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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神忠心的管家

『Paradox 、似非而是』 

『公義』、『慈愛』 

『神子』、『人子』 

『牧者』、『羔羊』 

『奴僕』、『君王』



成為神忠心的管家

你們中間誰願為大、 
就必作你們的用人， 

誰願為首、就必作你們的僕人。  

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  

（馬太福音：二十26-28a）



成為神忠心的管家

大衛按神的旨意， 
服事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 

After David had served his generation  
according to the will of God, he died... 

（使徒行傳︰十三36a, TLB）



成為神忠心的管家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 
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Each of you should use whatever gift  
you have received to serve others,  

as faithful stewards of God’s grace  
in its various forms.  

（彼得前書：四10, NIV） 



忠於『主人的心意』



忠於『主人的心意』

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 
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 
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Fill the earth and govern it.  
Reign over… all the animals… 

（創世記︰一28, NLT）



忠於『主人的心意』

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 
世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 
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 
使萬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獸、
空中的鳥、海裡的魚、凡經行海道的、

都服在他的腳下⋯。 

（詩篇︰八3-6）



忠於『主人的心意』

耶和華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樣走獸、
和空中各樣飛鳥、 

都帶到那人面前看他叫甚麼， 
那人怎樣叫各樣的活物、 
那就是他的名字⋯。 

（創世記：二19）



忠於『主人的心意』

我見日光之下，有一件禍患， 
似乎出於掌權的錯誤⋯ 
我見過僕人騎馬， 

王子像僕人在地上步行⋯。 

（傳道書：十5-7）



忠於『主人的心意』

若因一人的過犯， 
死就因這一人作了王⋯ 

何況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賜之義的， 
豈不更要因耶穌基督一人 
在生命中作王麼⋯。 

 

Reigning as kings in life… 
 

（羅馬書：五17, TPT）



Why － 『管理的緣由』 

『管理的緣由』是因著父神的託付 

忠心的管家、忠於『主人的心意』

忠於『主人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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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正確的心態』

『我們的恩賜是從神而來』 
 

我們各人蒙恩， 
都是照基督所量給各人的恩賜⋯。 

 
（以弗所書：四7）



帶著『正確的心態』

『我們的恩賜是各自不同』 
 

按我們所得的恩賜， 
各有不同⋯。 

 
（羅馬書：十二6）



帶著『正確的心態』

『我們的恩賜可以增長、也可埋沒』 

那領五千的、另外賺了五千， 
那領二千的，也照樣另賺了二千， 
但那領一千的，去掘開地， 
把主人的銀子埋藏了...。 

 
（馬太福音：二十五16-18）



帶著『正確的心態』

『神所看重的是我們的良善、忠心』 
 

主人說，好， 
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 

 
（馬太福音：二十五21, 23）



帶著『正確的心態』

人應當以我們為基督的『執事』， 
為神奧祕事的『管家』。 

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Servants』, 『Managers』 

『Entrusted』, 『Trustworthy』 

（哥林多前書：四1-2, GW）



How － 『管理的態度』 

『管理的態度』是基於對神的忠心 

忠心的管家、帶著『正確的心態』

帶著『正確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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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父神的託付』

天賦、 Specialty 

熱衷、 Heart 

能力、 Ability 

個性、 Personality 

經驗、 Experience



管理『父神的託付』

時間、 Time 

金錢、 Money 

財物、 Possession 

健康、 Health 

專業、 Profession



管理『父神的託付』

你不要輕忽所得的恩賜... 
這些事你要殷勤去作，並要在此專心，

使眾人看出你的長進來。 

Don’t neglect the gift which you received… 
Practice these things. Devote your life to them so 

that everyone can see your progress.  

（提摩太前書：四14-15, GW）



管理『父神的託付』

你要詳細知道你羊群的景況， 
留心料理你的牛群。 

Know the state of your flocks,  
and put your heart into caring for your herds. 

（箴言：二十七23, NLT）



管理『父神的託付』

你不要輕忽所得的恩賜... 
這些事你要殷勤去作，並要在此專心，

使眾人看出你的長進來。 

Don’t neglect the gift which you received… 
Practice these things. Devote your life to them so 

that everyone can see your progress.  

（提摩太前書：四14-15, GW）



Where － 『管理的領域』 

『管理的領域』是要積極確認管理 

忠心的管家、管理『父神的託付』

管理『父神的託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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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所得的恩賜』

對於一個人， 
重要的不是這個人『擁有』多少恩賜，
而是這個人能『發揮』多少恩賜、 

在神所喜悅的事上。 

 
【曠野微聲 2019-10-27】 



善用『所得的恩賜』

這世上『錢財管理』的目標， 
是『更多、更能得利』， 

這世上『時間管理』的目標， 
是『更快、更有效率』， 

這世上『才能管理』的目標， 
是『更好、更能發揮』， 

但神兒女的目標是 
『按神心意、更有意義的使用』 

神託付給我們的錢財、時間、與才能。 

【曠野微聲 2015-04-24】



善用『所得的恩賜』

Most of the people you meet day after day are 
wasting their lives or merely spending their lives, 
but God’s servants have the privilege of investing 

their lives in what is eternal. 

我們每天所遇見的人， 
要不是在『浪費生命』、 
就是在『使用生命』， 

但神的僕人卻有恩典可以『投資生命』
在這些有永恆價值的事物上。 

— by Dr. Warren W. Wiersbe from his book  
『On Being a Servant of God』



What － 『管理的目的』 

『管理的目的』是要使用神的恩賜 

忠心的管家、善用『所得的恩賜』

善用『所得的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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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神忠心的管家

Why?  忠於『主人的心意』  

How?  帶著『正確的心態』   

Where?  管理『父神的託付』   

What?  善用『所得的恩賜』 

來『榮耀神、祝福人』



成為神忠心的管家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 
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Each of you should use whatever gift  
you have received to serve others,  

as faithful stewards of God’s grace  
in its various forms.  

（彼得前書：四10, NIV）



成為神忠心的管家

在城裡有神和羔羊的寶座， 
他的僕人都要事奉他... 
主神要光照他們， 

他們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They will reign (with Him)  for ever and ever… 

（啟示錄：二十二3, 5, NI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