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课

关 于我们 的社会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学过了圣经中关于基督徒管家职
责的基本真理，以及如何把这些真理运用到我们自身和我
们所拥有的财富之中。我希望你已经开始把这些真理转变
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将学习本课程的最后

一课，探讨一下我们与我们所身在其中的社会的关系。

作为神的管家，我们对社会有着一定的责任。为了履
行这些责任，我们应该知道这些责任是什么。因此，本课
对你非常重要。学好了本课，你将会发现你可以采用各种

不同的方式，作为见证者、公民或邻居来履行你在社会中
的管家职责。

课文大纲

基督徒的见证
公民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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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社会

课文目的

当你完成本课的学习后，你应当能够：
l 指出一个基督徒可以在社会中作见证的几种方式。
l 列举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公民，对他的社会所负有

的责任。

l 说明一个基督徒如何才能作为一个好邻居而介入到
社会中。

学习要领

1. 这一课是本课程的最后一课！采用你在学习前面的课
文中所运用的方法，认真学习本课文。

2. 在你完成了本课的学习和作了自我测试之后，复习第
三单元（7-10 课）。然后，完成第三单元的学生单元
成绩报告测试题，并把试卷交回给你的指导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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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广告 开创
候选人 媒体
公民 红十字会
选举 投票

课文进程

基督徒的见 证

过一种敬虔的生活

目的 1. 指出阐述了基督徒生活与一个公义社会之间的
关系的句子。

当今世界极其渴望公义。人们希望有一个公义的社
会，但是又不想过一种公义的生活。他们没有认识到，只

有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公义的，才会有一个公义的社
会。由泥土造的人来变成一个由金子构成的社会是不可能
的。

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马太福音 5：6）。当然，耶稣所指的是那些自身十分渴
慕行公义之事的人，而不是那些只十分渴望他人行公义之
事的人。对此，只有我们基督徒才渴慕行公义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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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基督徒，我们对社会有着非常有益的影响。我们
就象是世上的盐（马太福音 5：13）。实际上，如果在我
们所生活的社会中邪恶变得更少了，那是因为有了我们基
督徒的缘故。通过过敬虔的生活，我们可以在人们面前发

出亮光，使他们看到我们所行的善事和我们对主的赞美
（马太福音 5：16）。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过一种敬虔的
生活，我们的社会将会变得多么美好啊！

习题 1、下面哪个句子阐述了基督徒生活与公义社会之间

的关系？
a） 为了有一个公义的社会，基督徒必须做政府官员。
b） 基督徒创建一个公义社会的最重要方式是渴望他人

行公义之事。

c） 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通过过一种敬虔的生活，来帮助
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公义的社会。

为教会做广告

目的 2. 列举出你可以为你们社区中的教会做广告的一
些方法。

在你们社区中或许有很多人不知道教会在什么地方。
也许，你这个信徒把灯放在了斗底下（马太福音 5：15）。
运用各种不同的传播手段来为教会做广告是必要的。通过
报纸和电台来做广告可能会很贵。但是，有些新闻报道更

能发挥这些媒体的广告效果。例如，对传福音运动和主日
学校的报道，对布道大会、远方站点的设立、婚礼、著名
演讲者的到访或对教会生活中其他重要事件的报道。

习题 2、在你的笔记本中，至少列举出可以为你们教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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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的三种方法。这些方法包括那些可以成为好的新闻报
道的事件。

公民的责 任

目的 3. 指出那些阐述了基督徒作为公民的责任的句子。

顺服掌权者

在罗马书 13：1-6 中，使徒保罗教导我们说，权柄都

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因此，基督徒应该
是顺服掌权者和遵守律法的人。他之所以不抗拒掌权者，
是因为他那样做就是抗拒了神的命。他不是革命者，只是
这一事业似乎是革命性的。他不加入那些试图推翻当权者

的人。例如，我们注意到，大卫非常尊重扫罗，因为扫罗
是神所膏抹的。虽然神弃绝了扫罗，但是大卫并没有试图
推翻他。大卫有两次机会可以杀死他，但是两次都饶了他
的命（撒母耳记上 24：6；26：9-11）。神命定了扫罗作

