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
【小组查经材料】

路加福音系列
路加福音系列 19–在小事上你要忠心
2018 年六月 29、30 日

第一时
第一时段:欢迎你来
迎你来 (15 分钟)
分钟)
以简单、
简单、轻松、活泼
松、活泼的游戏
的游戏，带领组员热烈参与，使大家的心思意念，
带领组员热烈参与，使大家的心思意念，
离开繁忙、疲惫
繁忙、疲惫，并预
，并预备心来归
备心来归向神。
来归向神。
第二时
第二时段:敬拜赞
敬拜赞美 (20 分钟)
分钟)
以事先预
以事先预备好的诗
备好的诗歌，带领
歌，带领大家
带领大家来
大家来到主的宝座前敬拜祂、瞻仰神的荣面、
带下神的荣耀同在。在敬拜里，小
下神的荣耀同在。在敬拜里，小组
在敬拜里，小组长带领大家同声
带领大家同声开
大家同声开口为下列事项祷
下列事项祷
告。（
告。（组员个人的需要
组员个人的需要请
个人的需要请在第四个时
在第四个时段分享祷
段分享祷告。）
告。）
1. 宣教
宣教单
单位:认领的
认领的单位是＿＿＿＿＿＿他们
位是＿＿＿＿＿＿他们的需要是＿＿＿＿＿。
（如果你不确定小组认领
（如果你不确定小组认领，
组认领，请洽教会。）
洽教会。）
2. 教会事工:
教会事工:
- 7/4 教会祷
教会祷告会将
告会将由社青及飞
由社青及飞扬
及飞扬带领敬拜
带领敬拜，并有冰品义
敬拜，并有冰品义卖
，并有冰品义卖
- 7/15 新人茶会
- 7/21 小组长双月会
- 8/12 5，
5，6 年级升班
3. 新来宾:
来宾:_________________请
_________________请于聚会前确认来宾
于聚会前确认来宾名字。
认来宾名字。
病痛组员
病痛组员或
组员或亲朋:___________________并商
___________________并商讨
并商讨如何关
如何关怀他们
怀他们。
4. 为 Shekinah Glory 工程祷
工程祷告: 继续为 Shekinah 内部的建筑工程祷
部的建筑工程祷告，
求主赐
求主赐平安给
平安给施工的管理人，保守工人的安全，让
施工的管理人，保守工人的安全，让之后的各个工程可
以顺利按期完成。
利按期完成。City 通过影音控制室的喷
影音控制室的喷水系统，AVL
水系统，AVL 设备顺
设备顺利完
成安装，所有
安装，所有内
，所有内外部工程如期完成，取得
外部工程如期完成，取得 city 的使用执
的使用执照。
第三时
第三时段:话语分享
话语分享(
分享(45 分钟)
分钟) 以分享讨论
以分享讨论应
讨论应用神的话
神的话在每天生活里

1. 回应主日信息—
主日信息—聚会前，请
聚会前，请上网仔细
上网仔细重听一次。上主日信息的中心思
重听一次。上主日信息的中心思

句

印象最深刻的？
2. 请分享本周你的生活见证，如祷
，如祷告蒙应允，病得医治，实践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等等。（请尽量保持在 10 分钟之内
分钟之内）
想是什么？哪一 话是你

本周主题
本周主题: 在小事上你要忠心
经文:
经文:路加福音 16:1–15
背诵经文:
经文: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
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
（路 16:10
16:10）
10）

今天我们要从一个不义的管家所作所为，来学习我们应该将世
上的财富投资在永恒的国度里，拓展神的国。并且，我们对服事和
钱财应有的态度。
一、 主人夸奖
主人夸奖不义管家的精明（
不义管家的精明（路 16:1-9）：(请先读 v. 1-9 再
读下文)
耶稣用不义管家的比喻教导门徒，要学习不义的管家的精明，
因为他能细心的为自己的将来铺路。一个主里的好管家应是对
主诚实、忠心，并要使用地上的钱财，带人进入神的国度。
。
A. 不义
不义管家
管家为
管家为 自己的未来
自己的未来 精打细
精打细 算 （ 1-4 ）：有个财主雇用
）：
一个管家来经营他所有的财物，帮他投资理财，得到利润。
然而，这个管家却 1. 浪费财主的钱财而被解雇：有人向
财主告状说，这个管家没有帮主人好好理财得利，而是浪
费了主人的钱财。主人听了后，极其生气，就要管家把他
经手的账目都交出来，并将他解雇。2. 计划以不当方法让
自己未来的生活得保障：这个管家衡量失业后，日子会很
艰苦，因为没人会聘请他管理财物，他的体力不好做不动
粗重的耕种工作，他也没有脸去乞讨维生。所以，他想，
若有朋友在他失业潦倒的时候，能接待他，供给他吃住，
那么他就不用劳苦或讨饭过日子。所以，他设法结交朋友。
B. 不义管家利用主人的
不义管家利用主人的财
财 物 为 自己铺
自己铺 后路（
后路（ 5-7 ）：不义管
）：
家精打细算后，就趁着他对主人的财物还有权限管理的时
候，用主人的钱财来跟人作朋友，确保他日后的生活。他
用减低人欠账的数量，以后这些欠账的人因得好处就会接
待他，供应他。所以，他把所有欠债的人叫来，在他们的
账目窜改所欠数量，例如：欠一百

