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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圣徒的生命是何等重要? 他不僅蒙受了神那永远、无限的大爱，并且他的生命连结

于永远的天国，能看见看不见的神，能听见听不见的神，有权柄赶鬼，也随时、随地能享受，

从天上而来的一切福份。唯有圣徒才能拥有这种重生、成圣的奇妙经历，能使人得重生而遇

见神、成圣而享受世人无法享受的能力、并且得基业而拥有天上永远的冠冕。所以，若一个

圣徒的生命蒙恩而活泼起来，会在他的家庭、儿女、后代、地区、时代里，兴起非常重要的

事来。我们可以在圣经和整个教会历史里，看到许多蒙恩人的见证。在我们教会的肢体身上，

我们也时常看见这美好的见证。因此一个圣徒所拥有的条件、所作的事、所在的地方、所拥

有的时光、及其人际关系，都有不同於一般人的永远意义。圣徒所拥有的条件，和非信徒所

拥有的条件是截然不同，似乎遇到同样的问题，但在里面隐藏的神的计划和意义却完全相反。

圣徒生养有问题的儿女，与非信徒有问题的儿女當然不同，圣徒有问题的儿女，是神将来要

重用的器皿，藉著问题，他们能更快的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圣徒得癌症与非信徒得癌症肯

定不同，藉著癌症，圣徒学习信靠主，使自己更新，并用癌症的经历耒安慰更多得癌症的人；

圣徒所遭遇的贫穷和非信徒所遭遇的贫穷，亦是絕對相反意义的，圣徒可以好好善用自己的

贫穷，使万民得富足，如同耶稣基督一样。  

 

今天主耶稣基督用“不义管家的聪明”之比喻，来教导我们非常重要的功课！主的意思是说: 

“连那么不义的管家，也懂得豫备自己沒有工作之后的日子。为何光明之子(圣徒)，卻那么

愚蠢，不懂得用自己所拥有的钱财、能力、时光，来豫备自己永远的时光呢？事實上，比较

起神为圣徒所豫备的永远基业，钱财是何等“渺小、短暂、又不屬於自己<路 16:10-12>”，

但许多圣徒，竟不知用它来得“大的、真实的、永远属于自己的”。那已拥有天上、地上、

永远无限能源的生命，反被玛门(钱鬼)極大的能力欺骗着，常常存着贫穷心理，或为着多得，

或怕失去，或为多用，浪费自己那么尊贵的生命，和地上极貴重的时光。因此盼望本周我们

弟兄姐妹们，在有关钱财的问题上，都要得著最完美的答案，以后一生再不许可钱财来管我

们，乃要善用钱财来得那“永远最大的、最真实的、属于我的基业和冠冕”!  

 

1. 人不能事奉两个主 

钱是重要的，但在一个人的心目中，绝不能将它的地位放在“神”之上，要不然它那奇妙的

魔力，會叫人离弃神，与它一同灭亡！！！ 

 

1) 魔鬼时常用它来试探人，叫人跌倒: 在聖經中，魔鬼撒但不僅用錢財叫罗得、亚干、基

哈西、犹大、亚拿尼亚、撒非喇夫妇跌倒，也用錢財來试探耶稣基督。今日人的一切罪恶、

忧虑、惧怕、埋怨、放纵、争闘，顯然多是因钱财和貪慾的问题而来。原来那为要讓人享受

而被造的，却变为捆绑人、杀害人的工具了。落入<提前 6:10>“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

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的光景。这钱鬼的魔力，不但捆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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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也大大地控制圣徒的生命，使圣徒不但不能享受从神而来无限的大爱，反使他们因钱

財而试探神(如成功神学)，或因钱財而过分劳累，放纵肉体，浪费时光。钱财成为圣徒不能

愛神的極大障碍，也使圣徒不能痛快地出来事奉神，而失去各样天上属灵的恩賜。所以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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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壹 2:15> 

 

2) 圣徒真正蒙恩之前，必須要过的頭一个关卡: <太 19:16-27>当有钱财的年轻人来找主耶

稣时，耶稣因为爱他的缘故，让他思考跟从主的真正意思，因此试验他说：“你去变卖你所

有的，分给穷人之后，来跟从我”。那年轻的财主不能通过这個考验，就忧忧愁愁地走了。

耶稣对门徒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那年轻的财主要一直等

到通过这頭一个关卡，他的心靈是不得不继续忧愁。亚伯拉罕蒙召后，神在他生命成圣的過

程中，头一个安排的就是“经济医治”。从圣经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成功了，罗得失败了，

