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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作神奧秘事的管家  

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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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四1-2） 

禱告 

親愛的主，當我們聚在這裏，我們的心充滿了感謝。感謝祢在這些日子

給我們的恩典，我們感謝祢的憐憫，祢那樣豐富的賞給我們。親愛的主，

當我們來到這個特會最後一次信息，我們要繼續仰望祢。如果祢還有甚麼

話要向我們說，請說，祢的僕人們敬聽。我們要把一切的稱頌、敬拜歸給

祢。奉祢寶貝的名禱告，阿們。 

親愛的弟兄姊妹，每一次在記念主之後，我不知道應不應該講道，因我

們已經被帶到主的同在裏，我們還需要甚麼呢？我經常覺得記念主之後再

要講道，好像過份了，但是我得順服弟兄們。這些日子我們一同交通「服

事神的奧秘」，相信弟兄姊妹已經知道甚麼是神的奧秘。神在歷世歷代裏

面隱藏的奧秘，已藉着先知向我們啟示出來了。感謝神，現在我們知道神

的奧秘就是基督；因為在神的心中，祂兒子是一切。父的心意是要把一切

帶到祂愛子的腳前，要萬有在基督裏同歸於一，使祂的兒子作萬有之首。

宇宙一切都在那裏述說基督，一切都在那裏榮耀基督，這一個職事已經給

了祂的教會。 

 

都是神奧秘事的管家 

哥林多前書第四章提到這一點，是保羅特別對他自己和使徒講，當然可

以說是對每一個基督徒講的。誰可以說「我不是基督的僕人」呢？我們都

是基督的僕人，所有神的兒女都是神的僕人；我們也都是神奧秘事的管家。

換言之，神已經把祂的奧秘託付給我們，我們實在有巨大的責任，要宣告

神的奧秘，要用我們的生命彰顯神的奧秘。基督是我們的一切，弟兄姊妹，

這實在是一個大的責任。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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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到神奧秘的時候，並不是一些需要宣告的事。當然我們應該宣告，然

而在宣告的時候，我們要用生活見證出來。如果我們沒有生活來托住我們

的宣告，那是沒有用的。親愛的弟兄姊妹，這是非常實際的事情。換言之，

神期待我們每一個人都成為祂奧秘事的好管家。 

懂希臘原文的人告訴我們，「管家」這個字的背景是講到划船。從前沒

有機器時代，船是要用人力來划的。那些划船的人都是在船的底下層，沒

有人看見他們；他們是一條船能夠航行的動力。划船的時候，他們要統一，

船就能夠一直向前行。弟兄姊妹，我們是被建造的，也是作工的。划船的

人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如果沒有這些在船下面划船的人，這條船就不能往

前走。 

主再來的徵兆 

說到管家，今天我們看幾處聖經。當我們的主提到管家這件事，在馬太

福音第二十四章，祂講到祂的再來。祂說，「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降臨

也要怎樣。」（37節）祂來的日子好像挪亞的日子一樣；在挪亞的日子，

人照樣吃喝嫁娶。換言之，一切事情都是照常進行，人都如常生活。突然

間，當挪亞全家進入方舟後，神把門關起來，洪水來了，世界被水淹沒。

然後主說：「那時，兩個人在田裏，取去一個，撇下一個；兩個女人推磨，

取去一個，撇下一個。」（40-41節）路加福音告訴我們，兩個在睡覺，取

去一個，撇下一個。為甚麼？因為主再來像賊一樣。 

弟兄姊妹，我們知道我們的主要回來，我們期待祂馬上回來，但你知不

知道主是怎麼樣回來呢？我們經常唱一些詩歌，講到主再來的事，那是詩

人寫詩歌的時候的認識：當號筒吹響的時候主再來，帶着天使，眾人的眼

睛都看見祂；哦，我們都在等候見我們的主。當我唱這些詩歌的時候，經

常有這樣的感覺：那已經太晚了；因為我們的主來是分兩個階段。 

當我們的主離世的時候，把門徒帶到橄欖山。主開始離開橄欖山，門徒

們看着祂升天，然後有一朵雲彩把祂接去，便看不見祂了。祂繼續向上升

到寶座，門徒們看不見祂，但還一直定睛望天。忽然有兩個穿着白衣的人

向他們顯現，說：「加利利人哪，你們為甚麼站着望天呢？這離開你們被

接升天的耶穌，你們見祂怎樣往天上去，祂還要怎樣來。」（徒一11）換

言之，這是祂回來的樣式。我們就知道主回來的時候，也是分作兩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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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再來兩階段 

