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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聖徒的生命是何等重要? 他不僅蒙受了神那永遠、無限的大愛，並且他的生命連結

于永遠的天國，能看見看不見的神，能聽見聽不見的神，有權柄趕鬼，也隨時、隨地能享受，

從天上而來的一切福份。唯有聖徒才能擁有這種重生、成聖的奇妙經歷，能使人得重生而遇

見神、成聖而享受世人無法享受的能力、並且得基業而擁有天上永遠的冠冕。所以，若一個

聖徒的生命蒙恩而活潑起來，會在他的家庭、兒女、後代、地區、時代裏，興起非常重要的

事來。我們可以在聖經和整個教會歷史裏，看到許多蒙恩人的見證。在我們教會的肢體身上，

我們也時常看見這美好的見證。因此一個聖徒所擁有的條件、所作的事、所在的地方、所擁

有的時光、及其人際關係，都有不同於一般人的永遠意義。聖徒所擁有的條件，和非信徒所

擁有的條件是截然不同，似乎遇到同樣的問題，但在裏面隱藏的神的計畫和意義卻完全相

反。聖徒生養有問題的兒女，與非信徒有問題的兒女當然不同，聖徒有問題的兒女，是神將

來要重用的器皿，藉著問題，他們能更快的認識自己、認識世界；聖徒得癌症與非信徒得癌

症肯定不同，藉著癌症，聖徒學習信靠主，使自己更新，並用癌症的經歷耒安慰更多得癌症

的人；聖徒所遭遇的貧窮和非信徒所遭遇的貧窮，亦是絕對相反意義的，聖徒可以好好善用

自己的貧窮，使萬民得富足，如同耶穌基督一樣。  

 

今天主耶穌基督用“不義管家的聰明”之比喻，來教導我們非常重要的功課！主的意思是說: 

“連那麼不義的管家，也懂得豫備自己沒有工作之後的日子。為何光明之子(聖徒)，卻那麼

愚蠢，不懂得用自己所擁有的錢財、能力、時光，來豫備自己永遠的時光呢？事實上，比較

起神為聖徒所豫備的永遠基業，錢財是何等“渺小、短暫、又不屬於自己<路 16:10-12>”，

但許多聖徒，竟不知用它來得“大的、真實的、永遠屬於自己的”。那已擁有天上、地上、

永遠無限能源的生命，反被瑪門(錢鬼)極大的能力欺騙著，常常存著貧窮心理，或為著多得，

或怕失去，或為多用，浪費自己那麼尊貴的生命，和地上極貴重的時光。因此盼望本周我們

弟兄姐妹們，在有關錢財的問題上，都要得著最完美的答案，以後一生再不許可錢財來管我

們，乃要善用錢財來得那“永遠最大的、最真實的、屬於我的基業和冠冕”!  

 

1. 人不能事奉兩個主 

錢是重要的，但在一個人的心目中，絕不能將它的地位放在“神”之上，要不然它那奇妙的

魔力，會叫人離棄神，與它一同滅亡！！！ 

 

1) 魔鬼時常用它來試探人，叫人跌倒: 在聖經中，魔鬼撒但不僅用錢財叫羅得、亞幹、基

哈西、猶大、亞拿尼亞、撒非喇夫婦跌倒，也用錢財來試探耶穌基督。今日人的一切罪惡、

憂慮、懼怕、埋怨、放縱、爭闘，顯然多是因錢財和貪慾的問題而來。原來那為要讓人享受

而被造的，卻變為捆綁人、殺害人的工具了。落入<提前 6:10>“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貪戀

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道，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的光景。這錢鬼的魔力，不但捆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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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也大大地控制聖徒的生命，使聖徒不但不能享受從神而來無限的大愛，反使他們因錢

財而試探神(如成功神學)，或因錢財而過分勞累，放縱肉體，浪費時光。錢財成為聖徒不能

愛神的極大障礙，也使聖徒不能痛快地出來事奉神，而失去各樣天上屬靈的恩賜。所以主說，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了!”<約壹 2:15> 

