賞賜賜給祂所呼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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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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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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園的工人”的比喻。 

3. 與神相交。每天在靈修中從耶利米書第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六、三十七章閱讀半章經文。  

    採用“領受最深的真理”的靈修方法。記下筆記。  

4. 背誦經文。回顧 L 系列：“神的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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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四十一：10，(4) 神的智慧：雅一：5，(5) 神的醫治：代下七：14。 

5. 研經。在家裏準備下一次研經。羅十三：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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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