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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节
“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

聚光灯
“懒惰的人丧失了那借忠心履行普通生活职责而得的
非常贵重的经验。非仅少数━━而是千万人生存在世，徒
然消耗上帝凭祂慈怜所赐予他们的福惠。他们忘记为主所
已交托他们的财富而奉献感恩捐给祂。他们忘记自己当借
善用主所赋与他们的才能，不单作消费的人，也要作生产
的人。如果他们明白主要他们作祂助手所当作的工，他们
就不至于逃避责任了。”（《使徒行述》第33章，第19段）

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
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
刺透了。”
（提摩太前书6:10）

你

的 看法？

关于你对未来的职业目标，请将以下的考虑事项按
照你认为的重要程度进行排序：
____ 这份工作能赚多少钱。
____ 这份工作听起来有多体面。
____ 你的父母/朋友们对你从事之工作的
观点。
____ 你认为自己是否能每日享受这份工
作。
____ 这份工作是否会与你的信仰和标
准有冲突。
____ 这份工作有多少特权和福利
“也未尝白吃人的
（例如：假期的时间，提供
饭，倒是辛苦劳碌，昼
免费的伙食，公款旅行，等
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
等）。
受累。这并不是因我们没
____ 这份工作能使你在多大程度
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作
上帮助人，并为你所在的
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
社区做出贡献。
____ 这份工作是不是上帝呼召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
你去做的工作。
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

走进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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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工，就不可吃饭。’因我
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
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
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
主耶稣基督，吩咐、劝戒
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
吃自己的饭。

一般来讲，美国的工人一生中会
换3-5次工作。美国斯坦福大学教
授约翰·克朗波茨
贪财是万恶之根！有
描述了一种被称为“职业歧视主
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
义”的现象，他将这个词与性别歧
离了真道，用许多愁
视主义，年龄歧视主义，以及种族
苦把自己刺透了。
歧视主义进行了对照。人们会根据人
的职业头衔来对待对方，而不是对方
但 你这属上帝
在工作上多么优秀，
的人要逃避这些
也不考虑对方的品格
事，追求公义、
多么美好。当与身边
那些从事体面职业的
敬虔、信心、
人进行对照时，很多人
爱心、忍
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失
耐 、 温
败者。此类特殊形式
柔。
的歧视往往会阻
止人追求一种他们
真正喜爱的职业。
（news.stanford.edu/pr/
91/910528Arc1355.html）.

你要为真道打
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
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
面前已经作了那美好的见证。
我在叫万物生活的上帝面前，
并在向本丢彼拉多作过那美好
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
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
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显现。
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
权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
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
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他显明
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权能
都归给他。阿们！
你要 嘱 咐 那 些 今 世 富 足 的
人 ， 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
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
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又要嘱
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
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注：
“供给”或作“体贴”），为自
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
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
（帖后3:8-12;提前6:10-19）

走出
故事
根据使徒保罗的论述，保持正当的繁忙
有多重要？

妙语连珠
“又劝少年人要谨守。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
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
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
（多2:6-8）
“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戒各人，
教导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
到上帝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
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西1:28,29）

保罗告诉我们要“吃自己的饭”，你如何能办到？你
认为每个人都必须要从事付酬薪的工作吗？有没有其他
方式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中做出贡献？

“我们作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
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
（帖前2:6）
“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
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
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那永
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上帝知道
我不说谎。”（林后11:29-31）

你认为金钱如何会在你自己的生活中成为万恶之根？

“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
劳碌，昼夜做工，传上帝的福
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
累。”（帖前2:9）

我们对彼此负有何种经济上的责任？

根据“走进故事”中的经文，何为财富？上帝如何看待财富？

我们未来该如何正确地排序？

我们如何平衡美好的职业道德与“贪财”
呢?

