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基石課程—第十二課（上）



課程第一部份︰上帝的道路與人的道路相對

上帝的道路經常與世俗的道路不同。

以賽亞書 55:8-9－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
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
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
約翰一書 2:15-17－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
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
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
界來的。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唯獨遵行神旨意
的，是永遠常存。

上主想要我們辨識屬於祂與不屬於祂的事物之間的不同。

羅馬書 12:9b－惡要厭惡，善要親近。
約伯記 34:4－我們當選擇何為是，彼此知道何為善。
彼得前書 3:11－也要離惡行善；尋求和睦，一心追趕。

從本課程中學習到的最重要之事就是︰知道辨別上帝的道路與
世俗的道路的原則，這樣你便能在日常生活中做正確的選擇。
說明這些相對價值觀的例子有很多，我們稍微看幾個例子來說

明這個重要的原則。

靈性上的富足與物質上的富裕相對

金錢是最重要的東西嗎？

有足夠的錢去獲得世上最新潮的玩意、最快的汽車、最時髦的
衣服、最大的房子、最先進的電腦和最寬螢幕的電視，能帶來
快樂嗎？



傳道書 5:10－貪愛銀子的，不因得銀子知足。貪愛豐富的，
也不因得利益知足。這也是虛空 。
傳道書 5:12－勞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
的豐滿，卻不容他睡覺。

金錢能買到什麼

錢能買什麼︰
能買一張床，卻買不到睡眠。
能買一些書，卻買不到智慧。
能買食物，卻買不到好胃口。
能買一棟房子，卻買不到一個家。
能買各種藥物，卻買不到健康。
能買奢侈品，卻買不到文化。
能買娛樂，卻買不到幸福。

你在追求什麼？

馬太福音 6:31-32－所以不要憂慮說︰吃什麼？喝什麼？穿什
麼？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
父是知道的。

一般社會普遍把獲得財富視為最重要的事。真是那麼重要嗎？

上主知道我們的確有物質上
的需要。「你們需用的這一
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
的。」金錢、富有和財富本
身沒有什麼錯。聖經上說
「貪財是萬惡之根。」（提
摩太前書6:10）這取決於是
你擁有事物還是事物擁有你！



關鍵在於你對它們的態度，以及你是否允許物質上的東西在你
的生活中佔有優先權。

更大的倉房

路加福音12:16-21－就用比喻對他們說︰「有一個財主，田產
豐盛，自己心裡思想說︰『我的出產沒有地方收藏，怎麼辦
呢？』又說︰『我要這麼辦︰要把我的倉房拆了，另蓋更大的。
在那裡好收藏我一切的糧食和財物。然後要對我的靈魂說︰
「靈魂哪，你有許多財物積存，可作多年的費用。只管安安逸
逸地吃喝快樂吧。」』神卻對他說︰『無知的人哪，今夜必要
你的靈魂，你所預備的要歸誰呢？』凡為自己積財，在神面前
卻不富足的，也是這樣。」

在這個寓言中，這位富人想要建更大的建築物，如果他建造的
動機是正確的話，那就它本身來說並不是一件壞事。但他的目
的只是為了他自己增加財物，並不是要和他人分享。他的心思
之所以在倉房上面，是因為倉房始終在他的心裡。

過分追求財富的危險

路加福音 12:15－你們要謹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貪心；因為人
的生命，不在乎家道豐富。
馬可福音 8:36－人就是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
麼益處呢？

上帝的經濟學︰給予的祝福

什麼是上帝經濟學的規則？

路加福音 6:38－你們要給人，就必有給你們的，並且用十足
的升斗，連搖帶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們懷裡；因為你們用什



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什麼量器量給你們。
箴言 11:25－好施捨的，必得豐裕；滋潤人的，必得滋潤。
使徒行傳 20:35b－施比受更為有福。
箴言 11:24－有施散的，卻更增添；有吝惜過度的，反致窮乏。
箴言28:27－賙濟貧窮的，不致缺乏；佯為不見的，必多受咒詛。
哥林多後書 9:6－少種的少收，多種的多收。這話是真的。

上主的回報

一個德國老皮鞋匠剛讓他的兒子把一籃蔬菜送給一個窮寡婦。
他辛苦地從事他鞋匠的工作，又栽種了一個小菜園，然而在他
的生活中經常會做像這樣的好事。有人問他：「你怎麼能給得
起這麼多呢？」

「我什麼也沒給出去啊，」他說：「我只是把它借給上主罷了，
而祂回報了我許多倍。人們認為我很慷慨，但實際上我被回報
這麼多，這讓我覺得很不好意思。很久以前，那時我很窮，我
看到有需要的人，我不確定自己是否有能力給予，我也不知道
該如何做。然而我仍給出去了，而自那時起，上主幫助了我。
我不但有工作可做，我的菜園也長得很好，因此當我聽到有人
有需要時，我決不會猶豫不給他人。不會的，即使我給出所有，
上主也不會讓我挨餓。就如把錢存進銀行，而這個銀行永不會
倒閉，而每天都會有利息。」