頭一段是由寶座來到空中，是我們看不見的，就是祂說的「祂來像賊一

樣」。你們有聽過一個賊到你家來，他吹號說「我來也」？我還沒遇到這

樣的賊。賊來的時候，他偷甚麼呢？他偷你的垃圾嗎？若然這樣，我很歡

迎他天天來。他知道你的寶貝在那裏，他會拿走你的寶貝，把垃圾留下。

弟兄姊妹，這是主來的頭一段，從寶座到空中，是看不見的。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在期待甚麼？主是不是每一刻都可以來？懂聖經

的人告訴我們，主來之前所有的預言都應驗了，再沒有其他預言需要應驗。

當然還有一些預言還沒有應驗，那是講到祂再來之時和之後發生的。如今

一切祂來之前的預言已經應驗了，我們還等甚麼？還在等一些預言應驗，

然後我們才預備迎見祂嗎？那已經太晚了。 

弟兄姊妹，每一個應許在祂沒有來以前的都已經應驗了，下一步是甚麼

呢？面前要發生的事，就是突然間在地上有些人不見了。地球是圓的，所

以在比喻裏，兩個人在田裏工作，那是白天；兩個在推磨，那是清晨；兩

個在睡覺，那是夜晚。因為地球是圓的，所以主像賊來之時，有些地方是

清晨，有些地方是午正，有些地方是午夜；在全世界各處，一個被取去，

一個被撇下。這是在地上將要發生的事。 

這裏不是說六個，是兩個。我們知道教會的數目是十二，但這裏只有兩

個，另外十個在哪裏呢？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就講到十個童女。同樣的，

五個是愚拙的，五個是聰明的。聰明的迎接了新郎，進到婚宴裏面。愚拙

的呢？她們要出去買油。我不知道她們是否買得到，但是她們嘗試去買。

當她們回來的時候，門就關上了。她們被關在門外，在那裏哀哭切齒。 

在童女的比喻裏找到十個，把十個加上兩個就是十二個，這是教會的數

目。十個童女是講到歷世歷代死了的聖徒。當我們的主離開以前，祂應允

我們，要把我們接到祂那裏去；所以在第一世紀的時候，聖徒的問安是說

「主要再來」。到第二第三個世紀，基督徒受極大的逼迫的時候，他們彼

此問安，就說「主必快來」。這是他們彼此的祝福。直至今天，主還沒有

回來，主好像在遲延，但不是我們的主遲延，乃是教會。你們看過有新娘

等新郎的嗎？我們經常看見新郎已經準備好了，在那裏渴慕看見他的新娘，

但都是新娘遲延了。 

弟兄姊妹，不是我們在迫切地等待主的回來，是我們的主在迫切地要來

迎接祂的新娘。是祂在長久地忍耐，因為我們還沒有預備好迎見祂，所以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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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一直在等啊等。弟兄姊妹，我們預備好了迎見祂嗎？如果預備好了，祂

就來接我們。 

 

你們知道下一件要發生在地上的事是甚麼？是一天，突然之間，有一些

人不見了。為甚麼？因為他們預備好了。他們預備好了見他們的新郎，他

們直接被提到寶座去，在那裏接受主歡迎他們；他們在那裏歡迎主回來。

弟兄姊妹，這是我們榮耀的盼望。 

我們是活在最末了的時刻，這個世界已經糟得不能再糟了。不知道我可

否這樣說，我們比過去二十世紀以來所有信徒更有這真實的盼望。我們是

在主再來的邊緣。祂今天可以回來，在任何時刻都可以回來，關鍵是在我

們身上，我們真是祂的好管家嗎？ 

在啟示錄第十二章，我們看見一個男孩子，當男孩子一生下來，就被提

到神寶座那裏去。弟兄姊妹，你已經看見主回來的頭一段，祂來像賊一樣，

取去祂最寶貴的。希望藉着神的恩典，我們是在其中。當男孩子被提之後，

我們看見在空中有爭戰，米迦勒和他的使者跟撒但和牠的跟隨者爭戰，天

上再沒有牠們的地方。我們知道撒但的總部在空中，現在牠從空中被摔到

地上，空中就得到潔淨。為甚麼？因我們的主從寶座降到空中。 

 