篓油改欠五十篓，一篓是
一罢特(bath)，约为22公升或39公升；欠一百石麦子改欠八十
石，一石是一歌珥(Kor)，约为 350 公升。

C. 主人称赞
主人称赞不义管家比光明之子更精明
称赞不义管家比光明之子更精明（
不义管家比光明之子更精明（8-9）：
1. 财主夸奖
主夸奖不义管家（
不义管家（8）：当财主听到管家所作的事，
他竟然夸讲这个管家很精明，因为 a. 他知道自己失业
后的日子是艰苦的。b. 他把握时机，为自己打算。c.
他懂得用金钱与人结交，为自己铺好未来的道路，他不
用作苦工或讨饭，反而有人招待他，让他过舒适的日子。
。

2. 主耶
主耶稣
稣要门徒学习
要门徒学习不义管家的精明（9）：接下来耶稣
不义管家的精明
又说，世人以世界的方法，用世上的钱财与人结交，来
防备自己未来潦倒的时候，仍然会有朋友接待，过惬意
的日子。那么身为主门徒的我们，是光明的人，也应该
知道用世界的财富与人作朋友，引领人信主得救，这样
作的话，将来一定会被很多朋友欢迎到永恒的家。
讨论问题 1: 你曾为
你曾为什么事精打细
什么事精打细算？结
算？结果如何？破冰
果如何？破冰题
破冰题）
讨论问题 2: 这个管家为
管家为自己的未来
自己的未来做了哪些事？为
做了哪些事？为什么他比光明
之子精明呢？ （观察题）
二、 你要在最小的
你要在最小的事情上忠心（路
事情上忠心（路 16:
16:1010-15）
15）：(请先读 v.10
v.1010-15
再读下文)
下文)
耶稣讲完了不义管家的比喻后，祂开始教导众人有关服事和钱
财的事。

A.

B.

主把大事交给
主把大事交给在小事忠心的人（
在小事忠心的人（1010-12）：如果一个人忠
）：
于被托付的小事上，他是可被信任的，因为，他会诚实做
事，凡事为主人的利益着想。就可以将更大的事交托给他；
倘若这个人在小事上，不为主人的利益着想，那么在大事
上他也不会为主人的利益着想的；如果一个人不会好好的
经营世上的财物，谁会把真实的财富交托给人管理呢？真
实的财富，就是属灵的财富，也就是主所托付与我们经营
和照管属灵的事。因此，我们若是不忠于人所托的事，神
也不会将属天的财物交给我们管理。
一个人不能服事神又服事玛
一个人不能服事神又服事玛门（1313-15）：1. 要专心事奉
主：服事神和服事玛门（钱财/财神）是不能并存的，因
为会有轻重之分。我们若服事玛门，就会让钱财成为我们
的主，就会远离神。如果事奉主也又事奉玛门，两样都做
不好。2. 贪爱钱财是神所憎恶的：在这里，耶稣针对法
利赛人的问题教导众人。法利赛人有地位、有钱，他们用
地位和钱来衡量人。所以，他们对耶稣的这些教导很不以
为然，他们嘲笑耶稣，因为跟随耶稣的人大都是贫穷人。
然而，神不是看人的外表和财富，祂看人的内心处。只是
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义，认为他们的钱财是神对他们外表
的义行的赏赐。因此，钱财对他们是很重要，他们更是贪

爱钱财，他们不懂得用世上的财富结交外邦人，领外邦人
归向神。反而，他们拒绝外邦人。更甚的是，他们拒绝耶
稣，对耶稣的教导嗤之以鼻。
。神憎恶人所看为尊贵的财富
和地位，因为贪爱钱财是万恶之根。
讨论问题 3: 为什么神要我们
什么神要我们从小事就要忠心？
小事就要忠心？你认为什么是小事
认为什么是小事
呢？ （观察题）
讨论问题 4: 为什么耶稣
什么耶稣教导我们不能服事神又服事玛
不能服事神又服事玛门呢？（
呢？（观
察题）
讨论问题 5: 你现在可以做的小事是什么
在可以做的小事是什么？你要采取什么具体的行
动？ （应用题）
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祢。谢谢祢乐意让我们在祢工
作上有份。主啊！求祢帮助我们不要成为不义的管家，而是在祢交
托的事上，作忠心的管家。好好的使用祢赐给我们的资源，努力拓
展祢的国度，好叫祢的名得赞美、得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
名求。阿们！
第四时
第四时段:祷告服事（10
告服事（10 分钟）
可以两三个人成为
为一个祷
可以两三个人成
一个祷告小组
告小组，为彼此的需要祷
彼此的需要祷告。
07/06 生活查经
07/13 路加福音 17:11-19
07/20 路加福音 18:1-14
07/27 路加福音 19:28-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