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柱石-第十二课 （上）



课程第一部分︰上帝的道路与人的道路相对

上帝的道路经常与世俗的道路不同。

以赛亚书55:8-9－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
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
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约翰一书2:15-17－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
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
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
是永远常存。

* 上主想要我们辨识属于他与不属于他的事物之间的不同。

罗马书12:9b－恶要厌恶，善要亲近。
约伯记34:4－我们当选择何为是，彼此知道何为善。
彼得前书3:11－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

从本课程中学习到的最重要之事就是︰知道辨别上帝的道路与
世俗的道路的原则，这样你便能在日常生活中做正确的选择。
说明这些相对价值观的例子有很多，我们稍微看几个例子来说
明这个重要的原则。

灵性上的富足与物质上的富裕相对

金钱是最重要的东西吗？

有足够的钱去获得世上最新潮的玩意、最快的汽车、最时髦的
衣服、最大的房子、最先进的电脑和最宽萤幕的电视，能带来
快乐吗？



传道书5:10－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
不因得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
传道书5:12－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
丰满，却不容他睡觉。

金钱能买到什么

钱能买什么︰
能买一张床，却买不到睡眠。
能买一些书，却买不到智慧。
能买食物，却买不到好胃口。
能买一栋房子，却买不到一个家。
能买各种药物，却买不到健康。
能买奢侈品，却买不到文化。
能买娱乐，却买不到幸福。

* 你在追求什么？

马太福音6:31-32－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
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
父是知道的。

一般社会普遍把获得财富视为最重要的事。真是那么重要吗？

上主知道我们的确有物质上
的需要。“你们需用的这一
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
的。”金钱、富有和财富本
身没有什么错。圣经上说
“贪财是万恶之根。”（提
摩太前书6:10）这取决于是
你拥有事物还是事物拥有你！



关键在于你对它们的态度，以及你是否允许物质上的东西在你
的生活中占有优先权。

更大的仓房

路加福音12:16-21－（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
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
怎么办呢？’ 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
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
灵魂说︰灵魂哪！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作多年的费用。只管
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哪，今夜
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
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

在这个寓言中，这位富人想要建更大的建筑物，如果他建造的
动机是正确的话，那就它本身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但他的目
的只是为了他自己增加财物，并不是要和他人分享。他的心思
之所以在仓房上面，是因为仓房始终在他的心里。

过分追求财富的危险

路加福音12:15－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
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马可福音8:36－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
益处呢？

上帝的经济学︰给予的祝福

什么是上帝经济学的规则？

路加福音6:38－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
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



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
当我们给予，而不是自私地只保留给自己时，上帝会祝福我们。
箴言11:25－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
使徒行传20:35b－施比受更为有福。
箴言11:24－有施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
箴言28:27－赒济贫穷的，不致缺乏；佯为不见的，必多受咒诅。
哥林多后书9:6－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

上主的回报

一个德国老皮鞋匠刚让他的儿子把一篮蔬菜送给一个穷寡妇。
他辛苦地从事他鞋匠的工作，又栽种了一个小菜园，然而在他
的生活中经常会做像这样的好事。有人问他：“你怎么能给得
起这么多呢？”

“我什么也没给出去啊，”他说：“我只是把它借给上主罢了，
而他回报了我许多倍。人们认为我很慷慨，但实际上我被回报
这么多，这让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很久以前，那时我很穷，我
看到有需要的人，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能力给予，我也不知道
该如何做。然而我仍给出去了，而自那时起，上主帮助了我。
我不但有工作可做，我的菜园也长得很好，因此当我听到有人
有需要时，我决不会犹豫不给他人。不会的，即使我给出所有，
上主也不会让我挨饿。就如把钱存进银行，而这个银行永不会
倒闭，而每天都会有利息。”

上帝的铲子

这是有关一个以慷慨施舍而出名的农夫的故事。他的朋友无法
了解，他施与那么多，可是为什么还是那么富有。一天，朋友
派代表来问他：“我们不明白，你给出去的比我们每个人给予
的更多很多，但你似乎总是有更多可以给予。”