 

2) 聖徒真正蒙恩之前，必須要過的頭一個關卡: <太 19:16-27>當有錢財的年輕人來找主耶

穌時，耶穌因為愛他的緣故，讓他思考跟從主的真正意思，因此試驗他說：“你去變賣你所

有的，分給窮人之後，來跟從我”。那年輕的財主不能通過這個考驗，就憂憂愁愁地走了。

耶穌對門徒說：“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那年輕的財主要一直等

到通過這頭一個關卡，他的心靈是不得不繼續憂愁。亞伯拉罕蒙召後，神在他生命成聖的過

程中，頭一個安排的就是“經濟醫治”。從聖經裏我們看到，亞伯拉罕成功了，羅得失敗了，

因此二人後面的生活，及其後代的蒙恩，是何等不同。為何主要如此帶領所愛之人的生命？

是“因為你的財寶在那裏，你的心也在那裏”<太 6:21>。若第一個關卡不能過，他的信仰生

活裏，必時常受到錢財的試探而軟弱，時常判斷不正確，而選擇不蒙恩的道路，以致有一天，

他會遇到因錢財而徹底失敗的時刻。在今日經文裏，主說：“一個僕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

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阿們!阿們! 阿

們!從我們蒙恩生命的經歷，告訴我們這是又正確又實際的真理。一個聖徒真正過了這第一

個關卡後，他生命成聖的時間才真正開始，他與神的關係也從此才真正開始發展。從此以後，

他才能真正享受平安、自由的生活，也才能終止“汗流滿面”的勞累，爾後才能節省許多的

時間和能力，為屬天的國度奔跑，並開始得著許多貴人的幫助。 

 

3) 主並不是說，“錢財不重要”，乃是強調--“主要的”和“次要的”的關係，其價值程

式要清楚: 主的意思是: 錢財是“小的、屬世短暫的、屬於別人的”，要用來得“更大的、

永遠真實的、屬於自己的”<路 16:10-12>。  

   ① 錢財是小的，要用來得大的: 身體比錢財更重要，靈魂比身體更重要。但有許多人，

卻為著得著這“最小的”，而賣身體、賣靈魂、甚至殺害人的生命的也有。為得這“最小

的”，浪費那麼重要的心思、意念和時光，身體勞累，心靈勞苦擔重擔，用詭計欺騙人，這

是何等嚴重的本末倒置？有一天筆者自問，“我一生努力賺錢，且節省積攢的話，能得到多

少錢?” ，“也許能積攢美金一百萬?”。 然後再問自己，“一生辛辛苦苦的賺錢，該用的

時候捨不得用，快要離世時，手中抓住一百萬重要；還是離世時雖沒留下一毛錢，但一生靠

神隨時的供應，心靈享受滿足，需要時從神那裏豐盛的享用，而平安地過一輩子，到底那樣

重要呢？”，這時我心裏馬上有了答案，“當然是後者了”。在這人人被錢鬼捆綁，而成為

錢財奴隸的世界裏，若我一生的目標不放在“一生只用來積攢一百萬，或是得著一棟房子”

而努力，而是放在“保守我所擁有健康的經濟觀，儘量使用每天、每月得來的錢，來得著人

永遠的生命，並且醫治人、祝福人” 而努力的時候，則當我離世之前，我的一生會是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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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盛的在神面前結算果子呢？若我們生活的目的，放在“得錢財”的話，非但不能得著錢

財，就連生命的安息也會失去，並且一生勞累。當我們離開世界時，會發現一生努力奮鬥而

追求的，剎那間都落空了。可悲可泣的是，許多光明之子的頭腦，還不如那”不義的管家“聰

明呢!   

