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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1 年 9/11~9/17 

主日早上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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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愛筵交通聚會 
週六下午 6:30-9:30 PM    

13 Church Road, Morganville 

一、 9 月 17 日~18 日的特別聚會，將由謝德建弟兄釋放信息，請

弟兄姊妹出席。 

 
 

 

 

 

【家訊信息】富足的人生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

人…」(路四 18)「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並不加上憂慮。」(箴

十 22)神願意人富足，他所賜的福並不加上憂慮。  

何謂富足？一般人認為擁有越多財物就越富足，許多基督徒的價

值觀也是如此，以為信主後神祝福我們，就會賜下五穀新酒(創廿

七 37-38)。五穀新酒是養生的需要，是看得見的祝福，這也是舊約

猶太人的觀念。有些基督徒尤其是做生意的，認為只要定時聚會、

活出好見證，就一定富足，因此產生所謂的「成功神學」。有些服

事主多年的基督徒，甚至認為自己為主擺上這麼多，主應該在物質

上大大賜福；這心態就如路加福音十五章的大兒子一樣，服事父親

多年，起碼要得一隻山羊羔。我們是否也有這樣的觀念，認為「富

足」就是神賜給我們外面許多東西？我們要來看聖經的價值觀是怎

樣的。  

真正的富足 

路加十二章 13-21 節記載，有一個人請求耶穌為他與兄長分家

業，耶穌卻指出他的價值觀錯了，因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豐富，

接著就用比喻說明凡為自己積財，在神面前卻不富足的，就與無知

的財主一樣。或許我們在人面前擁有許多，像財主一樣，然後對靈

魂說：「安安逸逸的吃喝快樂吧！」但物質的豐富不能成為靈魂的

滿足。若我們信主多年，仍然有財主一樣的觀念，就是無知的人，

即靈裡不敏銳，對屬靈事物的領會力很弱。  

聖經中的真正富足不是外面的，乃是裡面的，就如路加一章 53

節：「叫飢餓的得飽美食」，重點是指屬靈的生命飽足、滿足。又

如雅各書二章 1-5 節題醒我們，不要看外面的富足，要注意在信上

的富足，就是對神、信仰、基要真理多有認識，好配受神所應許的

國。更進一步，不但自己在信仰、生命上富足，還要叫身邊許多的

人富足(林後六 10)，這才是真正的富足。  

正確的價值觀 

我們要回到起初，看看人被造的目的：第一，為著榮耀神(林前十

31)；第二，為著享受神，因神是我們的福分(詩七十三 26)。我們若

享受神，就必定榮耀神，因榮耀神的動力是享受神，叫我們能夠如

鷹展翅上騰，奔跑並不困倦(賽四十 31)。我們蒙救贖，不單有永

生，也得著神的兒子(約三 16)；若我們只是不下地獄，卻沒有享受

神的兒子，可以說只是半得救而已。神將最好的美物─他的兒子賜

給我們，若我們心裡面填滿了別的東西，就沒有地方讓主充滿，正

如人吃飽了，就連蜂房的蜜也厭惡(箴廿七 7)，所以神叫富足的空

手回去(路一 53)。  

金錢(銀子)、財富(不動產)和物質(所擁有的)，對於在職聖徒是 

莫大的挑戰。有人說：「錢不是萬能，但沒有錢就萬萬不能。」但

我們是否相信，就算沒有錢神也可養活我們？路加十二章 22-32 節

說，醜陋、不潔的烏鴉，神尚且養活牠；神給百合花的妝飾，比所

羅門極榮華的時候所穿戴的更美麗，何況我們呢？或許我們沒有豐

富的物質，沒有穿金戴銀，沒有名牌手袋，但我們簡單地倚靠神，

就是最美麗、最富有、最滿足的人。  

我們是神的兒女，神是我們的父，他沒有叫我們不要金錢、財

富、物質。他知道我們必須用這些東西，只是我們應先求他的國，

這些東西就必加給我們。父神並非不賜給我們這些東西，只是恐怕

我們只求擁有這些東西，而忽略最重要的「神的國」，成為無知的

人。神不是要奪走我們所有的金錢、財富、物質，乃是巴望這些東

西不成為我們進入神國的攔阻。金錢、財富、物質本來是中性的，

但許多時候成為我們的試探、網羅、迷惑、憂慮，叫我們不能專心

事奉神，在神面前不能富足，反而成為貧窮。在末世裡，人都是專

愛自己，他們的表現就是貪愛錢財(提後三 2)。試問升職加薪、財

富物質有否摸著我們的心？這在乎我們是否有正確的價值觀。  

錢財的迷惑 

路加四章 1-4 節記載魔鬼對主的第一個試探，當時主餓了，有合

理的需要，魔鬼就叫他將石頭變成食物，主回答說：「經上記著

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4 節)