“噢，这很容易解释，”
农夫说道：“我不停地
把东西铲进上帝的仓库
里去，上帝也不停地把
东西铲进我的仓库里去，
而上帝的铲子比我的
大。”

讨论要点

• 钱能帮助他人的例子有哪些？
• 当我们给予他人的时候，上主承诺会祝福我们。在你

自己的生命中，曾见过这样的例子吗？
• 与世俗之商业体系相比，你认为上帝的经济学标准

（“给予，就必有给你们的”）如何呢？

* 先求上帝的国

马太福音6:33－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
加给你们了。

对上帝的爱和对其他人的爱应是我们生活的动力，而不只是单
纯地追求自己个人的好处。

趋向和时尚

谁的影响？

罗马书12:2－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
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歌罗西书2:8－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
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

跟随时尚会损害健康，再加上浪费金钱和时间。对比之下，上帝
的美是简单纯朴。

* 保持平衡︰要照顾上帝的殿

上帝确实期望你照顾好你自己，
因为你是他的殿︰

哥林多前书6:19-20－岂不知你
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
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
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
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对良好健康的要求是适当的运
动，保持清洁，健康的饮食，
正常的睡眠和良好生活习惯。
你的确要好好照顾自己。

彼得前书3:4－只要以里面存
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妆
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
诗篇90:17a－愿主我们神的
荣美归于我们身上。
箴言31:30－艳丽是虚假的，
美容是虚浮的，惟敬畏上帝
的妇女必得称赞。



讨论要点

• 对你来说，什么算是极端的节食，追求时尚等等？
• 你如何正确的选择衣服和款式？有些问题你可能要问

你自己，包括︰这个款式适合我的文化背景吗？我的
能力付得起吗？是广告促使我这么做，还是我确实需
要这个物品呢？你能想及其他一些的指导方针吗？

上帝的指引与媒体的操纵相对

音乐、电视、电影、书籍——上帝对它们的看法如何？让我们
先来看一看音乐。

音乐的奇妙

上帝喜爱音乐。他创造了音
乐，不但可让我们享受听觉
带来的快乐，同时也可藉此
来传达他的讯息。他也创造
了各种各样的音乐，供我们
娱乐和享受，那些引起我们
心中共鸣的曲调，使我们感
到兴奋，给我们活力闻歌起
舞，欢跃无比。古时的大卫
“在上主面前极力跳舞。”

（撒母耳记下6:14a）还有一些优美的音乐，在我们受到考验时
安慰我们，天堂的音符流进我们的心中，来治愈疏解我们的痛
苦，就像当大卫弹奏音乐时那样︰

撒母耳记上16:23－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
卫就拿琴，用手而弹，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离了他。



音乐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能感动我们的感情，
有时甚至难以用言辞表达。它是内心的一个美丽表述，它能与
上帝放在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珍贵情感，做特别的联系。音
乐可以是一个非常感情化的经历，可以是好的或是坏的。

有些音乐能为你带来温暖、平静、清晰的思想和灵感。另有些
音乐则会带来混乱、攻击性和消沈的感觉。因此，明智的做法
是用智慧来决定你听何种的音乐。

如果一曲音乐使你感到沮丧、忧郁、困惑或有攻击性，那么它
多半并非由上主所启发而作成的！但它若让你感到爱、喜悦、
快乐、平安、兴奋或怜悯心，那么它通常会是上主所启发而作
成的。

圣经劝诫我们要“辨别善与恶”︰

希伯来书5:14b－……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
了。
诗篇34:14a－要离恶行善。

不只是音乐而已，这种情形也同样
适用于其他形式的媒体，例如电视、
电影、报纸、收音机、网际网路等
等。你所看到、读到、或听到的都
在激励你去爱和帮助他人吗？它在
鼓励你，并使你感到积极而快乐吗？
或是它导致你绝望地消沈下去或是
煽动你去攻击他人？

避免负面消极！

上主劝诫我们要避免负面消极的影响︰



诗篇101:3[和]－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悖逆人所做的
事，我甚恨恶，不容沾在我身上。
诗篇119:37[和]－求您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您的道中
生活。

讨论要点

• 比较会影响你的媒体是什么︰电视节目，音乐，网际网
路，还是杂志和报纸？

• 举例谈谈当你看完一部电影之后，你注意到你的心情会
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变化。

