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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1 年 4/17~ 4/23 

主日早上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信息聚會                          10:50-11:30 AM 

專題追求                      11:30-12:30 P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王麗斌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曹振东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闵永恒弟兄家 

Woodbridge 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盛國華姊妹家 

一、 5 月 28~30 日的的福音營請向陳憲明和王艾東弟兄報名。 

二、 下週主日第二堂【信息聚會】──路加福音第十八章 

 

 

 

 

 
 

 
【上週主日聚會綱要】有關蓋會所的交通 

 我曾說過如果會所能把主帶回來，主早已經回來了，因為這世

上不知道已經有多少會所。 

 真正能把主帶回來的是屬靈的居所，也就是被建造的教會。 

 所以在籌備蓋會所的事上，一定要屬靈。 

 要屬靈就要禱告，在蓋會所的過程中一定會面臨許多外在（環

境上）和內裡（聖徒間）的難題和不一致。別先想法子來解

決，要先來禱告，召聚聖徒們一起來禱告。 

 從禱告中若是有什麼主的引領，弟兄姐妹也覺得合適就往前，

若沒有情願等一等（這會逼得我們有更多的禱告和交通） 

 交通是雙向的，不要怕弟兄姐妹有很多意見，弟兄姐妹願意發

表意見就表示他們關心，有意見一定會有分歧，要能使聖徒們

的想法一致（要能擺平聖徒們不同的意見）就已經在建造的路

上了。 

 所以要鼓勵聖徒們參與，參與計劃，參與探看，給弟兄姐妹感

覺這不是少數人的事。 

 教會中發表意見容易，做不容易，誰提意見就鼓勵他親自來做

做看（想出解決的辦法）。 

 因此所有的意見，所有的方案得是可實行的（practical）不能只

是理想化。 

 但我們的心也得大，我們的心大，我們的信心大，主就會照著

我們的意願給我們成就。 

 末了蓋會所不該是我們唯一的 focus，我們還得好好享受主的

話，還得傳福音還得好好照顧人。──鄭百德弟兄 

【家訊信息】基督徒與錢財 

【對於錢財該有的認識】(一)擁有錢財並不是罪：許多基督徒對於

主耶穌有關錢財的教訓有一種錯誤的領會，以為主耶穌排斥有錢的

人，因為祂說：「有錢財的人進神的國，是何等的難哪」(路十八

24)；又從祂所舉「財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參路十六 19~31)看見，

主並沒有說明財主死後受痛苦、討飯的死後得安慰的原因，便認為

其中主要的不同點乃在於一個生前擁有錢財，另一個一文不名 

實際上，主耶穌並不歧視有錢的人，祂的門徒當中也有「財主」

(參太廿七 57)。主所斥責的，並不是擁有錢財，而是「貪愛錢財」

(參路十六 14)。使徒保羅也警告我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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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

六 10)。貪財的結果，會使人忽略靈性的享受，而轉向於物欲，帶

進許多的罪惡和愁苦。 

 (二)錢財並非完全無用：主耶穌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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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十六 9)。主這話是說，當我們還活在這世上的時候，錢財自有

其用處；等到我們脫離地上帳棚的時候，它就毫無用處了。因此，

基督徒應當趁著還活著的時候，善用手中的錢財。 

錢財的危險性】基督徒如果能善用錢財，它固然能夠產生良好的

功用，但若我們對於錢財的態度不正，它會給我們帶來可怕的後

果： 

 (一)錢財會吸住人的心：主耶穌說：「你的財寶在那裏，你的心

也在那裏」(太六 21)。從一個人對金錢的態度，可以看出他對神的

態度，因為兩者是密切相連的。一個人的錢包總是放在最貼身的地

方。最能吸住人心的東西，就是錢財。當一個基督徒的心被錢財吸

引了時，他的注意力就會從天上的事轉向地上的事。 

 (二)錢財會成為跟神敵對的勢力：主耶穌又說：「一個人不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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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六 24)。錢財的背後有一個邪惡的勢力──

