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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
7 因為我們沒有帶甚麼到世上來，也不能帶甚麼去。
帶
來
帶
8 只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

9 但那些想要發財的人，就陷在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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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在網羅和許多無知有害的私慾裡，叫人沉在敗壞和滅亡中。
10 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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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你要囑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
也不要倚靠無定的錢財；
倚靠
只要倚靠那厚賜百物給我們享受的 神。
18 又要囑咐他們行善，在好事上富足，
甘心施捨，樂意供給人，

19 為自己積成美好的根基，預備將來，
叫他們持定那真正的生命。
20 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託付你的，
躲避世俗的虛談和那敵真道、似是而非的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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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六
諸長樂牧師 2017.02.05
分享于東京國際基督教會春節禮拜
我們還在中國人的新年期間！我們中國人，
在新年 時
在新年的時候見面常常說：「恭喜發財！」為什麼要恭喜發財？
常常
「恭喜發財
為 麼 恭喜
因為我們覺得說如果有錢的話，可以解決好多事情。
當我的孩子剛剛會講話的時候，那年過年我就教她 恭喜發財」，
當我的孩子剛剛會講話的時候，那年過年我就教她「恭喜發財」，
我不僅教她「恭喜發財」，我還教後面四個字—紅包拿來！
為什麼我們跟人恭喜發財，別人要給我們紅包？紅包是一種祝福的錢，
英文叫做 blessing money，也就是說我自己蒙福了，所以我願意跟你分享
上帝給我的祝福。後來師母看我這樣一直教覺得太丟臉了，
她就教我們的孩 看到長輩要說 「恭喜 恭喜 新年好 上帝祝福你
她就教我們的孩子看到長輩要說：「恭喜！恭喜！新年好！上帝祝福你。」
人的屬靈、跟不屬靈，差別就在這裡。

我們今年的主題是「作主門徒」，而金錢是成為作主門徒的一個重要課題，
在登山寶訓裡面主耶穌也提醒我們，
不可能又事奉上帝、又事奉錢財。
聖經也用很多的篇幅 來教導我們怎麼樣地來面對錢財有正確的觀念
聖經也用很多的篇幅，來教導我們怎麼樣地來面對錢財有正確的觀念。
一、一般來說基督徒的金錢觀分成三種：
1.非常崇尚貧窮，認為貧窮就是屬靈的記號，越窮越屬靈。
非常崇尚貧窮 認為貧窮就是屬靈的記號 越窮越屬靈
天主教有一個修道會叫做方濟會，他們就是崇尚貧窮。
他們創辦人自己過著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生活，
但是有一天他在路上，看到有一個比他還窮的人，
他覺得真是奇恥大辱。
所以這樣的一個金錢觀—認為財富是邪惡的。
這樣
為 富 邪惡的
但是我們也看到聖經當中有一些敬虔的信徒，他們很富有！
約伯 富有 亞伯拉罕 富有 大衛的曾祖
約伯很富有、亞伯拉罕很富有、大衛的曾祖父—波阿斯很富有，
波 斯 富有
所以屬靈跟財富、跟貧窮未必一定畫上等號。

3.成為一個忠心的管家。這樣的想法，它的大前提是—
金錢是屬於神的，我們賺錢的機會和能力，都是神所賞賜的。我們所擁有的財富
是神托付給我們管理的，我們要做一個聰明又有見識的好管家。
上帝托付給你的財富越多 你的管理責任就越大 上帝賜福給我們主要的原因
上帝托付給你的財富越多，你的管理責任就越大。上帝賜福給我們主要的原因，
是要我們也能夠分享上帝給我們的祝福，給我們周圍有需要的人。
神才是真正的擁有者！我們祗不過是祂的管家。
有一次，有一個牧師說他收到了很多的奉獻，那一天他要求弟兄姊妹做一件事—
每一個人把錢包拿出來，然後交給旁邊的那個人，剛好那天要收奉獻，就說：
「你可以隨意支配！」結果那天大家的奉獻都很慷慨，都不是我的錢！
如果我們今天我們也跟旁邊的人來換一下皮包，我們奉獻時還會斤斤計較？
很多時候我們覺得錢是我的！是我辛苦賺來的！所以我有權支配！
多時 我 覺 錢是我的
我辛苦賺來
我有權支配
我愛奉獻多少、奉獻多少。但是事實上這不是聖經的真理！
我們每 個人都是上帝的管家，我們都需要不僅僅做管家，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上帝的管家，我們都需要不僅僅做管家，
而且要做一個忠心、良善、又有見識的好管家。