講到被提，我們看見在帖撒羅尼迦前書第四章，保羅安慰帖撒羅尼迦的

信徒。有些聖徒離世了，他們以為那些死了的人沒有盼望，保羅便用真理

安慰他們：「我們這活着還存留到主降臨的人，斷不能在那已經睡了的人

之先；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又有神的

號吹響；那在基督裏死了的人必先復活。以後我們這活着還存留的人必和

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裏，在空中與主相遇。」（帖前四15-17）聖經說得非常

清楚，說到主降臨時有活着還存留的人，也就是說有一些活着的人不在地

上，已經被提了；那些存留的，是要經過大災難的。大災難一面是極大的

艱難，一面也是神給基督徒另外一次機會。他們經過大災難，甦醒過來，

就回轉歸向神。他們被提，不是被提到寶座那裏，而是被提到空中，主已

在空中，等候他們。 

 

基督台前的審判 

所有信徒都在空中與主相遇，為甚麼？因為在那裏有基督台前的審判。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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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我們得救的人，不需要到神最後的審判那裏，因為我們已經得救

了，基督為我們釘死了，祂替我們受了審判。弟兄姊妹，這不是說基督徒

沒有審判了。我們不受白色大寶座的審判，那是行政的審判，決定永生還

是永死。感謝神，我們已經得救了。但我們有家裏的審判，就是基督台前

的審判。甚麼是基督台前的審判？如果你是生活在一個大家族，就會明白。 

我生於一個大家庭，四代同堂。生活在大家庭裏面，有祝福也有難處。

從前的大家庭，偶爾會有家庭聚集，每個家庭的成員都要聚在一起，家長

會坐在一個高一點的臺上。如果你不是這個家庭的一員，你不可以在那裏。

家長在那聚會裏讚揚那些為家爭光的人，會獎賞他們；那些給家族帶來羞

辱的，就會在那裏受責罵，甚至被懲罰。同樣，當那一天，神家裏的每一

個人都要聚在基督的臺前。那個時候，如果你做了一些叫你的家得榮耀的

事，你就會得着稱讚與獎賞；你若做了羞辱家庭名聲的事，你就會受管教，

被扔在黑暗裏面，哀哭切齒。 

弟兄姊妹，請記住，我們不需要經過白色大寶座的審判，那是神行政的

審判，是判進入永生或永死。感謝神，基督已經替我們接受了這審判。祂

是我們的義，我們有永生，可以站在神的面前。但是，作為神家裏的一員，

我們需要經過基督台前的審判，這是得獎賞或受懲治的審判。親愛的弟兄

姊妹，你在那裏看見全教會，全教會被提到空中。 

當然，基督就帶着得勝者從空中降到橄欖山。當祂腳踏橄欖山的時候，

橄欖山就裂開，一分為二。科學家已經發現在那裏有一道裂痕，如果有一

次大地震，橄欖山會一分為二。撒迦利亞書第四章告訴我們，我們的主為

了以色列人會來到橄欖山，把橄欖山一分為二；那時耶路撒冷被仇敵攻陷，

主為着存活的猶太人，給他們一條逃亡的路。我們又看見哈米吉多頓的戰

爭，那是地上最後的一場戰爭。 

如今我們在一個巨大變化的時刻，神已經把這樣的啟示交付我們，我們

怎樣完成這個啟示呢？我們對於啟示的認識，是外面的工作，或者我們傳

道人在那裏傳道，做一些好事。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能夠完成神奧祕事

的管家，把萬有都帶到基督的腳下，是在我們的生活中來開始；因為神注

重我們的生命，過於我們的工作。在我們的生命裏面，我們可以完成神託

付給我們的職事，把萬有都帶到基督的腳下。在我們生活裏面，在生命裏

面的每一件事，當內住的聖靈向我們說話的時候，我們要順服，每一點都

帶到基督腳下，我們就成為一個好管家。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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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心有見識的僕人 