为掌权者，只要神不撤去他的王位，大卫不会推翻神所命
定的掌权者。

要纳税

我们享受着很多公共福利，如学校、街道上的路灯、
警察的保护和各种道路，这些项目所需要的钱都来自于我

们所交纳的税款。因此，逃避交税的人是在伤害社会。人
们认为，一个基督徒会帮助他的社会，而不是伤害它。

耶稣说 “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 ”（马太福音 22：21）
时，他是在教导应该纳税。不仅如此，他还向我们树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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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的榜样（马太福音 17：24-27）。使徒保罗也清楚地
教导我们说，信徒们应该纳税（罗马书 13：6-7）。

行使选举权

政府是向神负责的，因为是神设立了政府，但是，政
府也应该对选民负责，就象选民们行使选举权时应该向神

负责一样。如果是一个败坏的政府，它欺骗了选举它的人
民。神会除去这个政府，但是，选民们也有愧于选举这样
一个败坏的政府。因此，当我们行使选举权的时候，我们
必须检查我们的动机。我们选举那位支付了更多钱的候选

人吗？或者选举那位承诺给予我们某些个人好处的候选
人？还是选举那位似乎最有能力履行其职责的候选人？
如果我们严肃认真地思考这些问题，我们在选举之后就不
会有太多的遗憾。

作为信徒，我们应该祈求神带领我们聪明地进行投
票。投票人可能会被那些追求权力的人以虚假的承诺所欺
骗。甚至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有些人利用穷人来作为其进
入政府的途径。一旦他们当选，他们便忘记了他们所说服

和奉承的穷人。但愿信徒们不要被那些假意善待弱势群体
的人背后所隐藏的贪婪所欺骗。我们不应该忘记犹大这位
叛贼，他表现得好象非常关心穷人的利益（约翰福音 12：
4-6）。

参与政府工作

很少有政府是好的，因为，一般地说来，那些掌权者
都不是基督徒。但是，如果信徒们在有权力的职位上工作
的话，他们可以帮助建立一个更好的政府，虽然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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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位置上工作也存在着很多极大的诱惑。但是，先知
但以理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但以理是一位十分敬虔
的人，也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但以理书 1：1-6：28）。
在极其腐败的宫廷中，他保持了自己对神的忠心。而神也

以他为荣。
在罗马书 16：23 中，使徒保罗提到了以拉都，他是

一位 “城内管银库的 ”信徒。如果以拉都能够在那样的位置
上事奉神，那么，你也应该能够做得到。如果神呼召你在

你们国家的政府中担任某一职务，接受它。这样，你可以
运用一个基督徒的影响力，来做一些将给你的社区带来福
祉的事情。

为那些掌权者祷告

参与政府工作以使其变得更好并不是我们唯一能做

的事。圣经还教导我们应该为那些掌权者祷告（提摩太前
书 2：1-2）。我们应该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这是神所命
定的，而且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福祉， “使我们可以敬虔
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 ”（提摩太前书 2：2）。我们生活

中的动乱时期，确实使我们认识到这样做，对我们来说是
多么地必要！

习题 3、你应该为什么领导人祷告？在你的笔记本中，把
他们的名字列出来，并定期为他们祷告。无论他们是否敬

虔，你可以祈求主赐给他们聪明才智以成为好的领导。

习题 4、指出下面哪些句子是正确的，并圈上其前面的字
母。
a） 根据罗马书 13：1-3，如果某一政府是邪恶的政府，

基督徒有责任推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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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一个信徒对他生活在其下的政府的责任包括了向它
纳税。

c） 如果一个信徒祷告祈求他的政府成就神的旨意，那
么，他就没有必须参加投票。

参与社会

目的 4. 指出那些基督徒履行他们的社会责任的例子。

影响我们的社会

早期的门徒们被认为是要建立社会秩序的非常危险
的人物。他们甚至被指控为 “搅乱天下的 ”人（使徒行传 17：
6）。那时的社会状况远远称不上公义。但是，使徒们所宣

讲的耶稣的教导，打破了他们那个时代的不公义。
当今我们享受着许多社会福利，这些社会福利在我们

看来都是这个世界上很自然的事。有些福利甚至还是某些
政府的社会行动计划的一部分。然而，是谁最先发起推广

带来这些社会福利的变化？当然是基督徒！例如，让我们
回顾一下那些废除奴隶制的人、回顾一下那些保护儿童权
力的法律的制定、回顾一下那些要求赋予妇女选举权的
人、回顾一下那些建立医院和红十字会的人，他们都是基

