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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

7因为我们没有带甚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甚么去。

读经
提前六

8 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9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

6-11

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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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但你这属 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

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

17 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

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
读经

提前六
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 神。

18 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

提前六
17-20

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

19 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

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

20 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

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

恭喜发财
提前六6 11 17 20提前六6-11、17-20
诸长乐牧师 2017.02.05

分享于东京国际基督教会春节礼拜分享于东京国际基督教会春节礼拜

我们还在中国人的新年期间！我们中国人，
在新年的时候见面常常说 「恭喜发财 」为什么要恭喜发财在新年的时候见面常常说：「恭喜发财！」为什么要恭喜发财？

因为我们觉得说如果有钱的话，可以解决好多事情。
当我的孩子刚刚会讲话的时候 那年过年我就教她「恭喜发财」当我的孩子刚刚会讲话的时候，那年过年我就教她「恭喜发财」，

我不仅教她「恭喜发财」，我还教后面四个字—红包拿来！
为什么我们跟人恭喜发财，别人要给我们红包？红包是一种祝福的钱，

英文叫做blessing money，也就是说我自己蒙福了，所以我愿意跟你分享
上帝给我的祝福。后来师母看我这样一直教觉得太丢脸了，

她就教我们的孩子看到长辈要说 「恭喜！恭喜！新年好！上帝祝福你 」她就教我们的孩子看到长辈要说：「恭喜！恭喜！新年好！上帝祝福你。」
人的属灵、跟不属灵，差别就在这里。



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作主门徒」，而金钱是成为作主门徒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登山宝训里面主耶稣也提醒我们在登山宝训里面主耶稣也提醒我们，

不可能又事奉上帝、又事奉钱财。
圣经也用很多的篇幅，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地来面对钱财有正确的观念。圣经也用很多的篇幅，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地来面对钱财有正确的观念。

一、一般来说基督徒的金钱观分成三种：
1.非常崇尚贫穷，认为贫穷就是属灵的记号，越穷越属灵。非常崇尚贫穷，认为贫穷就是属灵的记号，越穷越属灵。

天主教有一个修道会叫做方济会，他们就是崇尚贫穷。
他们创办人自己过着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生活，

但是有一天他在路上，看到有一个比他还穷的人，
他觉得真是奇耻大辱。

所以这样的 个金钱观 认为财富是邪恶的所以这样的一个金钱观—认为财富是邪恶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圣经当中有一些敬虔的信徒，他们很富有！
约伯很富有 亚伯拉罕很富有 大卫的曾祖父 波阿斯很富有约伯很富有、亚伯拉罕很富有、大卫的曾祖父—波阿斯很富有，

所以属灵跟财富、跟贫穷未必一定画上等号。

2.就是所谓的「成功神学」，
也是在这个世代，许许多多电视媒体的传道人非常强调的。也是在这个世代，许许多多电视媒体的传道人非常强调的。

他们认为金钱是上帝祝福的礼物，有钱、成功就表示上帝祝福，
甚至认为贫穷是受咒诅的记号。这样的说法，是很容易受人欢迎的，

他们认为—我们应该尽情享受人生、挥霍财富。
所以他们说如果两个传道人去坐飞机，那坐经济舱的一定是福音派的传道人，

坐头等舱的 定是所谓成功神学的传道人坐头等舱的一定是所谓成功神学的传道人。

然而如果认为神要每一个人都富有，那也是一种的错误。
圣经警告我们 不要贪财 要知足 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圣经警告我们，不要贪财、要知足，过 个简朴的生活。

圣经当中有许多敬虔的信徒，他们并不富有，
旧约路得记里面的路得，他就是一个很贫穷的女子；
路加福音16章甚至讲到那个乞丐拉撒路；
甚至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生在一个贫穷的家里，贫穷到一个地步

他们连献 只羔羊的钱都没有 他们用 对斑鸠来献祭他们连献一只羔羊的钱都没有，他们用一对斑鸠来献祭。
但是我愿意和弟兄姊妹彼此鼓励，贫穷并不可耻、更不是罪。

3.成为一个忠心的管家。这样的想法，它的大前提是—
金钱是属于神的 我们赚钱的机会和能力 都是神所赏赐的 我们所拥有的财富金钱是属于神的，我们赚钱的机会和能力，都是神所赏赐的。我们所拥有的财富

是神托付给我们管理的，我们要做一个聪明又有见识的好管家。
上帝托付给你的财富越多，你的管理责任就越大。上帝赐福给我们主要的原因，上帝托付给你的财富越多，你的管理责任就越大。上帝赐福给我们主要的原因，

是要我们也能够分享上帝给我们的祝福，给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
神才是真正的拥有者！我们祗不过是他的管家。

有一次，有一个牧师说他收到了很多的奉献，那一天他要求弟兄姊妹做一件事—
每一个人把钱包拿出来，然后交给旁边的那个人，刚好那天要收奉献，就说：
「你可以随意支配！」结果那天大家的奉献都很慷慨，都不是我的钱！

如果我们今天我们也跟旁边的人来换一下皮包，我们奉献时还会斤斤计较？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钱是我的 是我辛苦赚来的 所以我有权支配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钱是我的！是我辛苦赚来的！所以我有权支配！

我爱奉献多少、奉献多少。但是事实上这不是圣经的真理！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管家 我们都需要不仅仅做管家我们每 个人都是上帝的管家，我们都需要不仅仅做管家，