撒但──神的對頭，它利用錢財來霸佔人的心，叫人在不知不覺中

受其支配和奴役，因而奪去了神子民對神該有的事奉和敬拜。 

 (三)錢財會使人失去對神的倚靠：基督徒原應倚靠那厚賜百物給

我們享受的神，但當我們的心被錢財霸佔時，便只會倚靠「無定的

錢財」(參提前六 17)了。 

 (四)錢財會引誘人離開真道：基督徒倚靠錢財的結果，最終會被

引誘而離開真道(參提前六 10)。絕大多數基督徒的失敗，都與錢財

有關連。主耶穌的門徒猶大甚至為了錢財而出賣主(參太廿六

14~16)。我們若不小心，也難保不會為著錢財而出賣真理。世界上

沒有第二件事情被神定罪，更過於「以敬虔為得利的門路」(提前

六 5)了。這是全世界最卑鄙的事。我們的衣服可以出賣，我們的東

西可以出賣，但是我們的道理和敬虔決不可以出賣。 

【要緊的是你怎樣看待金錢】金錢絕不妨礙我們得到內心的平安，

全看你怎樣對待它。要是把金錢本身當作目的，我們就會變得趾高

氣昂、目空一切。要是我們用錢只求滿足我們的欲望，我們的生活

也會墮落、腐朽。要是我們能做神的好管家，善用金錢，它可以成

為我們的祝福，使全家欣欣向榮。主耶穌說：「人的生命不在乎家

道豐富」(路十二 15)。 

【基督徒的理財原則】基督徒理財的方法，和不信的人理財的方法

完全不一樣；前者乃是給，後者乃是積蓄。世界上的人是「量入為

出」，基督徒的理財是「量出為入」。我要怎樣收入，我就得怎樣

支出。許多人的收入出毛病，是因為支出出毛病。許多人只有信心

求神給他錢，卻沒有信心把錢給出去。 

 (一)神的供給是有條件的：千萬不要想神是貧窮的。千山的牛、

萬山的羊都是祂的。神如果要供給，像出埃及記裏所說的，叫你吃

得嘔出來，叫你吃得討厭了，這在神並沒有難處。神有夠多的豐

富，可以養活神的兒女。神不要我們有一個人缺乏，沒有法子生

活。所以，不是神不供給，乃是我們必須先作一件事，合乎神的條

件，纔能得著神的供給。這個條件就是給人。 

 (二)要給人，就必有給你的：主耶穌說：「你們要給人，就必有

給你們的」(路六 38)。聖經裏有一個基本的原則：要豐富，就得

給；要貧窮，就可保留。誰在那裏只為自己著想，誰定規是貧窮的

人。誰在那裏學習給人，他定規豐富。只有一種的人，是神肯供給

他的需要的，就是肯拿出來的人。 

 (三)越多付出，就越多進來：你要有更多的收入，就要有更多 

【禱告事項】 

◆ 為購置會所禱告。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明此項目的使用。 

◆ 為兒童服事禱告。 

◆ 為已參加過福音聚會的福音朋友代禱。 

◆ 為5月28~30日的的福音營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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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付出。你越能夠給，就越能夠受。這是屬靈的原則。許多時候，

我們一缺乏，反而要儘量的給。你千萬不要看手裏剩多少。這樣，

當神給你的時候，絕沒有計較，從來是寬宏的：「用十足的升

鬥」、「連搖帶按」、「上尖下流」的給你(路六 38)。 

 (四)要把錢拿出去種：「少種的少收，多種的多收」(林後九 6)。

基督徒送錢給人，是拿出去「種」，不是拿出去「丟」。你如果盼

望你的錢長，你就得拿出去種。多少求供給的禱告，神不能聽。因

為你是殘忍的人，沒有種的地方想收割，沒有散的地方想聚斂。那

是不可能的事。凡是把錢握在手裏越牢的人，那一個人越得不著。

要學習把錢拿出去種，等到你們自己有需要的時候，能夠收你們所

種的。有多少，吃多少，當然就沒有了。要種，就不要吃光。許多

人老是吃，從來不種，所以等到有需要的時候，就不能收。 

 (五)要奉獻給神：神對以色列人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

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

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瑪三 10)。十擔是貧窮的

原因，九擔是豐富的原因。人以為手裏越多越好。但是拿在手裏

的，是貧窮的基本原因。我奉獻給神，就變作祝福的基本原因。那

另外的一擔，在我的手裏，就變作我的咒詛；在神的倉裏，就變作

我的祝福。 

【聖經裏得神供應的榜樣】(一)舊約──一切都拚上為著神：列王

記上第十八章，以利亞在迦密山上為著降雨禱告神。那是一個大旱

的時候，水是何等的寶貝呢！因為連王都出去找水。但是以利亞吩

咐人挑水來，把水倒在祭壇和祭物上。一擔的水，兩擔的水，三擔

的水，一直倒到水流在壇四圍像河一樣。神聽他的禱告，就降了大

雨。我們要天上降下大雨來，先要把我們的水澆上去。我們如果捨

不得我們的水，天上的水就不降下來。以人的思想來說，凡事要留

退步。若是雨不降下，起碼還有幾擔水。但是計算有幾擔水在手裏

的人，永遠看不見天上的水。 

 (二)新約──腓立比人得神豐富的供應：腓立比人一次一次的供

給保羅，保羅對腓立比人說：「我的神必照著基督榮耀的豐富，來

供給你們一切的需要」(腓四 19)。接受饋送之人的神，要供給這些

饋送之人的需用。斷沒有不供給人，而神供給他的。今天許多人抓

住腓立比四章十九節，卻沒有看見祂不是給「求」的人，祂乃是給

「給」的人。只有在「給」原則上的人，神纔能供給他的需用。 

【錢釋放出去讓神行神跡】我願意我們釋放錢出去，叫錢在地上

行走，叫錢去作事，給神去聽禱告，去行神跡。你要看見說，錢在

教會裏都是活的。有需要的時候，天上的飛鳥，也都會替你效力。

當你有需要的時候，神會行神跡。 

不過，還有一個先決的條件，就是你需要先把自己擺在神的話語

裏。否則，神就沒有辦法按著祂的話成功在你身上。要先把自己給

神，然後一直把錢給出去，好叫神能夠給你。 

【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常常禱告，不必灰心！ 
內容：路加福音第十八章 1~14 節記錄了主說的兩個禱告的比喻─