  

   ② 錢財是屬世短暫的，要用來得永遠真實的: 天國裏不需要錢財，到處都是“黃金、寶

石、生命果”，也沒有登記動產、不動產之事。在那裏，神的兒女們一同享受神國度永遠的

豐富。地上的錢財，不是永久的，乃是暫時的；不是靠自己的勞碌而得的，全都因神的供應

而得的；不是要在地上積攢的，乃是要儘量使用的；不是為自己留下來的，乃應分享，並與

需要的人來得永遠真實基業的。主說:“不要為自己積攢財寶在地上，地上有蟲子咬，能鏽

壞，也有賊挖窟窿來偷。只要積攢財寶在天上，天上沒有蟲子咬，不能鏽壞，也沒有賊挖窟

窿來偷”<太 6:20>。大部分人只知認真儲蓄錢財，卻不知如何有意義的享受。為了積攢錢財，

一生捨不得用，一直到老了，心裏盤算要享用的時候，已無牙齒享受飲食，沒有力氣去旅行。

全留下給兒女的結果，非但不能幫助他們，反而害他們依賴、軟弱、墮落，甚至兄弟、姐妹

之間，因遺產而發生矛盾、爭吵。正如<路 12:19>的愚昧人說，“我的靈魂哪，你有許多財

物積存，可作多年的費用，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樂罷”。神卻對他說，“無知的人哪，今

夜必要你的靈魂，你所豫備的，要歸誰呢？”。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曠野，神將嗎哪賜給以色

列人時，神說對以色列人說，“你們按著各人的飯量，按著帳棚裏的人數收起來…”，不許

多收而留到第二天早上，有些人不聽話，將嗎哪留到早晨，就發現嗎哪生蟲發臭了<出

16:13-20>。神供應財物的原理，就是按需要，每天用完了會再給。那麼，錢財應該用在那

裏呢？主說，“我又告訴你們，要借著那不義的錢財，結交朋友，到了錢財無用的時候，他

們可以接你們到永存的帳幕裏去.. ”<路 16:9>。當一個蒙恩的聖徒得知了神的美意，願意

為得人而用錢時，他越用，那位元“按需要供應”的神，會供應越多的財物叫他經管，使他

能得更多永遠真實的財寶。 

 

  ③ 錢財是屬於別人的，要用來得永遠屬於自己的: 眾所週知毫無例外，人人都空手來，

空手而去。地上的財物，是我們在地上短暫日子裏，暫時借用的。我們在地上的一生，正如

我們旅行期間住旅館，借住的時候，我們可以享受房間裏一切的設備和工具。但是第二天，

當我們離開旅館時，什麽都不能帶走，因為原來都是屬於別人的。有人利用住在旅館一天的

時光裏，儘量用旅館裏的電話、電腦、英特網、以及會議室，來作好美好的生意，他住在旅

館裏的一天，使他得著更多真正屬於自己的。因此我們在地上的日子，是暫時借用這宇宙裏

一切的設備，我們身上的錢財、能力、恩賜，都是暫時借用的。世界大部分的人，一生為著

“屬於別人的”而勞累作工，其實對自己永遠的生命，卻是一點益處都沒有。他們生活的目

的，都是要滿足自己將腐壞的肉體、將要離開的世界、不屬於自己的錢財、和將被忘記的虛

名，一生勞累，到頭來全落空。有少數蒙恩的人，懂得借用地上的工具，天天塑造自己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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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越來越多得永遠屬於自己的美好生命果子，也以借用的一切工具，天天愛人、幫助

人、祝福人、得人和那人所擁有的永遠福份。所以主說，“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

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太 13:12>。真正明白這句話，而天天多得的人，是有

福了! 

  

2. 神豐盛的豫備和供應已經與我們同在 

神從未吝嗇，眼睛一打開，就能看見祂一切的豐盛從未離開過我們。我們不能看見，不能享

受，是因為我們的眼光被蒙蔽了。 

 