因此二人后面的生活，及其后代的蒙恩，是何等不同。为何主要如此带领所爱之人的生命？

是“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太 6:21>。若第一个关卡不能过，他的信仰生

活里，必时常受到钱财的试探而软弱，时常判断不正确，而选择不蒙恩的道路，以致有一天，

他會遇到因钱财而彻底失败的时刻。在今日经文里，主说：“一个仆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

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阿们!阿们! 阿

们!从我们蒙恩生命的经历，告诉我们这是又正确又实际的真理。一个圣徒真正过了这第一

个关卡后，他生命成圣的时间才真正开始，他与神的关系也从此才真正开始发展。從此以后，

他才能真正享受平安、自由的生活，也才能终止“汗流满面”的劳累，爾后才能节省许多的

时间和能力，为属天的国度奔跑，并开始得着许多贵人的帮助。 

 

3) 主并不是说，“钱财不重要”，乃是强调--“主要的”和“次要的”的关系，其价值程

序要清楚: 主的意思是: 钱财是“小的、属世短暂的、属于别人的”，要用来得“更大的、

永远真实的、属于自己的”<路 16:10-12>。  

   ① 钱财是小的，要用来得大的: 身体比钱财更重要，灵魂比身体更重要。但有许多人，

卻为着得着这“最小的”，而卖身体、卖灵魂、甚至杀害人的生命的也有。为得这“最小的”，

浪费那么重要的心思、意念和时光，身体劳累，心灵劳苦担重担，用诡计欺骗人，这是何等

严重的本末倒置？有一天笔者自问，“我一生努力赚钱，且节省积攒的话，能得到多少钱?” ，

“也许能积攒美金一百万?”。 然后再问自己，“一生辛辛苦苦的赚钱，该用的时候舍不得

用，快要离世时，手中抓住一百万重要；还是离世时虽没留下一毛钱，但一生靠神随时的供

应，心靈享受满足，需要时从神那里丰盛的享用，而平安地过一辈子，到底那樣重要呢？”，

这时我心里马上有了答案，“当然是后者了”。在这人人被钱鬼捆绑，而成为钱财奴隶的世

界里，若我一生的目标不放在“一生只用来积攒一百万，或是得着一栋房子”而努力，而是

放在“保守我所拥有健康的经济观，尽量使用每天、每月得来的钱，来得著人永远的生命，

并且医治人、祝福人” 而努力的时候，则当我离世之前，我的一生會是何等丰盛的在神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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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結算果子呢？若我们生活的目的，放在“得钱财”的话，非但不能得着钱财，就连生命的

安息也会失去，并且一生劳累。当我们离开世界时，会发现一生努力奋斗而追求的，剎那间

都落空了。可悲可泣的是，许多光明之子的头脑，还不如那”不义的管家“聪明呢!   

  

   ② 钱财是属世短暂的，要用来得永远真实的: 天国里不需要钱财，到处都是“黄金、宝

石、生命果”，也没有登记动产、不动产之事。在那里，神的儿女们一同享受神国度永远的

丰富。地上的钱财，不是永久的，乃是暂时的；不是靠自己的劳碌而得的，全都因神的供应

而得的；不是要在地上积攒的，乃是要尽量使用的；不是为自己留下来的，乃應分享，并与

需要的人來得永远真实基业的。主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

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

窿来偷”<太 6:20>。大部分人只知认真儲蓄钱财，卻不知如何有意義的享受。为了积攒钱财，

一生舍不得用，一直到老了，心里盤算要享用的时候，已無牙齿享受饮食，没有力氣去旅行。

全留下給儿女的结果，非但不能帮助他们，反而害他们依赖、软弱、堕落，甚至兄弟、姐妹

之间，因遗产而发生矛盾、争吵。正如<路 12:19>的愚昧人说，“我的灵魂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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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哪，今

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豫备的，要归谁呢？”。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神将吗哪赐给以色

列人时，神说对以色列人说，“你们按着各人的饭量，按着帐棚里的人数收起来…”，不许

多收而留到第二天早上，有些人不听话，将吗哪留到早晨，就发现吗哪生虫发臭了<出

16:13-20>。神供应财物的原理，就是按需要，每天用完了會再給。那麼，钱财应该用在那

里呢？主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

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 ”<路 16:9>。当一个蒙恩的圣徒得知了神的美意，愿意

为得人而用钱时，他越用，那位“按需要供应”的神，會供应越多的财物叫他经管，使他能

得更多永远真实的财宝。 

 