2.就是所謂的「成功神學」，
也是在這個世代，許許多多電視媒體的傳道人非常強調的
也是在這個世代，許許多多電視媒體的傳道人非常強調的。
他們認為金錢是上帝祝福的禮物，有錢、成功就表示上帝祝福，
甚至認為貧窮是受咒詛的記號。這樣的說法，是很容易受人歡迎的，
他們認為—我們應該盡情享受人生、揮霍財富。
所以他們說如果兩個傳道人去坐飛機，那坐經濟艙的一定是福音派的傳道人，
坐頭等艙的 定是所謂成功神學的傳道人
坐頭等艙的一定是所謂成功神學的傳道人。
然而如果認為神要每一個人都富有，那也是一種的錯誤。
聖經警告我們，不要貪財、要知足，過一個簡樸的生活。
聖經當中有許多敬虔的信徒，他們並不富有，
 舊約路得記裡面的路得，他就是一個很貧窮的女子；
得
貧
子
 路加福音16章甚至講到那個乞丐拉撒路；
 甚至連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也是生在一個貧窮的家裡，貧窮到一個地步
他們連獻一隻羔羊的錢都沒有，他們用一對斑鳩來獻祭。
羔羊
但是我願意和弟兄姊妹彼此鼓勵，貧窮並不可恥、更不是罪。

二、聖經也教導我們說，貪財是萬惡之根。（v10）
一顆樹的根基很重要，也許它可以長得很茂盛，
但是如果它的根基壞掉了，
這棵樹遲早都是面對枯萎的命運
這棵樹遲早都是面對枯萎的命運。
詩十一3 根基若毀壞了，義人還能做什麼呢？
不錯，我們都是蒙主所拯救，你我都是因信稱義了！
不錯
我們都是蒙主所拯救 你我都是因信稱義了！
但是，若是我們的價值觀沒有改變，
我們還想要一面事奉上帝、一面事奉瑪門，
那個是一個不好的根基。
這是我們需要很誠實地去面對的問題！
聖經上告訴我們說：一個貪愛錢財的人，會使人被引誘離開真道的；
一個基督徒，有可能因為貪愛錢財，而逐漸地離開真道，
有許許多多的愁苦 把自己刺透了
有許許多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西三5 一個貪婪的心，跟拜偶像是一模一樣的。

你說：「我來做禮拜，我沒有去拜偶像！」
你說：
我來做禮拜，我沒有去拜偶像！」
但是如果你沒有好好面對那個貪婪的心，你跟拜偶像在神的面前是一模一樣的。
你以為以色列人為什麼會去拜巴力嗎？巴力在迦南是一個可以使他發財的上帝，
所以以色列人就離棄了真神去拜巴力。
基督徒永遠不要覺得自己剛強到可以免疫於這樣的試探！
聖經上甚至告訴我們說你想要快速發財的時候 很容易掉在罪惡裡面 （ 9)
聖經上甚至告訴我們說你想要快速發財的時候，很容易掉在罪惡裡面！（v9)
你會用不正當的手段，你想要不勞而獲，有沒有發財？不知道！
許多的愁苦已經把你自己刺透了 (v10)
許多的愁苦已經把你自己刺透了。(v10)
台灣買東西都有統一發票，統一發票可以兌獎，頭獎是三千萬日幣。
所 每當開獎前 我 那
所以每當開獎前，我就那個晚上一定睡不好，滿腦子籌算—萬一我中了怎麼辦…
定
子籌算 萬 我中了 麼辦
萬一大家都來向我借錢，怎麼辦？我也不敢去買一些所謂的奢侈品，
免得弟兄姊妹看到說：「牧師墮落了！」
儘管我知道如此，但是每次開獎前，我裡面的掙扎都很大，事實上我一次也沒中獎。
事實
也沒 獎
你就曉得金錢對我們的影響力到底有多大！