1) 神創造了豐盛無限的宇宙萬有，讓我們享受，也叫我們管理，我們正活在他所供應的豐

盛裏: 神給我們的，不單單是“登記在我名下的財產”，更是整個宇宙萬物。白天陽光的燦

爍，夜晚月亮的浪漫和無數星星的閃耀，天天自動還原的新鮮空氣，從天降下澆灌萬物的雨

水，地下噴出來的淨水，各式各樣美好的花草和他們所發的香氣，野地裡出產完美營養的草

木菜蔬和果實，天上可愛的飛鳥，地上跑來跑去活潑的動物。從亞當以來，世世代代那麼多

無數的人，來到這世界，都一起借用了，等到他們在地上的日子滿了，舊人離開，新人又來，

然而天地萬有的豐富從未改變。唯有真正蒙恩，並懂得感恩領受的人，才能隨時、隨地看見

神的慈愛和榮美，是何等真實的與祂所造的萬有同在，並能看見神那創造的能力，有規律地

運行在整個宇宙中。  

 

2) 按需要，神信實豐盛的供應: 主說，“你們看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

在倉裏，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它，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麼?... 何況你們呢”<太

6:24-32>。神因為真愛我們，所以不是一下子給我們太多，而使我們管理得太煩惱，只按著

需要，按我們管理的能力，按時候適當的供應我們。神不可能不供應兒女的需要，兒女所需

用的，絕不是兒女們要擔心的，乃是供應的父要擔心的。正如我的女兒今年上大學，身為父

母的，我們晝夜關注的是女兒需用的夠不夠。女兒的責任，是善用所供應的，並且注意身體

健康，認真讀書就好了。    

 

3) 但是，為何很多人仍常覺不足？ 其原因有三， ① 因為貪心，祈求超出我們所需用的 ② 

因為我們用錢的方法，不合乎神所定的經濟原則 ③ 因為神有更美好的計畫。 

① 貪心: 一個人每天生活上所需用的其實不多，以謙卑感恩的心來領受的話，樣樣都夠用，

甚至時常超過一些。<創 3:16-19>“汗流滿面才能糊口”的咒詛，原來並非指神不供應人物

質上的需要，乃是指人的心靈受咒詛後，所帶來的貧窮感。其實人擁有的已經夠多了，但因

人的心靈看不見慈愛的神按時供應，所以被撒但控告的心靈裏，總是浮現“怕不夠、怕失去、

怕被奪去”等等的不安全感，也愛與人比較競爭、貪愛別人所有的財物…等等罪惡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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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不遵守經濟運作原理: 因為神愛祂的兒女們，非常細密的引導、干涉他們的心懷意念和

一舉一動。若因祂供應他們過多的財物，反使他們犯罪、放縱、浪費尊貴生命和時光時，神

因著愛，不可能袖手旁觀他們的生命遭受虧損，必會收回他們的財產來管教，來重新得回兒

女們的生命<申 28:15-19，瑪 3:11-12> 。神給兒女財物，為的是使我們用來祝福自己永遠

的生命，也用來“榮神、益人、建國”。<太 6:24-31>主強調“父神絕對豐盛的供應”後，

主又說，“所以你們不要憂慮說，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需

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

們了”<太 6:32-33>。所以遇到經濟困難的聖徒，必要檢討自己的生命和用錢的目的，無論

什麼時候，兒女們真願意悔改，願意更新自己，神的憐憫必速速地臨到兒女們的身上。 

③ 因為神有更美好的計畫: 當宇宙萬有的主人耶穌基督來到世界時，在馬槽出生並以最貧

窮的樣子來，是為了“因祂的貧窮，使萬民可以成為富足”<林後 8:9>。偉大的使徒保羅，

一生過著貧寒的生活，也是因他所經歷的“單純信靠”的生活，使更多人經濟上得醫治。  

 

