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組查經材料】 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系列
系列 19–在小事上你要忠心
2018 年六⺝ 29、30 日
第一時段:
第一時段:歡迎你來 (15 分鐘)
分鐘)
以簡單、輕鬆、活潑的遊戲，帶領組員熱烈參與，使大家的心思意念，

今天我們要從一個不義的管家所作所為，來學習我們應該將世
上的財富投資在永恆的國度裡，拓展神的國。並且，我們對服事和
錢財應有的態度。

一、 主人誇獎不義管家的精明（
主人誇獎不義管家的精明（路 16:1-9）：

(請先讀 v. 1-9 再

離開繁忙、疲憊，並預備心來歸向神。

讀下文)

第二時段:
第二時段:敬拜讚美 (20 分鐘)
分鐘)
以事先預備好的詩歌，帶領大家來到主的寶座前敬拜祂、瞻仰神的榮面、

耶穌用不義管家的比喻教導門徒，要學習不義的管家的精明，

帶下神的榮耀同在。在敬拜裡，小組長帶領大家同聲開口為下列事項禱

因為他能細心的為自己的將來鋪路。一個主裡的好管家應是對

告。（組員個人的需要請在第四個時段分享禱告。）
1. 宣教單位:
宣教單位:認領的單位是＿＿＿＿＿＿他們的需要是＿＿＿＿＿。
（如果你不確定小組認領，請洽教會。）

有個財主僱用

然而，這個管家卻 1. 浪費財主的錢財而被解僱：有人向財

- 7/4 教會禱告會將由社青及飛揚
教會禱告會將由社青及飛揚帶領敬拜
及飛揚帶領敬拜，並有冰品義賣
帶領敬拜，並有冰品義賣

主告狀說，這個管家沒有幫主人好好理財得利，而是浪費

- 7/15 新人茶會

小組長雙⺝會

了主人的錢財。主人聽了後，極其生氣，就要管家把他經
手的帳目都交出來，並將他解雇。2. 計劃以不當方法讓自

- 8/12 5，
5，6 年級升班

己未來的生活得保障：這個管家衡量失業後，日子會很艱

3. 新來賓:
新來賓:_________________請於聚會前確認來賓名字。
_________________請於聚會前確認來賓名字。

苦，因為沒人會聘請他管理財物，他的體力不好做不動粗

病痛組員或親朋:
病痛組員或親朋:___________________並商討如何關懷他們。
___________________並商討如何關懷他們。
4. 為 Shekinah Glory 工程禱告:
工程禱告: 繼續為 Shekinah 內部的建築工程禱
告，求主賜平安給施工的管理人，保守工人的安全，讓之後的各個
工程可以順利按期完成。
工程可以順利按期完成。City 通過影音控制室的噴水系統，AVL
通過影音控制室的噴水系統，AVL 設
備順利完成安裝
順利完成安裝，所有內外部工程如期完成，
安裝，所有內外部工程如期完成，取得
，所有內外部工程如期完成，取得 city 的使用執照。
的使用執照。
第三時段:
第三時段:話語分享(
話語分享(45 分鐘)
分鐘) 以分享討論應用
以分享討論應用神的話在每天生活裡
應用神的話在每天生活裡

1.
2.

A. 不義管家
不義管家為自己的未來精打細算
管家為自己的未來精打細算（
為自己的未來精打細算（1-4）：

一個管家來經營他所有的財物，幫他投資理財，得到利潤。

2. 教會事工:
教會事工:

- 7/21

。

主誠實、忠心，並要使用地上的錢財，帶人進入神的國度

重的耕種工作，他也沒有臉去乞討維生。所以，他想，若
有朋友在他失業潦倒的時候，能接待他，供給他吃住，那
麼他就不用勞苦或討飯過日子。所以，他設法結交朋友。

B. 不義管家利用主人的財物為自己鋪後路
不義管家利用主人的財物為自己鋪後路（
財物為自己鋪後路（5-7）：

不義管

家精打細算後，就趁著他對主人的財物還有權限管理的時
候，用主人的錢財來跟人作朋友，確保他日後的生活。他

回應主日信息—
回應主日信息—聚會前，請上網仔細重聽一次。上主日信息的中心

用減低人欠賬的數量，以後這些欠賬的人因得好處就會接

思想是什麼？哪一句話是你印

待他，供應他。所以，他把所有欠債的人叫來，在他們的

象最深刻
蒙 允
本週
見證
等等 盡量 持

請分享
語

你的生活

。（請

保

，如禱告

的？

應

在 10 分鐘之內）

醫治 實踐

，病得

，

神的話

本週主題:
本週主題: 在小事上你要忠心
經文:
經文:路加福音 16:1–15
背誦經文:
背誦經文: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
不義、在大事上也不義。
（路
16:10
16:10）
10）