錢財真的有它的用處，甚至在永恆的事情上，你用得正確也有它的用處。
但是如果你錢財祗用在自己身上、祗用在自己今生的打算上面，
那是一件愚昧的事情、那是一件無知的事情。
這個財主最主要的就是 他顧到了他今生的富足
這個財主最主要的就是，他顧到了他今生的富足，
但是聖經上卻說—他在神的面前不富足。
你看那些在聖經當中蒙福的、敬虔的富有者，
你看那些在聖
當中蒙福的 敬虔的富有者
他們不僅在世上富足，他們在神的面前也富足。
弟兄姊妹我們要做一個在神面前富足的人。
路十六 主耶穌也講到一個財主和拉撒路的故事。

表面上如果你去看那段聖經，你找不到財主有做錯什麼！
但是他的命運卻在永火的裡面。
其實他只知道自己的奢華宴樂，
他用他的財富天天地奢華宴樂，
他用他的財富天天地奢華宴樂
他卻不去眷顧那個門口生病的乞丐—拉撒路。

但是另外一個方面，聖經卻對貧窮的人充滿了鼓勵和安慰，
充滿了許許多多的應許；對富有的人卻提出了許多提醒和警告。
今天我們所讀的 提前六，就有講到對富有的人的提醒。
路十二 講到一個財主，那個財主跟我們很多人都很像：

表面上看起來他也是一個很成功的人，
他有計劃地來經營他的人生，
有計劃 來 營 的 生
他也累積了許許多多的財富，他有規劃。
但是有一件事情他沒有規劃進去，
就是他沒有為他的靈魂做規劃、他沒有為他的永恆做規劃。
所以世界上的物質對他的靈魂說：
「 魂
「靈魂啊！你從此可以安心睡覺。」
安
覺
但是神卻提醒他說：
「無知的人啊！今夜若要你的靈魂，
你所準備的這些要歸誰呢？」

追求財富最大的危機是什麼呢？就是有錢以後我們會自高！不再倚靠神！（v17）
主耶穌告訴我們說 離開了祂，我們什麼都不能做。
主耶穌告訴我們說—離開了祂，我們什麼都不能做。
但是如果我們覺得自己有錢了，我們不再倚靠神了，那是一個敗壞的開始，
我們去依靠那無定的錢財 去追求安逸 請問弟兄姊妹兩種人生
我們去依靠那無定的錢財，去追求安逸。請問弟兄姊妹兩種人生：
 一種人生你很有錢，你把所有的保險該買的全買，
你老了、生病了，有保險、有最好醫院、最好的安養院、最好的看護，
甚至保到一個地步—你死後風光大葬！
 另外一種人生，我求主保守我健康，讓我安然見主！你要選擇哪一種的人生？
你要靠你的醫療保險、生命保險嗎？還是你要倚靠那位掌管生命健康的神？
我的三十幾年前就認識一位宣教士，有一天他在辦公室在算一些東西，
他是一位美國人。我說：「你在算什麼？」他說：「我有三個小孩，
「
「
我在算他們從小到大， 一直到讀完大學，我到底要花多少錢？」
算完以後 我說：「那個結果是什麼？
算完以後，我說：「那個結果是什麼？」
他說：「那個結果，是我付不起！但是我有我所事奉、我所信靠的神！」