• 你喜欢听什么类型的音乐，因为当你在沮丧时，它对你
会有好的影响，并使你快乐起来？

解决冲突

当人们意见不同时，上帝提供的解决方法与世人的解决方法，
是明显的对比！

上帝的答案︰爱、谦卑和祷告解决所有的问题

提摩太后书2:24－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
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
以弗所书4:32－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
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亚伯拉罕的好榜样

创世记13:2-12－亚伯兰拥有很多牲畜和金银。和亚伯兰同行的
罗得也有牛群、羊群和帐篷。 他们的牲畜很多，



那地方容纳不下，他们无法住
在一起。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得
的牧人彼此争执。

亚伯兰对罗得说：“我们不该
彼此争执，我们的牧人也不该
互相争执，因为我们是骨肉至
亲。整片土地不就在你面前吗
？我们分开吧。如果你往左边
去，我就往右边走；如果你往
右边去，我就往左边走。” 

罗得举目眺望，看见整个约旦
河平原，远至琐珥，水源充足
。于是，罗得选了整个约旦河
平原，向东迁移，他们便分开
了。亚伯兰住在迦南，罗得则
住在平原的城邑里。

两只山羊——一个谦卑的范例

两只山羊行走在一条狭窄的山间小路，其中一只正在往上走，
另一只则在往下走。他也注意到它们必会经过一个同时要通过
的地点，那段山路非常狭窄，只能够容纳一只羊通过。他就观
察，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

两只羊转过弯过正面相遇，清楚地看到了对方。它们先向后退
了一步，看来像是在准备格斗，然而，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
生了。在路下方的那只山羊卧倒在路上，让另一只山羊从它的
身上走过去。然后它再站起来，并继续它上山的旅途。



讨论要点

• 讨论这个原则︰“爱、谦卑和祷告解决所有的问题。” 

去服务人还是被人服务

属神的领导者会服务他人

路加福音22:24-27－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
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
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
首领的，倒要像服事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事人
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事人
的。”
马太福音23:11-12－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作你们的用人。
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只因世人愚昧的观念，人们才会为变化无常的名望和财富相互
争斗。在这短暂居住的世界里，人们为权力、地位、财富和荣
誉而斗争。结果只发现，那并不能满足他们！如亚历山大大帝，
他征服了他当时所知道的世界，死于酗酒，因不再有更多世界
可以征服而哭泣！或是像拿破仑，他的势力使得整个欧洲在他
的脚下颤抖，但在被放逐时死去，临死前乞求把他的靴子穿上，
以便能死得像一名士兵！又或是像凯撒，在他声名顶峰之时，
他的朋友从背后把他刺杀了﹗当他们被称在人生的天平上时，
都显出他们的亏欠。

傲慢自负的人

一个傲慢的人问一个农夫︰“你为何不在世人中间高举你的头
呢？我既不向上帝低头，也不向人低头！”



聪明的农夫回答说︰“你看到那田里的谷穗吗？只有那些空的
谷穗站得笔直。充满谷物的谷穗都低着头！”

讨论要点

• 讨论耶稣身为领导人的榜样，与当今许多世界领导人
比较之下的不同之处。

• 讨论这些原则如何可以应用在每日生活的层面上，比
如在教室和在家里。

评估

我们已经简要地看了一下各种不同的
主题。你可以看到上帝对我们周遭事
物的看法，经常与社会大部分的观点
不同。如果我们祷告并考虑到话语中
的指引的话，我们可以学会如何辩识
哪些是取悦上主，因此对我们有好处，
而哪些则不是。

你如何把这些原则运用在你的实际生
活之中呢？在下一周花一点时间祷告

一下，评估你生活的某些方面——也许是你有的一些娱乐，你
聆听音乐的类型，你对衣着的预算等等。按照你在上主的话语
中所看到的来衡量，你符合标准吗？有任何你需要改变的地方
吗？

Image Credits: Images on page 11 by Jo and Nik via FreeBibleImages.com. All other art © TFI. Text adapted from the original 12 Foundations Stones classes. Featured on 
www.freekidstories.org

http://www.freekidstorie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