簍油改欠五十簍，一簍是
一罷特(bath)，約為 22 公升或 39 公升；欠一百石麥子改欠八十
石，一石是一歌珥(Kor)，約為 350 公升。
賬目竄改所欠數量，例如：欠一百

C. 主人稱讚不義管家比光明之子更精明（
主人稱讚不義管家比光明之子更精明（8-9）：
1. 財主誇獎不義管家（
財主誇獎不義管家（8）：

當財主聽到管家所作的事，

他竟然誇講這個管家很精明，因為 a. 他知道自己失業
後的日子是艱苦的。b. 他把握時機，為自己打算。c.
他懂得用金錢與人結交，為自己鋪好未來的道路，他不

用作苦工或討飯，反而有人招待他，讓他過舒適的日子。
2. 主耶穌要門徒學習不義管家的精明（9）：接下來耶穌
又說，世人以世界的方法，用世上的錢財與人結交，來
防備自己未來潦倒的時候，仍然會有朋友接待，過愜意
的日子。那麼身為主門徒的我們，是光明的人，也應該
知道用世界的財富與人作朋友，引領人信主得救，這樣
作的話，將來一定會被很多朋友歡迎到永恆的家。
討論問題 1: 你曾為什麼事精打細算？結果如何？破冰題）
你曾為什麼事精打細算？結果如何？破冰題）
討論問題 2: 這個管家為自己的未來做了哪些事？為什麼他比光
這個管家為自己的未來做了哪些事？為什麼他比光
明之子精明呢？ （觀察題
觀察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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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 16:
16:1010-15）
15）：(請先讀v.
請先讀 v.10
v.1010-15
再讀下文)
再讀下文)
耶穌講完了不義管家的比喻後，祂開始教導眾人有關服事和錢
財的事。
A. 主把大事交給在小事忠心的人（
主把大事交給在小事忠心的人（1010-12）：如果一個人忠
於被託付的小事上，他是可被信任的，因為，他會誠實做
事，凡事為主人的利益著想。就可以將更大的事交託給他；
倘若這個人在小事上，不為主人的利益著想，那麼在大事
上他也不會為主人的利益著想的；如果一個人不會好好的
經營世上的財物，誰會把真實的財富交託給人管理呢？真
實的財富，就是屬靈的財富，也就是主所託付與我們經營
和照管屬靈的事。因此，我們若是不忠於人所託的事，神
也不會將屬天的財物交給我們管理。
B. 一個人不能服事神又服事瑪門（
一個人不能服事神又服事瑪門（1313-15）：1. 要專心事
奉主：服事神和服事瑪門（錢財/財神）是不能並存的，
因為會有輕重之分。我們若服事瑪門，就會讓錢財成為我
們的主，就會遠離神。如果事奉主也又事奉瑪門，兩樣都
做不好。2. 貪愛錢財是神所憎惡的：在這裡，耶穌針對
法利賽人的問題教導眾人。法利賽人有地位、有錢，他們
用地位和錢來衡量人。所以，他們對耶穌的這些教導很不
以為然，他們嘲笑耶穌，因為跟隨耶穌的人大都是貧窮人。
然而，神不是看人的外表和財富，祂看人的內心處。只是
法利賽人他們自以為義，認為他們的錢財是神對他們外表

的義行的賞賜。因此，錢財對他們是很重要，他們更是貪
愛錢財，他們不懂得用世上的財富結交外邦人，領外邦人

。
位
萬 根
為什麼神要我們從小事就要忠心？
討論問題 3: 為什麼神要我們從小事就要忠心
？你認為什麼是小
事呢？
事呢？ （觀察題）
討論問題 4: 為什麼耶穌教導我們不能服事神又服事瑪門呢？
（觀察題）
觀察題）
討論問題 5: 你現在可以做的小事是什麼
你現在可以做的小事是什麼？你要採取什麼具體的
行動？ （應用題）
禱告:
禱告:
親 阿爸 父
感謝讚美祢 謝謝祢樂意
祢
份 啊！求祢 助
成
祢
託
祢
源 努
祢
祢 名 讚美 榮耀 感謝禱 奉
勝
名求 阿 ！
第四時段:
第四時段:禱告服事（10
禱告服事（10 分鐘）
可以兩三個人成為一個禱告小組，為彼此的需要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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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3 加福音 7:
07/ 0 加福音 8: 4
07/ 7 加福音 : 8 44

歸向神。反而，他們拒絕外邦人。更甚的是，他們拒絕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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