上帝的鏟子

這是有關一個以慷慨施捨而出名的農夫的故事。他的朋友無法
了解，他施與那麼多，可是為什麼還是那麼富有。一天，朋友
派代表來問他：「我們不明白，你給出去的比我們每個人給予
的更多很多，但你似乎總是有更多可以給予。」

「噢，這很容易解釋，」農夫說道：「我不停地把東西鏟進上



帝的倉庫裏去，上帝
也不停地把東西鏟進
我的倉庫裏去，而上
帝的鏟子比我的大。」

討論要點

• 錢能幫助他人的例子有哪些？
• 當我們給予他人的時候，上主承諾會祝福我們。在你

自己的生命中，曾見過這樣的例子嗎？
• 與世俗之商業體系相比，你認為上帝的經濟學標準

（「給予，就必有給你們的」）如何呢？

* 先求上帝的國

馬太福音 6:33－你們要先求上帝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
要加給你們了。

對上帝的愛和對其他人的愛應是我們生活的動力，而不只是單
純地追求自己個人的好處。

趨向和時尚

誰的影響？

羅馬書12:2－不要效法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
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歌羅西書2:8－你們要謹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學和虛空的妄言，
不照著基督，乃照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小學，就把你們擄去。

跟隨時尚會損害健康，再加上浪費金錢和時間。對比之下，上帝
的美是簡單純樸。真正的美甚過外表美。

上帝確實期望你照顧好你
自己，因為你是祂的殿︰

哥林多前書 6:19-20－豈
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
的殿嗎？這聖靈是從神而
來，住在你們裡頭的；並
且你們不是自己的人，因
為你們是重價買來的，所
以，要在你們的身子上榮
耀神。

對良好健康的要求是適當
的運動，保持清潔，健康
的飲食，正常的睡眠和良
好生活習慣。你的確要好
好照顧自己。努力保持健
康讓你本身覺得很好。

彼得前書3:4－只要以裡面存著長久溫柔、安靜的心為妝飾，這
在神面前是極寶貴的。
箴言31:30－豔麗是虛假的，美容是虛浮的，惟敬畏上帝的婦女
必得稱讚。

保持平衡︰要照顧上帝的殿



討論要點

• 對你來說，什麼算是極端的節食，追求時尚等等？
• 你如何正確的選擇衣服和款式？有些問題你可能要問

你自己，包括︰這個款式適合我的文化背景嗎？我的
能力付得起嗎？是廣告促使我這麼做，還是我確實需
要這個物品呢？你能想及其他一些的指導方針嗎？

上帝的指引與媒體的操縱相對

音樂、電視、電影、書籍——上帝對它們的看法如何？讓我們
先來看一看音樂。

音樂的奇妙

上帝喜愛音樂。祂創造了音
樂，不但可讓我們享受聽覺
帶來的快樂，同時也可藉此
來傳達祂的訊息。祂也創造
了各種各樣的音樂，供我們
娛樂和享受，那些引起我們
心中共鳴的曲調，使我們感
到興奮，給我們活力聞歌起
舞，歡躍無比。古時的大衛
「在上主面前極力跳舞。」

（撒母耳記下6:14a）還有一些優美的音樂，在我們受到考驗時
安慰我們，天堂的音符流進我們的心中，來治癒和紓解我們的
痛苦，就像當大衛彈奏音樂時那樣︰

撒母耳記上16:23－從神那裡來的惡魔臨到掃羅身上的時候，大
衛就拿琴，用手而彈，掃羅便舒暢爽快，惡魔離了他。



音樂在我們的生活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它能感動我們的感情，
有時甚至難以用言辭表達。它是內心的一個美麗表述，它能與
上帝放在我們每個人內心深處的珍貴情感，做特別的聯繫。音
樂可以是一個非常感情化的經歷，可以是好的或是壞的。

有些音樂能為你帶來溫暖、平靜、清晰的思想和靈感。另有些
音樂則會帶來混亂、攻擊性和消沈的感覺。因此，明智的做法
是用智慧來決定你聽何種的音樂。

如果一曲音樂使你感到沮喪、憂鬱、困惑或有攻擊性，那麼它
多半並非由上主所啟發而作成的！但它若讓你感到愛、喜悅、
快樂、平安、興奮或憐憫心，那麼它通常會是上主所啟發而作
成的。

聖經勸誡我們要「辨別善與惡」︰

希伯來書5:14b－……他們的心竅，習練得通達，就能分辨好歹
了。
詩篇34:14a－要離惡行善。

不只是音樂而已，這種情形也同樣
適用於其他形式的媒體，例如電視、
電影、報紙、收音機、網際網路等
等。你所看到、讀到、或聽到的都
在激勵你去愛和幫助他人嗎？它在
鼓勵你，並使你感到積極而快樂嗎？
或是它導致你絕望地消沈下去或是
煽動你去攻擊他人？