4) 在經濟得醫治的同時，必會看見豐盛已經與我同在，更多的豐盛也會來臨: ① 若聖徒的

生命還未得著經濟醫治之前，得到經濟上的豐富，反而會叫他跌倒，這絕非是神的心意。 ② 

經濟得醫治的同時，就能看見神一切的豐盛和供應，原來與自己同在。 ③ 經濟得醫治的結

果，是 a. 屬靈生命的蒙恩。 b. 學到知足的秘訣。 c. 按著經濟原理使用。 d. 成為忠心

豐盛的好管家<腓 4:9-13，19>。誠如洛克斐勒的見證: 當他遇到個人事業經濟危機時，他的

煤礦事業毫無出產，積欠工人許多工資，礦坑又挖不出煤炭，工人們都不願意再為他工作，

就在他快要破產的時候，他對工人們說，請不要走，再給我一次機會。於是他自己下了礦坑，

先在煤炭礦坑裏向神悔改禱告，一直到他完全的交托神並且信靠祂，然後自己開始挖礦。結

果就他在腳底下的不深處，挖到了石油，神將一個新的石油事業賜給他，使他後來成為大富

翁。之後，他也忠心管理神交托給他的錢財，在他生平中，建立了五千間的禮拜堂，十四間

的大學，並且成立了洛克斐勒基金會。他的一生深受他母親在他小時侯的教訓： 1) 一生必

要遵守十分之一 2) 順從牧師 3) 遵守主日 4) 每次聚會必坐在最前面 5) 時常尋找需要

你幫助的人。  

 

3. 如何忠心管理？使我們得著“更大的、真實的、屬於我的”呢? 

 

1) 並非富有人才需忠心，乃是無論經濟情況如何，都應該在自己的條件裏，忠心管理: 在

任何經濟情況裏都有神的美意： ① 有財力的財主: 屬於這階層的人是少數，但若他真願意

擺上，則其影響範圍並定是極大、極深。神不但會給他更多的財物，他身上必有神所賜管理

財物的恩賜，並以此恩賜來作美好的事奉，也用來得著許多人，並且幫助傳福音宣教的教會

和機構。 ② 中等經濟生活的人: 每一個國家和社會裏，普遍多數是屬於這階層的人。因此，

若他能按神所定經濟的原理，來做出事奉主、事奉人的美好榜樣，則他的榜樣必定能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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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人的生命。③ 貧窮的人: 若他們的生命蒙恩，又能得著知足的秘訣，必會使許多人因

他的貧窮而得富有。猶如撒勒法寡婦的奉獻，以及耶穌基督所稱讚的一個寡婦，她將自己僅

有的兩個小錢奉獻出來。  

 

2) 那麼，要如何“借著那不義的錢財，結交朋友”呢？: 並非如有些教會或團契，把救濟

活動當作每年一次的特別活動；也不是只定時供應食物給街頭遊民等等的救濟活動。其實沒

有智慧的救濟活動，反而更害人。這樣的救濟活動，只助長人生命裏的“依賴心”而已。必

要從愛心出發，用愛心進行，以愛心結束的幫助，才能滿足主的喜悅，也實際的幫助人，得

著人的生命。為此，最要緊的是時常在一起代禱、關懷，按人的需要，並以“使人遇見神、

得生命、得醫治、被培養”為中心來進行。若要得如此的效果，最好的方法，就是從教會肢

體所擁有的生命聯絡網為中心來展開。 

 

3) 神所定的經濟運用原理: 從舊約聖經裏，我們會看見，神的關注不在於外邦人那裏，乃

在於以色列裏面的寡婦、孤兒、貧窮的，神先叫以色列的內部聯絡得合式，一同剛強起來，

然後在大衛、所羅門時代，就能向萬國顯明主的榮耀。在新約聖經給我們看的救濟工作，也

都以教會為中心展開的。耶路撒冷教會裏面的救濟工作，以及安提阿教會和馬其頓教會幫助

耶路撒冷教會的例子，也給我們一些提示。保羅所作的救濟工作，也是以教會為中心，藉此，

他在傳福音、建立教會、培養門徒的工作上，能得著更多蒙恩的肢體和門徒，並且大大地堅

固主的教會。那麽一般的聖徒，又用何法參與“用錢財結交朋友”、“以教會為中心得著人

靈魂的工作”呢?   