言锦囊

名

“人在职业生涯中最黑暗的时刻
就是幻想捷径的时刻，幻想可以
不必正当地获取钱财的时刻。”—
—贺瑞斯·格雷利，十九世纪新闻编辑。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共有9000多次
投球失误。有300场比赛失败。有26次决断
胜负的关键投球，我都没有中。我在生活中
经历了一次次的失败，所以我成功了。” ——迈
克尔·乔丹，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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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灵活现
安息日
使徒保罗在歌罗西书1:28,29描述
了自己为什么劳苦。保罗以制造
帐篷为业，他努力工作，以便自
养，维持自己的工作，免得成为
教会信徒的负担。不管他从事的
是什么职业，他的热情乃是将耶
稣告诉人。保罗以自己辛苦地制
帐篷业而自豪，而且他借助自己
的职业来推进福音工作。谁会认
为制造帐篷也能用来为上帝服务？
你如何使自己的职业为上帝服务？
开动脑筋，尽可能多地列出你所
有能想到的职业，然后，在每一
个职业旁边写出上帝如何能利用
这样的职业帮助人，并且荣耀自
己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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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在本周课程的圣经经文中，我们
看出美好的职业道德至关重要。
我们应当保持正当的忙碌并且维
持自己的生计。如果你是学生，
还不能工作，那么，做出贡献的
方式还有很多，不一定必须是经
济上的贡献。
我们也看到“贪财”会导致许许
多多的问题。你如何才能保持平
衡：努力工作并且赚钱，与此同
时却不贪财？你认为如何做才算
是平衡？今天，对自己的收入和
销费做一个预算。你如何在自己
每月的预算中将上帝的事工考虑
进来？

星期一
本周的存心节中说到：“有人贪
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
金钱如何会使人妥协自己的信仰？
大部分人立刻会想到对于安息日
的遵守，但是信仰中还有很多方
面会因为贪爱金钱而被妥协。
请思考这些选项，你认为多大的
好处能引诱你去做这些事情，在
每一个选项下面写出金额数：

1.向老板撒谎，免得他知道你犯
的错误：
¥________________
2.让你的上司以为你工作的时间
比实际的长：
¥________________
3.替别人写论文：
¥________________
4.因为工作要求苛刻而不再花时
间去教会或慈善机构做义工:
¥________________

星期二
正如怀爱伦在本周“聚光灯”这
部分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应当
仅仅是消费者。在我们今日的社
会中，最新式的电器，最时尚的
服装，最漂亮的汽车，以及最新
的娱乐新闻，这些都被认为是成
功社会的标志。当然，那全都是
消费品。上帝关注的是我们的生
产力。祂不单要我们做消费者，
也要做生产者。祂创造了我们，
要我们去付出，去为这个世界做
出特别的、独一无二的贡献。
今天，请列出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关于你自己的25个特别之处。为
什么上帝赐给你这些特点？

星期三

是功劳，老板祝贺她的好行为。
3.这个人完全忘记了第二天要上
交的作业。

星期四
选择职业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它
不仅会影响你自养的能力，而且
它还会影响你今后的幸福。你必
须选择你自己喜欢做的工作，这
样，一个星期40个小时的工作将
是一件乐事，而不是一个艰苦的
差事。你在选择职业上如何为上
帝作见证？你如何帮助人？你如
何遵行上帝的旨意？你在作选择
时，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到了上帝
的事工？

星期五
上帝创造的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
二的。祂赐予你种种才干和能力，
以及特有的人格，容貌和偏好。上
帝希望你用祂赐予你的时间做一
些事情。你有自己的命运，而你
选择的职业就是命运的一部分。
你曾否求问上帝祂希望你从事什
么职业？你曾否求问创造你的主
为何设计你？

如果你阅读本周“妙语连珠”这
部分，你会看到使徒保罗的重点
并不是让人关注他自己，并不是
让人关注他自己高超的品味，财
富，以及能力。他乃是辛勤劳作，
以便将上帝彰显给更多不认识上
帝的人。保罗在提多书2:6-8鼓励
青年人也要像他那样劳作，这样
就没有人能用言语中伤他们了。
在以下的情况中，记下你期待基
督徒与非基督徒在行为上的区别：

本周阅读*

1.这个人在排队，他前面的一个
人正在朝收银员大喊，指责收
银员速度太慢。
2.本以为她的行为是过失，原来

* 怀爱伦著作托管委员会和太平洋出版
联合会已经为你进行了专门的现代化改
编。请浏览以下网站获取更多资讯：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article/191/about-us/conflict-of-the-agescompanion-books#.URlhF1rBO9s.坚持这项
阅读计划，你将在一年之内至少读完一
本历代之争丛书。

《使徒行述》第33,34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