弟兄姊妹當你想要富有的時候，只要向神求一個恩賜，
記得希望自己富有跟有錢，你一定要求這個恩賜！就是有憐憫的恩賜。
當你有足夠憐憫的恩賜的時候，上帝會把足夠的財富托付給你。
我認識 個企業家 他賺很多錢 上帝祝福他
我認識一個企業家，他賺很多錢、上帝祝福他。
他每年也奉獻很多錢，幫助有需要的、貧窮的團體，
或者是宣教的工作，他一年奉獻是七千萬美金。
可是2008年金融海嘯，他自己的企業也遭受很大的打擊，
但是那一年他的奉獻不但沒有減少，他甚至奉獻了一億的美金。
他說：「在這樣的一個時候，
有更多的人生活有困難，他們更需要幫助。」
弟兄姊妹記得，當你想要富有的時候，要求什麼恩賜？
弟
妹
當 想 富有 時
求 麼
要求憐憫的恩賜。
憐憫的恩賜，是看不得別人受苦的。
憐憫的人，是對受苦的人的苦是感同身受的。

三、要在神面前富足，要在好事上富足
神喜歡我們發財，神喜歡我們在好事上發財。
1.弟兄姊妹不要和神斤斤計較，先從什一奉獻開始操練，
瑪拉基書 什 奉獻是屬於上帝的
瑪拉基書—什一奉獻是屬於上帝的，
如果你不什一奉獻，你就是偷了上帝的東西。
在台灣教會，有一位長老很有意思，有一次他的皮包被偷了，
在台灣教會
有 位長老很有意思 有 次 的皮包被偷了
裡面當然有錢、有很多的證件，但是裡面更有一本聖經。
所以他報警，他丟了很久都沒找到，結果有一天有一個人打電話給他說：
「某某先生，我要把你的東西還你，你包包裡面的那本書太可怕了，
自從我偷了那本書以後，真是衰事連天！我要趕快把這個包包還給你。」
有的時候我們會說：「為什麼我不蒙福？」
你又偷上帝的錢，又希望上帝祝福你，上帝是傻瓜嗎？
跟上帝不要斤斤計較，
跟上帝不要斤斤計較
連對太太斤斤計較都很危險，何況對上帝斤斤計較。

基督徒要學習知足，不要受制於環境；
要感恩，不要比較；更不要為明天憂慮！
要常用 箴卅7-9 的禱告來禱告—上帝呀！
求你使虛假和謊言遠離我 使我也不貧窮 也不富足；
求你使虛假和謊言遠離我，使我也不貧窮、也不富足；
賜給我所需要的飲食，不要使我飽足到一個地步—
我不認識你，說：「耶和華是誰呀？」
也不要使我貧窮去偷竊，以至於我褻瀆了你的名。
有很多人說：「牧師！你講這些！對我沒什麼意義！我沒錢！沒錢的，最大。」
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當你住在一個地方，有水、有電，
你就是已經勝過世上許許多多的人。我有一個宣教士在印度東北的鄉下，
他們到現在都還是要挑水 常常沒有電
他們到現在都還是要挑水、常常沒有電。
他們瓦斯不夠，所以他自己有五十幾歲了，
還要跟所有的婦女一樣，自己去劈柴來生火、燒飯！
你我都是富有的人。

2.操練慈惠和憐憫貧窮的功課，當看到有貧窮的時候，你要感謝神，
是神給你 個富足的機會 以色列人 當把錢給乞丐的時候
是神給你一個富足的機會。以色列人，當把錢給乞丐的時候
跟乞丐說謝謝—謝謝你又給我一個積財寶在天的機會。
感謝主我們教會今年也開始編列慈惠的預算，我們是希望更多的
弟兄姊妹參與這樣慈惠的工作。不祗在教會裡面的，甚至教會外面有需要，
我們也願意幫助他們。早期教會的宣教，都是靠慈惠、靠教育、靠醫療開始。
33.在宣教和植堂方面，我們也要慷慨地參與，因為這是還福音的債。
在宣教和植堂方面 我們也要慷慨地參與 因為這是還福音的債
許多人傳福音、花代價傳福音給我們，我們白白地得來、也應該白白地捨去。
感謝主賜福 我們的教會 讓我們常常都覺得位子不夠 也在思考植堂的可能
感謝主賜福給我們的教會，讓我們常常都覺得位子不夠，也在思考植堂的可能。
當聖靈清楚地引導我們的時候，你要積極地參與，因為你碰到千載難逢的機會—
就是建堂、或者修殿的機會，你要積極地參與。
我數算 我總共參與 次 建堂 要使 個牧師貧窮 最容易 方式就是建堂
我數算了我總共參與八次的建堂，要使一個牧師貧窮，最容易的方式就是建堂，
你要做榜樣，對不對？但是弟兄姊妹，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大衛願意為神的殿擺上的時候 你看神怎麼樣地賜福給他！
大衛願意為神的殿擺上的時候，你看神怎麼樣地賜福給他！
弟兄姊妹，財寶在哪裡，心就在哪裡。