  ③ 钱财是属于别人的，要用来得永远属于自己的: 眾所週知毫無例外，人人都空手来，

空手而去。地上的财物，是我们在地上短暂日子里，暂时借用的。我们在地上的一生，正如

我们旅行期間住旅馆，借住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房间里一切的设备和工具。但是第二天，

当我们离开旅馆时，什麽都不能带走，因为原来都是属于别人的。有人利用住在旅馆一天的

时光里，尽量用旅馆里的电话、电脑、英特网、以及会议室，来作好美好的生意，他住在旅

馆里的一天，使他得着更多真正属于自己的。因此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是暂时借用这宇宙里

一切的设备，我们身上的钱财、能力、恩赐，都是暂时借用的。世界大部分的人，一生为着

“属于别人的”而劳累作工，其实对自己永远的生命，却是一点益处都没有。他们生活的目

的，都是要满足自己将腐坏的肉体、将要離開的世界、不属于自己的钱财、和将被忘记的虚

名，一生劳累，到頭来全落空。有少数蒙恩的人，懂得借用地上的工具，天天塑造自己永远

的生命，越来越多得永远属于自己的美好生命果子，也以借用的一切工具，天天爱人、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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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祝福人、得人和那人所拥有的永远福份。所以主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

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太 13:12>。真正明白这句话，而天天多得的人，是有

福了! 

  

2. 神丰盛的豫备和供应已经与我们同在 

神从未吝啬，眼睛一打开，就能看见祂一切的丰盛从未离开过我们。我们不能看见，不能享

受，是因为我们的眼光被蒙蔽了。 

 

1) 神创造了丰盛无限的宇宙万有，讓我们享受，也叫我们管理，我们正活在他所供应的丰

盛里: 神给我们的，不单单是“登记在我名下的财产”，更是整个宇宙万物。白天阳光的灿

爍，夜晚月亮的浪漫和无数星星的闪耀，天天自動还原的新鲜空气，从天降下浇灌萬物的雨

水，地下喷出来的净水，各式各样美好的花草和他们所发的香气，野地裡出產完美营养的草

木菜蔬和果实，天上可爱的飞鸟，地上跑来跑去活泼的动物。从亚当以来，世世代代那么多

无数的人，来到这世界，都一起借用了，等到他们在地上的日子满了，旧人离开，新人又来，

然而天地万有的丰富从未改变。唯有真正蒙恩，并懂得感恩领受的人，才能随时、随地看见

神的慈爱和荣美，是何等真實的与祂所造的万有同在，并能看见神那创造的能力，有规律地

运行在整个宇宙中。  

 

2) 按需要，神信实丰盛的供应: 主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

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么?... 何况你们呢”<太 6:24-32>。

神因为真爱我们，所以不是一下子给我们太多，而使我们管理得太烦恼，只按着需要，按我

们管理的能力，按时候适当的供应我们。神不可能不供应儿女的需要，儿女所需用的，绝不

是儿女们要擔心的，乃是供应的父要擔心的。正如我的女儿今年上大学，身为父母的，我们

昼夜關注的是女儿需用的够不够。女儿的责任，是善用所供应的，并且注意身体健康，认真

读书就好了。    

 

3) 但是，为何很多人仍常覺不足？ 其原因有三， ① 因为贪心，祈求超出我们所需用的 ② 

因为我们用钱的方法，不合乎神所定的经济原则 ③ 因为神有更美好的计划。 

① 贪心: 一个人每天生活上所需用的其实不多，以谦卑感恩的心来领受的话，样样都够用，

甚至时常超过一些。<创 3:16-19>“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的咒诅，原来並非指神不供应人物

质上的需要，乃是指人的心灵受咒诅后，所带来的贫穷感。其實人擁有的已经够多了，但因

人的心灵看不见慈爱的神按时供应，所以被撒但控告的心灵里，总是浮现“怕不够、怕失去、

怕被夺去”等等的不安全感，也愛与人比较竞争、贪愛别人所有的财物…等等罪恶心理。 

② 不遵守经济运作原理: 因为神爱祂的儿女们，非常细密的引导、干涉他们的心怀意念和

一举一动。若因祂供应他们过多的财物，反使他们犯罪、放纵、浪费尊贵生命和时光时，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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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著爱，不可能袖手旁观他们的生命遭受亏损，必会收回他们的财产來管教，来重新得回儿

女们的生命<申 28:15-19，玛 3:11-12> 。神给儿女财物，为的是使我们用来祝福自己永远

的生命，也用来“荣神、益人、建国”。<太 6:24-31>主强调“父神绝对丰盛的供应”后，

主又说，“所以你们不要忧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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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