今天魔鬼也如此試探我們，叫我們覺得錢財是很合理的需要，但主

告訴我們：人不單有肉身的需要，還有靈裡的需要，而只有神的話

才能滿足靈裡的需要。魔鬼叫人只關心、滿足肉身的需要，但我們

是否相信神的話帶來的滿足，可以越過肉身的需要？金錢、財富、

物質可以帶來許多憂慮，當我們與人比較，在乎別人怎樣看我們，

就成為憂慮的源頭。若我們被今生的思慮、錢財、宴樂擠住了(路

八 14)，生命就不能成熟，不會有富足的人生。若我們想要發財，

決意要賺第一桶金、第一層樓，這就成為我們的迷惑、網羅，叫我

們沉在敗壞中，被引誘離了真道，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提前

六 9-10)。  

金錢會奪去我們的心，「因為，你們的財寶在哪裡，你們的心也

在那裡。」(路十二 34)財寶在地，心也在地；財寶在天，心也在

天。當我們追求、擁有太多物質，心就自然被帶到地上。「一個僕

人不能事奉兩個主… 」(路十六 13)撒但藉著財利叫人服事牠，當我

們面對金錢、財富、物質，同時面對「事奉誰」的問題。路加十二

章 13-34 節講錢財，跟著 35-48 節就題到事奉，可見錢財直接影響

我們的事奉。當一個人想要發財、步步高升、獲取更多物質，事奉

必定受打岔。主所受的第二個試探，就是關乎事奉(路四 5-8)。若地

上的榮華與事奉神有衝突，我們會怎樣揀選？願我們都像主那樣絕

對：「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他。」  

如何處理錢財 

我們該如何正面處理金錢、財富、物質？包括以下四方面：  

第一，謹慎自守(路十二 15)。我們不要以為自己剛強，不會墮入

這些陷阱，首先要連於主、求告主，承認自己非常軟弱，求主保

守。我們必須倚靠主，藉著禱告叫我們儆醒、謹慎自守、常常知

足，逃避這些事，可以過簡樸的生活(提前六 6-8、11)。保羅說：

「用世物的，要像不用世物…」(林前七 31)意思是我們不要被世物

牽制、霸佔，不要與它發生感情，不要愛護它，將全人投傾上去，

這實在是叫我們分心的事。  

第二，眼睛純一(路十一 34-35 另譯)。若我們不純一，就有兩個

價值觀，要主也要地；若純一，就單單要主。我們的眼睛純一對準

主，在生活中時常思想主，定睛將主看看，就知道是主親手帶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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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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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經過高低處境，或卑或富，叫我們即或在缺乏中，也會奮起高聲