我也不希望弟兄姊妹，今天聽完道，受感動、奉獻，就希望上帝馬上大大地祝福，
這叫做「以敬虔為得利的門路」，把奉獻當作一種交換。
我在台灣的時候，有很多弟兄姊妹跟我說：
「牧師、師母，你們將來到天上，一定住別墅！」更讓我傷心的是說：
牧師 師母 你們將來到天上
定住別墅！」更讓我傷心的是說
「你住別墅的時候，到時候要接待我喔！」
那為什麼你不自己蓋別墅？你住地上的別墅，
到天上的別墅還要我接待你？
你天上、地上的，你都要得到！？沒有這種事情！

這時候你可以想像那些貴族，那些有錢人，他們有什麼？他們有錢！
所以他們就把許多的錢跟金銀珠寶，往修道院裡面丟！
可是那些修士們看那些錢會很高興嗎？他們怕拿了這個錢以後，
也被感染了黑死病 所 那些修 們就把那些錢往外丟！
也被感染了黑死病，所以那些修士們就把那些錢往外丟！
很多人把錢往裡面丟，修士拼命把錢往外面丟！
我真想，如果我有份參加那樣的一個場合，該有多好！
丟了三、四個小時修士們累了，寡不敵眾！不丟了！
短短的時間內，那些金銀財寶堆得有一米高。

最後我講一個故事，1347年黑死病在歐洲蔓延，
德國有一個城市的人民，非常地恐慌！
那是一個信仰黑暗的時期，有許多人，特別是有錢人不重視信仰。
暗 時
有 多
有
重
可是當這個黑死病來的時候，他們也會怕死。
他們希望能夠到那個築了高牆的修道院裡面去避難。
但是修士們也怕死，所以就把修道院的門關得緊緊的！

你會發現同樣是錢，這些有錢人覺得錢可以救他；那些修士們會覺得說，
這些錢會害了他的命。弟兄姊妹要做一個在神面前富足的人。
願神激勵我們的
願神激勵我們的心，今年我們說恭喜發財的時候，我們要問我們旁邊的弟兄姊妹：
今年我們說恭喜發財的時候 我們要問我們旁邊的弟 姊妹
你在神面前富足嗎？當我們說恭喜發財的時候，
我們要祝福我們的弟兄姊妹每一個人都是在神面前富足的人，
每一個人都是在好事上富足的人，將來每一個人到天堂都住別墅。

天父，我們感謝你，你揀選我們成為你的兒女，
你也教導我們不可貪愛錢財。
主耶穌求你憐憫我們，我們就是活在這樣的一個
好像被金錢的觀念充滿了的世代，
當初代信徒信主的時候，彼得說：
當初代信徒信主的時候 彼得說：
你們要救自己脫離這彎曲悖謬的世代。
若是我們過去得罪你，求你赦免我們的罪，
我也求你幫助我們每一個弟兄姊妹，做一個在神面前富足的人；
也祝福你的教會，不僅自己蒙福、
教會
僅自己蒙福
而且也能夠使許許多多人蒙福。
奉主耶穌的名禱告，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