们了”<太 6:32-33>。所以遇到经济困难的圣徒，必要检讨自己的生命和用钱的目的，无论

什么时候，儿女们真愿意悔改，愿意更新自己，神的怜悯必速速地临到儿女们的身上。 

③ 因为神有更美好的计划: 当宇宙万有的主人耶稣基督来到世界时，在马槽出生并以最贫

穷的样子来，是为了“因祂的贫穷，使万民可以成为富足”<林后 8:9>。伟大的使徒保罗，

一生过著贫寒的生活，也是因他所经历的“单纯信靠”的生活，使更多人经济上得医治。  

 

4) 在经济得医治的同时，必会看见丰盛已经与我同在，更多的丰盛也會来临: ① 若圣徒的

生命还未得著经济医治之前，得到经济上的丰富，反而会叫他跌倒，這絕非是神的心意。 ② 

经济得医治的同時，就能看见神一切的丰盛和供应，原来与自己同在。 ③ 经济得医治的结

果，是 a. 属灵生命的蒙恩。 b. 学到知足的秘诀。 c. 按着经济原理使用。 d. 成为忠心

丰盛的好管家<腓 4:9-13，19>。誠如洛克斐勒的见证: 当他遇到个人事业经济危机时，他的

煤矿事业毫无出产，积欠工人许多工资，矿坑又挖不出煤炭，工人们都不愿意再为他工作，

就在他快要破产的时候，他对工人们说，请不要走，再给我一次机会。於是他自己下了矿坑，

先在煤炭矿坑里向神悔改祷告，一直到他完全的交托神并且信靠祂，然後自己开始挖矿。结

果就他在脚底下的不深处，挖到了石油，神将一个新的石油事业赐给他，使他後來成为大富

翁。之后，他也忠心管理神交托给他的钱财，在他生平中，建立了五千间的礼拜堂，十四间

的大学，并且成立了洛克斐勒基金会。他的一生深受他母亲在他小时侯的教训： 1) 一生必

要遵守十分之一 2) 顺从牧师 3) 遵守主日 4) 每次聚会必坐在最前面 5) 时常寻找需要

你帮助的人。  

 

3. 如何忠心管理？使我们得着“更大的、真实的、属于我的”呢? 

 

1) 并非富有人才需忠心，乃是无论经济情况如何，都应该在自己的条件里，忠心管理: 在

任何经济情况里都有神的美意： ① 有财力的财主: 属于这阶层的人是少数，但若他真愿意

摆上，则其影响范围并定是极大、极深。神不但会给他更多的财物，他身上必有神所赐管理

财物的恩赐，并以此恩赐来作美好的事奉，也用来得着许多人，并且帮助传福音宣教的教会

和机构。 ② 中等经济生活的人: 每一个国家和社会里，普遍多数是属于这阶层的人。因此，

若他能按神所定经济的原理，来做出事奉主、事奉人的美好榜样，则他的榜样必定能影响的

最多人的生命。③ 贫穷的人: 若他们的生命蒙恩，又能得着知足的秘诀，必会使许多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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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贫穷而得富有。犹如撒勒法寡妇的奉献，以及耶稣基督所称赞的一个寡妇，她将自己仅

有的两个小钱奉献出来。  

 

2) 那么，要如何“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呢？: 并非如有些教会或团契，把救济

活动当作每年一次的特别活动；也不是只定时供应食物給街頭遊民等等的救济活动。其实没

有智慧的救济活动，反而更害人。这样的救济活动，只助长人生命里的“依赖心”而已。必

要从爱心出发，用爱心进行，以爱心结束的帮助，才能满足主的喜悦，也实际的帮助人，得

着人的生命。为此，最要紧的是时常在一起代祷、关怀，按人的需要，并以“使人遇见神、

得生命、得医治、被培养”为中心来进行。若要得如此的效果，最好的方法，就是从教会肢

体所拥有的生命联络网为中心来展开。 

 

3) 神所定的经济运用原理: 从旧约圣经里，我们会看见，神的关注不在于外邦人那里，乃

在于以色列里面的寡妇、孤儿、贫穷的，神先叫以色列的内部联络得合式，一同刚强起来，

然後在大卫、所罗门时代，就能向万国显明主的荣耀。在新约圣经给我们看的救济工作，也

都以教会为中心展开的。耶路撒冷教会里面的救济工作，以及安提阿教会和马其顿教会帮助

耶路撒冷教会的例子，也给我们一些提示。保罗所作的救济工作，也是以教会为中心，藉此，

他在传福音、建立教会、培养门徒的工作上，能得着更多蒙恩的肢体和门徒，并且大大地坚

固主的教会。那麽一般的圣徒，又用何法参与“用钱财结交朋友”、“以教会为中心得着人

灵魂的工作”呢?   