歌唱，有滿足的人生。  

第三，學會了(腓四 11-13)。無論在何種景況，保羅說：「我靠著

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13 節)原文是：「我在那位加我

力量者裡面，凡事都能作。」保羅可以處卑賤，也可以處豐富，完

全是靠著主、與主同活。當我們順服、接受神給我們一切的環境，

這要成為我們化裝的祝福，叫我們也像保羅一樣，無論在任何環境

中都學會了知足。  

第四，在好事上富足(提前六 18)。我們不要只關心自己如何用

錢，要學習供給人(路十二 33)，花錢在神的事和神的家上。我們要

好好思想：這麼多年來，有否為著教會的開展擺上？從前的弟兄姊

妹雖然窮困，但為著神的家，將所有都投上。今天我們富裕了，反

而與神斤斤計較，沒有在好事上富足，難怪靈性這麼貧乏！當我們

將財物投在教會中，叫更多人聽到福音，神的家得著建造，這才是

真正的富足。  

過富足的人生 

路加十八章 18-23 記載，有一個少年的官來見耶穌，尋求永生之

道，耶穌叫他變賣一切所有的分給窮人，他聽見這話就甚憂愁。他

的難處不是有錢，而是與錢發生感情。我們跟隨主，若這些東西成

為我們的難處，就要一一放下，按人看是難的，但在神凡事都能。

願我們像西面、亞拿一樣，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來到(路二

25、38)。他們盼望主第一次的顯現，我們盼望主第二次的顯現，

這樣就不會在乎地上的生活質素，只與主建立感情，心裡必充滿喜

樂、滿足，勝過那豐收五穀新酒的人(詩四 7)。  

富足的人生，不是像大兒子那樣只求一隻山羊羔，而是求父的同

在，因為有父的同在就有一切(路十五 29、31)。金錢、財富、物質

都會過去，惟有父的同在才能使我們滿足。願神得著我們。──香

港聚會在職特別聚會第三堂信息摘錄 

【財務管理 101】 
錢財迷人，饒富魔力；然而，無人不愛的錢財，可助人，亦可

害人。基督徒如何做好「財務管理」，是一門重要的課題，也是

一項神聖的使命。 

管理與忠心 

錢財是良僕，亦是惡主。人作錢財的主人時，它會是最佳幫

手；反之，讓錢財篡越作主的人，災難也必接踵而至。《聖經》

中不乏這類失敗的財務管理人，例如：羅得、先知巴蘭、以利沙

的僕人基哈西、主耶穌的門徒猶大、亞拿尼亞夫婦、多馬(有稱為

低土馬)等。 

談到財務管理 101（重要的基礎入門），縱觀古今教會、歷史中

經典人物，他們的好榜樣值得我們效法：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得

曾說：「人可以擁有錢財，但必須善於管理，作錢財的主人。」 

聖法蘭西斯分享自己懷抱貧窮的生命體驗是：「供養自己愈

少，幫助別人愈多，心中喜樂和屬靈福份也愈豐。」十八世紀英

國神職人員、基督教神學家約翰‧衛斯理的財務管理概念是：

「儘量的賺、儘量的省、儘量的給。」(Gain all you can; save all 

you can; give all you can.) 

英國宣教士戴德生弟兄，奉獻一生做中國宣教事工，創建內地

會。當年那句感人肺腑之言，今日依舊縈迴耳畔：「假如我有千

萬英鎊，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如我有千條性命，決不留下一條

不給中國。」 

《聖經》智者阿古珥發出的敬虔禱詞：「我求你兩件事，在我

未死之先，不要不賜給我：求你使虛假和謊言遠離我；使我也不

貧窮也不富足；賜給我需用的飲食，恐怕我飽足不認你，說：耶

和華是誰呢？又恐怕我貧窮就偷竊，以致褻瀆我神的名。」(箴

30: 7~9) 

財務管理七箴言 

面對錢財，你我都必須有正確的心態動機、正當的方法途徑、屬靈

的眼光、屬天的價值。 「你的財寶在哪裡，你的心也在哪裡。」(太

6:21) 一個人管理財物的態度，真正顯示出個人的人生態度。筆者在

此提出基督徒財務管理七箴言： 

1. 歸還給神 

「你要以財物，和一切初熟的土產，尊榮耶和華。這樣，你的倉

房，必充滿有餘，你的酒醡，有新酒盈溢。」(箴 3:9-10) 

2. 不取「不義之財」 

「詭詐的天平，為耶和華所憎惡；公平的法碼，為他所喜悅。」

(箴 11:1) 

「多有財利，行事不義；不如少有財利，行事公義。」(箴 16:8) 

3. 不求「不勞而獲之財」 

「不勞而得之財，必然消耗；勤勞積蓄的，必見加增。」(箴 13:11) 

4. 籌劃支出 

「殷勤籌劃的，足致豐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箴 21:5) 

5. 誠實營生 

「用詭詐之舌求財的，就是自己取死；所得之財，乃是吹來吹去的

浮雲。」(箴 21:6) 

「美名勝過大財，恩寵強如金銀。」(箴 22:1) 

「行為純正的窮乏人，勝過行事乖僻的富足人。」(箴 28:6)。 

6. 不要勞碌求富 

「不要勞碌求富；休仗自己的聰明。你豈要定睛在虛無的錢財上

嗎？因錢財必長翅膀，如鷹向天飛去。」(箴 23:4-5) 

7. 避免急速發財 

「耕種自己田地的，必得飽食；追隨虛浮的，足受窮乏。誠實人必

多得福，想要急速發財的，不免受罰。看人的情面，乃為不好；人

因一塊餅枉法，也為不好。人有惡眼想要急速發財，卻不知窮乏必

臨到他身。」(箴 28:19-22) 

值得注意的是：父母應當為未成年兒女提供日常所需，「父母該為

兒女積財。」(林後 12:14)因他(她)是神暫時託管的珍貴產業。除此

此外，「若財寶加增，不要放在心上。」(詩 2:10) 

三不原則和三又態度 

主耶穌說：「一個人不能同時事奉神、又事奉瑪門。」(太 6: 

24)又說：「人若賺得了全世界，而賠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

處呢？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太 16:26) 

您對財務管理的態度與原則、投資管道與工具、消費方式與標準、

積財程度與目的、捐獻施捨的準則等理財之道，都具備了正確的財

務觀嗎？您明白神的委託與教訓嗎？您有條不紊地執行財務管理

嗎？ 

「我見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禍患，就是財主積存資財，反害自己。

因遭遇禍患，這些貲財就消滅。那人若生了兒子，手裡也一無所

有。他怎樣從母胎赤身而來，也必照樣赤身而去，他所勞碌得來

的，手中分毫不能帶去。」(傳 5:13-15) 

結婚廿五年來，世鐸和我一直遵守著「財務管理 101 三不原則」：

不投機，不冒險，不貪利。我們也深信要得主的賞賜也須具備「財

務管理 101 三又態度」：又良善、又忠心、又有見識(太 24:45-46, 

25:21)。 

請記得！賺錢時，捫心自問是否合神心意、討神喜悅；消費時，不

可揮金如土。凡物主權在神，凡事為將來作打算；用屬世的財物換

取屬天的賞賜，將短暫的財物作永恆的投資(路 16:9)。──江林月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