 

① 十分之一: 按照聖經的啟示，每十二個蒙恩的家庭興起，就能支持一個全時間傳道人的

家庭。就像以色列十二支派中的一個利未支派，他們是不做世上的工作，只專心在事奉神的

工作上。大衛、所羅門時代是最典型的例子，不但獻祭的祭司長有廾四班的輪班，連唱詩歌

的詩班，也有廾四班的輪班，以此向萬國顯明以色列的豐富和榮耀。原來神在個人家庭經濟

運用的原則上，聖徒的十分之一，是屬於教會裏利未族(全時間聖工人員)的，也是教會地區

福音化、世界福音化的力量。不需要再討論十分之一是否是律法，該不該作...等等。十分

之一是建立教會、擴張教會、傳福音事工的最主要力量。有這十分之一的信仰，而能納出十

分之一的聖徒，則已經作到“用錢財結交永遠的朋友”的事工了。無論有收入的、沒有收入

的，無論男女、老少，每天有飯吃的人，都有能力將自己的十分之一為主、為教會、為靈魂

納出來。 

 

② 感恩奉獻、宣教奉獻、特別奉獻: 聖徒所奉獻的金錢，都會成為教會的資源和能力，都

將被用於拯救靈魂、培養門徒、差派門徒的事工上。所以聖徒不可在奉獻的事上吝嗇，應該

彼此鼓勵、多參與奉獻。筆者在華人教會中發現一個矛盾現象，就是聖徒不懂得如何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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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初代教會開始，曆世歷代每一個蒙恩的聖徒，都是懂得奉獻，並喜愛利用各樣的機會，用

奉獻來表達對神的感恩。無論是平安渡日、事奉蒙恩、家人重生、病得醫治、事業興旺、結

婚生子、兒女上學、家人生日、得新工作、搬遷帳棚…等等，都應該成為我們特別感恩的理

由。每天、每週努力尋找感恩的理由，進而豫備感恩奉獻的人，是真有福的人。我們在教會

歷史裏，從未看過如此事奉主的人，不蒙神加倍的恩典。奉獻的額數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

獻給主感恩的心，和為拯救靈魂的工作，儘量加添教會力量的愛心。聖徒所感恩而奉獻的每

一分錢，都會能成為有效展開福音工作的力量。  

 

③ 在個人的生命聯絡網裏需要幫助的人: 當我們有心觀察，其實每天與我同在的人、或我

的家人、親人、朋友裏，都有許多需要我們去幫助的人。我們愛心的關懷，能帶給他們無限

的力量和安慰，使他們在愛中能脫離矛盾而得突破。這並不是我們有錢才能作，有心的話，

就會發現主所加添的恩典和方法。我們要記得<太 25:31-40>裏主所教導的話說，“因為我餓

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結束的話: 當我們蒙恩成為神兒女時，主賜給我們何等大的福份呀！何等大的指望、基業、

能力是為我們豫備著的呀！我們在地上有限的日子剩下多久？主使你成為那一種的經濟

人？雖然， 錢財是“最小的、屬世短暫的、也是暫時借用別人的”，但在這人人都被錢鬼

捆綁著，把錢財當作神的時代，若我們真能成為蒙恩的經濟人，能作出盡心、盡力、愛主、

愛人的美好榜樣，則神必將許多需要我所擁有的答案和見證的人，帶到我生命的聯絡網裏，

使我得許多人的生命，並與他們同得永遠的基業。  

 

** 本周祭壇禱告題目(06.09.24~) ** <路 16:1-15>  

 

1) 檢討: 我的錢財觀是健康的嗎？ (參考講道大綱一: ① 是否已過了蒙恩的頭一個關

卡？ ② 能否清楚分別主要的和次要的？並且使用那“小的、短暫的、別人的”，而要得著

“更重要的、永遠的、屬於我的”。)  

2) 目前，主供應我的錢財夠用嗎？ 自己能按時看見祂豐盛的供應麼？若不夠，能否察驗出

其原因為何？同時尋找在自己生命裏，有否要得“經濟醫治”的地方？在耶穌基督裏，能得

到完整的答案嗎?  

3) 我的錢財管理是忠心的嗎？ 我是用它來得生命、基業、獎賞嗎？是按神所定的原理管理

嗎？ 是否有加強並更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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