 

① 十分之一: 按照圣经的启示，每十二个蒙恩的家庭兴起，就能支持一个全时间传道人的

家庭。就像以色列十二支派中的一个利未支派，他们是不做世上的工作，只专心在事奉神的

工作上。大卫、所罗门时代是最典型的例子，不但献祭的祭司长有廾四班的轮班，连唱诗歌

的诗班，也有廾四班的轮班，以此向万国显明以色列的丰富和荣耀。原来神在个人家庭经济

运用的原则上，圣徒的十分之一，是属于教会里利未族(全时间圣工人员)的，也是教会地区

福音化、世界福音化的力量。不需要再讨论十分之一是否是律法，该不该作...等等。十分

之一是建立教会、扩张教会、传福音事工的最主要力量。有这十分之一的信仰，而能纳出十

分之一的圣徒，则已经作到“用钱财结交永远的朋友”的事工了。无论有收入的、没有收入

的，无论男女、老少，每天有饭吃的人，都有能力将自己的十分之一为主、为教会、为灵魂

纳出来。 

 

② 感恩奉献、宣教奉献、特别奉献: 圣徒所奉献的金钱，都会成为教会的资源和能力，都

将被用于拯救灵魂、培养门徒、差派门徒的事工上。所以圣徒不可在奉献的事上吝啬，应该

彼此鼓励、多参与奉献。笔者在华人教会中发现一个矛盾现象，就是圣徒不懂得如何奉献。

从初代教会开始，历世历代每一个蒙恩的圣徒，都是懂得奉献，并喜爱利用各样的机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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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来表达对神的感恩。无论是平安渡日、事奉蒙恩、家人重生、病得医治、事业兴旺、结

婚生子、儿女上学、家人生日、得新工作、搬迁帐棚…等等，都应该成为我们特别感恩的理

由。每天、每周努力寻找感恩的理由，进而豫备感恩奉献的人，是真有福的人。我们在教会

历史里，从未看过如此事奉主的人，不蒙神加倍的恩典。奉献的额数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

献给主感恩的心，和为拯救灵魂的工作，尽量加添教会力量的爱心。圣徒所感恩而奉献的每

一分钱，都会能成为有效展开福音工作的力量。  

 

③ 在个人的生命联络网里需要帮助的人: 当我们有心观察，其实每天与我同在的人、或我

的家人、亲人、朋友里，都有许多需要我们去帮助的人。我们爱心的关怀，能带给他们无限

的力量和安慰，使他们在爱中能脱离矛盾而得突破。这并不是我们有钱才能作，有心的话，

就会发现主所加添的恩典和方法。我们要记得<太 25:31-40>里主所教导的话说，“因为我饿

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结束的话: 当我们蒙恩成为神儿女时，主赐给我们何等大的福份呀！何等大的指望、基业、

能力是为我们豫备着的呀！我们在地上有限的日子剩下多久？主使你成为那一种的经济人？

虽然， 钱财是“最小的、属世短暂的、也是暂时借用别人的”，但在这人人都被钱鬼捆绑

着，把钱财当作神的时代，若我们真能成为蒙恩的经济人，能作出尽心、尽力、爱主、爱人

的美好榜样，则神必将许多需要我所拥有的答案和见证的人，带到我生命的联络网里，使我

得许多人的生命，并与他们同得永远的基业。  

 

** 本周祭坛祷告题目(06.09.24~) ** <路 16:1-15>  

 

1) 检讨: 我的钱财观是健康的吗？ (参考讲道大纲一: ① 是否已过了蒙恩的头一个关

卡？ ② 能否清楚分别主要的和次要的？并且使用那“小的、短暂的、别人的”，而要得著

“更重要的、永远的、属于我的”。)  

2) 目前，主供应我的钱财够用吗？ 自己能按时看见祂丰盛的供应么？若不够，能否察验出

其原因为何？同时寻找在自己生命里，有否要得“经济医治”的地方？在耶稣基督里，能得

到完整的答案吗?  

3) 我的钱财管理是忠心的吗？ 我是用它来得生命、基业、奖赏吗？是按神所定的原理管理

吗？ 是否有加强并更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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