避免負面消極！

上主勸誡我們要避免負面消極的影響︰



詩篇101:3－邪僻的事，我都不擺在我眼前；悖逆人所做的事，
我甚恨惡，不容沾在我身上。
詩篇119:37－求您叫我轉眼不看虛假，又叫我在您的道中生活。

討論要點

• 比較會影響你的媒體是什麼︰電視節目，音樂，網際
網路，還是雜誌和報紙？

• 舉例談談當你看完一部電影之後，你注意到你的心情
會產生正面或負面的變化。

• 你喜歡聽什麼類型的音樂，因為當你在沮喪時，它對
你會有好的影響，並使你快樂起來？

解決衝突

當人們意見不同時，上帝提供的解決方法與世人的解決方法，
是明顯的對比！

上帝的答案︰愛、謙卑和禱告解決所有的問題

提摩太後書2:24－然而主的僕人不可爭競，只要溫溫和和的待
眾人，善於教導，存心忍耐。
以弗所書4:32－並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正
如神在基督裡饒恕了你們一樣。

亞伯拉罕的好榜樣

創世記13:2-12－亞伯蘭擁有很多牲畜和金銀。 和亞伯蘭同行
的羅得也有牛群、羊群和帳篷。 他們的牲畜很多，那地方容納



不下，他們無法住在一起。亞
伯蘭的牧人和羅得的牧人彼此
爭執。

亞伯蘭對羅得說：「我們不該
彼此爭執，我們的牧人也不該
互相爭執，因為我們是骨肉至
親。 整片土地不就在你面前
嗎？我們分開吧。如果你往左
邊去，我就往右邊走；如果你
往右邊去，我就往左邊走。」

羅得舉目眺望，看見整個約旦
河平原，遠至瑣珥，水源充足。
於是，羅得選了整個約旦河平
原，向東遷移，他們便分開了。
亞伯蘭住在迦南，羅得則住在
平原的城邑裡，並漸漸把帳篷
遷移到所多瑪附近。

兩隻山羊——一個謙卑的範例

兩隻山羊行走在一條狹窄的山間小路，其中一隻正在往上走，
另一隻則在往下走。他也注意到牠們必會經過一個同時要通過
的地點，那段山路非常狹窄，只能夠容納一隻羊通過。他就觀
察看會看發生什麼樣的事。

兩隻羊轉過彎過正面相遇，清楚地看到了對方。牠們先向後退
了一步，看來像是在準備格鬥，然而，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發
生了。在路下方的那隻山羊臥倒在路上，讓另一隻山羊從牠的
身上走過去。然後牠再站起來，並繼續牠上山的旅途。



討論要點

• 討論這個原則︰「愛、謙卑和禱告解決所有的問題。」

去服務人還是被人服務

屬神的領導者會服務他人

路加福音22:24-27－門徒起了爭論，他們中間哪一個可算為大。
耶穌說：「外邦人有君王為主治理他們，那掌權管他們的稱為
恩主。但你們不可這樣；你們裡頭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為
首領的，倒要像服事人的。是誰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事人
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嗎？然而，我在你們中間，如同服事人
的。」
馬太福音23:11-12－你們中間誰為大，誰就要作你們的用人。
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

只因世人愚昧的觀念，人們才會為變化無常的名望和財富相互
爭鬥。在這短暫居住的世界裡，人們為權力、地位、財富和榮
譽而鬥爭。結果只發現，那並不能滿足他們！如亞歷山大大帝，
他征服了他當時所知道的世界，死於酗酒，因不再有更多世界
可以征服而哭泣！或是像拿破崙，他的勢力使得整個歐洲在他
的腳下顫抖，但在被放逐時死去，臨死前乞求把他的靴子穿上，
以便能死得像一名士兵！又或是像凱撒，在他聲名頂峰之時，
他的朋友從背後把他刺殺了﹗當他們被稱在人生的天平上時，
都顯出他們的虧欠。

傲慢自負的人

一個傲慢的人問一個農夫︰「你為何不在世人中間高舉你的頭
呢？我既不向上帝低頭，也不向人低頭！」



聰明的農夫回答說︰「你看到那田裡的穀穗嗎？只有那些空的
穀穗站得筆直。充滿穀物的穀穗都低著它們的頭！」

討論要點

• 討論耶穌身為領導人的榜樣，與當今許多世界領導人
比較之下的不同之處。

• 討論這些原則如何可以應用在每日生活的層面上，比
如在教室和在家裡。

評估

我們已經簡要地看了一下各種不同的
主題。你可以看到上帝對我們周遭事
物的看法，經常與社會大部分的觀點
不同。如果我們禱告並考慮到話語中
的指引的話，我們可以學會如何辯識
哪些是取悅上主，因此對我們有好處，
而哪些則不是。

你如何把這些原則運用在你的實際生活之
中呢？在下一週花一點時間禱告一下，評

估你生活的某些方面——也許是你有的一些娛樂，你聆聽音樂
的類型，你對衣著的預算等等。按照你在上主的話語中所看到
的來衡量，你符合標準嗎？有任何你需要改變的地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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