─頭一個比喻是對門徒說的，後一個比喻是對那些自義的法利賽人

說的。1~8 節，主先用審判官和寡婦的比喻教導我們要常常禱告，

不可灰心。城裡的審判官既不怕神，也不顧念人。當寡婦來求他申

冤時，他先不准，後來因為不能忍受寡婦的煩擾與纏磨，就替寡婦

申冤了。接著 9~14 節，主指出法利賽人禱告的錯誤， 因他禱告的

內容是自以為義、定罪別人、向神誇自己的善功；主悅納稅吏的禱

告，因他在禱告中，承認自己是個罪人、捶胸為罪憂傷，而求神恩

待憐憫。然後 15~17 節記載了有人抱著自己的嬰孩來見主耶穌，門

徒阻止責備這些人，但主卻接納小孩子，並說明要承受神國必須像

小孩子。 

18~30 節記錄了主耶穌和少年的官一段對話。有一個富有的少年官

來問主耶穌：「良善的夫子，我該作甚麼事，纔可以承受永生？」

主就問他「你為甚麼稱我是良善的？」主立刻提出十誡裏面的最後

六項關於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誡命，而他自稱自己從小都遵守了。主

要他變賣一切所有的分給窮人，並要來跟從祂。他聽見這一切後，

就甚憂愁，因為他很富足。主耶穌看見他，就以「駱駝穿過針眼」

形容有錢人難以進入神的國。有人就感歎說，「這樣誰能得救

呢？」主回答說，「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卻能。」。接著，彼得

提出門徒已撇下自己所有的來跟從祂；主回答說，人為神的國撇下

一些，在今世要得百倍，並得到永生。 

31～34 節是主第四次預言祂將受難（前三次見九 44，十一 30，十

三 32），但門徒卻無法瞭解祂說這些話的意義。然後 35~43 節記載

了主耶穌醫治討飯的瞎子。主耶穌將近耶利哥城之時，一個坐在路

旁討飯的瞎子，聽見主的經過，就大聲呼救。當人責備他，不許他

作聲時，他卻越發喊叫。結果主站住，吩咐把他領過來並醫治了

他，他就跟隨主，一路歸榮耀與神。 

鑰節：「耶穌設一個比喻，是要人常常禱告，不可灰心。」【路

十八 1】 

提要： 主耶穌是以這位恒切祈求的寡婦來教導我們禱告蒙垂聽的

兩個秘訣： 

一、 「常常禱告」。這一個比喻提示我們要『常常禱告』的理

由：(1) 『對頭』兇惡──『撒但』的原文字義就是『對頭』

魔鬼撒但不單與神作對；(2 自己無依無靠且無助──我們活在

不義世界，常被仇敵迫逼得過無奈的日子；(3)神是慈愛、公

義、滿了憐憫的──連這一個不懼怕神也不尊重人的法官肯為

她伸冤，更何況祂豈能不垂聽我們的禱告呢？也許有人會

問，我們怎麼可能「常常」禱告呢？「常常」禱告，就是

「繼續不斷」的禱告(帖前五 17)。「常常禱告」的秘訣，乃

是將每一天生活中的每一個細節和禱告調在一起，可以一面

作事，一面與神交通。基督徒不是要問什麼時候禱告？什麼

地方禱告？為什麼禱告？基督徒應該是生活在禱告之中，禱

告應該是我們生命的全部。但願神的兒女，不斷的到神施恩

座前得憐恤，蒙恩惠，得主隨時的幫助罷(來四 16)！ 

二、 「不可灰心」。灰心是禱告的最大致命傷，因為灰心生失

望，失望生不信，不信生失敗，以致失去了禱告的勇氣。所

以禱告時要仰望主，千萬不要看環境、看自己，否則會灰心

喪志。神垂聽我們的禱告，不一定按照我們所指定的時候答

應我們，但祂的答應若有耽延，也是為著我們的益處(彼前一

6~7)。因此在等候神的答應事上，我們要抓牢神的應許，不

灰心，繼續禱告。。這也正是寡婦的態度，單純相信、迫切

尋求、恒切仰望、忍耐到底就必得著。也許有人會問：「我

們禱告，應該到甚麼時候為止呢？難道不能把事情交在神手

中，而停止禱告麼？」只有一個答覆：禱告到你已經得著你

所求的，或者到你心中已有確實的把握──相信神必為你成就

的時候為止。但願我們不敢隨意停止禱告，除非答應已經來

到了，或者已經有把握了。 

默想：向父神禱告罷，否則我們屬靈的光景，要比無助的寡婦更

悽涼更貧窮！ 

禱告：主啊！使禱告成為我們生活中的必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