督徒。
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当今的社会秩序并不是

最好的。我们仍然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早期教会的信徒们
曾经对他们的社会发挥了影响力；我们也应该对我们的社

会发挥影响力。我们可以大声呼吁，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
公义和反对社会上的邪恶现象而战斗。“公义使邦国高举；
罪恶是人民的羞辱 ”（箴言 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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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5、一个人对他的社会发挥好的影响，指的是什么意
思？
……………………………………………………………………

爱我们的邻居

耶稣教导说，爱邻居就象爱神一样重要（马太福音
22：37-39，马可福音 12：30-31）。而且，这两条诫命之
间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没有人可以说他不爱他的邻居而
爱神。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真理（路

加福音 10：30-37）。作为信徒，我们小心注意，不要重
犯祭司和利未人所犯过的错误。他们显得过分专注于他们
的宗教；结果却没有时间关心他们邻居的需要。

作为基督徒，我们有责任向每一个人行善，向信徒一

家的人更当如此（加拉太书 6：10）。这就是说，我们应
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弟兄（使徒行传 4：34-35；雅各书
2：15-16；约翰一书 3：17）。我们也应该同样帮助那些
陌生人（马太福音 25：34-40；雅各书 1：27）。信徒有

很多的机会可以帮助他的邻居。他可以帮助邻居阅读，帮
助罪犯、违法者、酗酒者和吸毒的人改邪归正，还可以帮
助穷人建立家园。

习题 6、指出下面例子中哪些基督徒履行了他的社会责

任，并圈上其前面的字母。
a） 比尔设法给社会带来好的变化，并向他的邻居们行

善。
b） 梅德琳把时间都花在她的宗教上，对社会上的不公义

情况漠不关心。
c） 乔通过反对当权的政府来对社会发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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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已经学完了《基督徒的责任——基督徒管家
职责之研究》这一课程。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你也是刚
刚开始本课程的学习——我希望你从现在开始，把你所学
到的东西真正地运用到你的生活中。基督徒的管家职责很

大，这是事实。但是，基督徒管家的奖赏也是很大的！当
你作为神的管家而努力荣耀神和事奉神时，你将会经历到
一种特别的喜乐，这种喜乐只有那些忠心地投入和管理神
所交托给他们一切的人，才可能享受到。在你为神而活的

过程中，愿神祝福你，激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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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测试

1 为了向某人说明基督徒应该在社会中作见证，最好与
他分享下面的哪段经文？
a) 撒母耳记上 24：6；26：9-11。
b) 马太福音 5：13-16。

c) 马太福音 22：21。
d) 提摩太前书 2：1-2。

2 在你的笔记本中，列举出你们教会中的信徒可以在社
会中作见证的几种方式。

3 假如你有一个朋友告诉你说，基督徒应该避免在政府
中担任职务，因为大多数政府都是腐败的。针对这一
观点，在你的笔记本中写出你的答案，在你的答案中
至少要使用一段经文。

4 假如你要向某个人阐释基督徒的五个主要公民职责
是什么。在你的笔记本中列出这五个职责，然后，在
所列举的每一个职责的旁边，写出教导了这一职责或
给出了有关这一职责的例子的参考经文。

5 假如你要向某个朋友说明一个基督徒可以如何作为
一个好邻居而介入到社会中。请在你的笔记本中列举
出你所要说的主要事情，并写出说明或支持了其中每
一件事情的圣经经文。

   请记住一定要完成你的第三单元的单元学生成绩
报告测试题，并将试卷交回给你的指导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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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答案

4 a）错误。
b）正确。
c）错误。一个基督徒既应该祷告祈求神的旨意得以

成就，也应该参加投票。

1  c）
5 这指的是，他导致或带来了变化，而这些变化为他

人带来了好事或益处。
2 你的答案。如果你们教会正在安排一个特别的礼拜

来庆祝耶稣的诞生或复活，这或许就是那种可以用
来做广告的事件。你可以想一想其他方法，来使你
们教会在社会中被广为人知。

6 a) 
3 你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