說到管家，主在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四十五至五十一節說：「誰是忠心

有見識的僕人，為主人所派，管理家裏的人，按時分糧給他們呢？主人來

到，看見他這樣行，那僕人就有福了。我實在告訴你們，主人要派他管理

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惡僕心裏說：『我的主人必來得遲』，就動手打他的

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時辰，那僕人

的主人要來，重重的處治他，定他和假冒為善的人同罪，在那裏必要哀哭

切齒了。」 

我們的主說了一個比喻，講到忠心有見識的管家或又懶又惡的管家。同

是一個人，他可以是個忠心有見識的管家，或者是個又懶又惡的管家。如

果你是一個忠心有見識的管家，主交派你的，你順服；當主回來的時候，

祂會大大地獎賞你；在天國的時候，你會與主一同掌權一千年。如果你是

又惡又懶的僕人，你說主必來得遲，而在那裏吃喝，又還動手打你的同伴，

在想不到的日子，主回來之時，你知道主怎樣做呢？對於又惡又懶的僕人，

祂會重重的處罰他，把他和假冒為善的人同定罪；他必在那裏哀哭切齒了。

換言之，他在那裏被管教，在那裏哀哭切齒，在那裏後悔。感謝神，他在

國度裏面被管教，最終會被恢復過來。 

在啟示錄第二十一至二十二章，我們看見所有信主的人都成為得勝者，

他們與主一同掌權。弟兄姊妹，神的旨意是完全的。羅馬書第八章告訴我

們，「因為祂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祂兒子的模樣，使祂兒子

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

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29-30節）這是神的旨意。

祂要我們能夠像祂的兒子，要把我們模成神兒子的形像；如果我們忠心，

跟內住的聖靈合作，神的旨意就會在我們今生的日子中得着成就，我們在

來世就能夠與祂一同享榮耀，與主一同掌權一千年。親愛的弟兄姊妹，你

要成為一個忠心有見識的僕人，或者成為一個又懶又惡的管家？這是今天

你要作的選擇。求主向我們施恩，叫我們不要做一個又懶又惡的管家，乃

是作個向主忠心的僕人。 

不義的管家 

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我們看見另外一個管家，別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費

主人的財物。主人叫他來，對他說：「我聽見你這事怎麼樣呢？把你所經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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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的交代明白。」弟兄姊妹，有一天我們都要向主交帳，那是在基督台前

的時候。這個不忠心的管家，聽見主人把他辭掉，不可以做管家，就為了

他以後的日子打算，用主人的財產去交朋友；主人就誇獎這不義的管家作

事聰明。主好像稱讚他的智慧，因為他在那裏為自己預備；但是主說的是

在工作上忠心。主說：「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

的事上不義，在大事上也不義。」（10節）如果你在小事上忠心，祂就把

大事交托你。 

良善又忠心的管家 

再有一個講到管家的比喻（太廿五14-30）。有三個僕人，主人按着各

人的才幹給他們銀子，一個給了五，千一個給了二千，一個給了一千，各

人都要對主人交付的忠心。我們的能力是不同的，所以主給我們的是根據

我們的能力。如果我們向着主交付給我們的忠心，主說：「好，你這又良

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

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21、23節）雖然主給我們的各人不同，藉着

神的恩典，讓我們都能夠做良善忠心的管家。 

弟兄姊妹，我們在這裏聚會已經幾天了，我們的目的乃是要藉着神恩典，

叫每一個來參加聚會的，不管是年長的，還是年幼的，都曉得神的心意是

叫我們每個人都成為一個良善忠心的管家，而從我們的生活開始，能事奉

祂的旨意。願神賜福我們每一個人，藉着祂的恩典，叫我們都能夠被提。

這是我們的禱告。 

禱告 

親愛的主，為了這一次祢招聚我們，我們感謝祢。感謝祢讓我們得做個

良善忠心的管家，我們再把自己完全奉獻給祢，求祢在我們裏面內住的聖

靈，引導我們，好叫我們能夠把萬有帶到基督的腳下，藉着我們所活出來

的，使我們能成為祢的見證人。我們的禱告乃是，當祢再來的時候，我們

都立刻被提。我們多麼地渴慕與祢面對面，主啊，請祢快來！我們奉祢寶

貝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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