而且要做一个忠心、良善、又有见识的好管家。

二、圣经也教导我们说，贪财是万恶之根。（v10）
一颗树的根基很重要 也许它可以长得很茂盛颗树的根基很重要，也许它可以长得很茂盛，

但是如果它的根基坏掉了，
这棵树迟早都是面对枯萎的命运。这棵树迟早都是面对枯萎的命运。
诗十一3根基若毁坏了，义人还能做什么呢？

不错，我们都是蒙主所拯救，你我都是因信称义了！不错，我们都是蒙主所拯救，你我都是因信称义了
但是，若是我们的价值观没有改变，

我们还想要一面事奉上帝、一面事奉玛门，
那个是一个不好的根基。

这是我们需要很诚实地去面对的问题！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一个贪爱钱财的人，会使人被引诱离开真道的；
一个基督徒，有可能因为贪爱钱财，而逐渐地离开真道，

有许许多多的愁苦 把自己刺透了有许许多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西三5一个贪婪的心，跟拜偶像是一模一样的。

你说：「我来做礼拜，我没有去拜偶像！」你说：「我来做礼拜，我没有去拜偶像！」
但是如果你没有好好面对那个贪婪的心，你跟拜偶像在神的面前是一模一样的。

你以为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去拜巴力吗？巴力在迦南是一个可以使他发财的上帝，
所以以色列人就离弃了真神去拜巴力。

基督徒永远不要觉得自己刚强到可以免疫于这样的试探！
圣经上甚至告诉我们说你想要快速发财的时候 很容易掉在罪恶里面！（ 9)圣经上甚至告诉我们说你想要快速发财的时候，很容易掉在罪恶里面！（v9)
你会用不正当的手段，你想要不劳而获，有没有发财？不知道！

许多的愁苦已经把你自己刺透了。(v10)许多的愁苦已经把你自己刺透了。(v10)

台湾买东西都有统一发票，统一发票可以兑奖，头奖是三千万日币。
所以每当开奖前，我就那个晚上一定睡不好，满脑子筹算—万一我中了怎么办…， ，

万一大家都来向我借钱，怎么办？我也不敢去买一些所谓的奢侈品，
免得弟兄姊妹看到说：「牧师堕落了！」

尽管我知道如此 但是每次 奖前 我里 的挣扎都很大 事实上我 次也没中奖尽管我知道如此，但是每次开奖前，我里面的挣扎都很大，事实上我一次也没中奖。
你就晓得金钱对我们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圣经却对贫穷的人充满了鼓励和安慰，
充满了许许多多的应许；对富有的人却提出了许多提醒和警告充满了许许多多的应许；对富有的人却提出了许多提醒和警告。

今天我们所读的提前六，就有讲到对富有的人的提醒。

路十二讲到一个财主 那个财主跟我们很多人都很像：路十二讲到 个财主，那个财主跟我们很多人都很像：
表面上看起来他也是一个很成功的人，

他有计划地来经营他的人生，有计划 来 的人 ，
他也累积了许许多多的财富，他有规划。

但是有一件事情他没有规划进去，
就是他没有为他的灵魂做规划、他没有为他的永恒做规划。

所以世界上的物质对他的灵魂说：
「灵魂啊 你从此可以安心睡觉 」「灵魂啊！你从此可以安心睡觉。」

但是神却提醒他说：
「无知的人啊！今夜若要你的灵魂「无知的人啊！今夜若要你的灵魂，

你所准备的这些要归谁呢？」

钱财真的有它的用处，甚至在永恒的事情上，你用得正确也有它的用处。
但是如果你钱财祗用在自己身上 祗用在自己今生的打算上面但是如果你钱财祗用在自己身上、祗用在自己今生的打算上面，

那是一件愚昧的事情、那是一件无知的事情。
这个财主最主要的就是，他顾到了他今生的富足，这个财主最主要的就是，他顾到了他今生的富足，

但是圣经上却说—他在神的面前不富足。

你看那些在圣经当中蒙福的、敬虔的富有者，在 、 ，
他们不仅在世上富足，他们在神的面前也富足。

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一个在神面前富足的人。

路十六主耶稣也讲到一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

表面上如果你去看那段圣经，你找不到财主有做错什么！
但是他的命运却在永火的里面。

其实他只知道自己的奢华宴乐，
他用他的财富天天地奢华宴乐他用他的财富天天地奢华宴乐，

他却不去眷顾那个门口生病的乞丐—拉撒路。

追求财富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呢？就是有钱以后我们会自高！不再倚靠神！（v17）
主耶稣告诉我们说 离开了他 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主耶稣告诉我们说—离开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但是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有钱了，我们不再倚靠神了，那是一个败坏的开始，

我们去依靠那无定的钱财，去追求安逸。请问弟兄姊妹两种人生：我们去依靠那无定的钱财，去追求安逸。请问弟兄姊妹两种人生：
一种人生你很有钱，你把所有的保险该买的全买，

你老了、生病了，有保险、有最好医院、最好的安养院、最好的看护，
甚至保到一个地步—你死后风光大葬！

另外一种人生，我求主保守我健康，让我安然见主！你要选择哪一种的人生？
你要靠你的医疗保险、生命保险吗？还是你要倚靠那位掌管生命健康的神？

我的三十几年前就认识一位宣教士，有一天他在办公室在算一些东西，
他是 位美国人 我说 「你在算什么 」他说 「我有 个小孩他是一位美国人。我说：「你在算什么？」他说：「我有三个小孩，

我在算他们从小到大，一直到读完大学，我到底要花多少钱？」
算完以后 我说：「那个结果是什么？」算完以后，我说：「那个结果是什么？」

他说：「那个结果，是我付不起！但是我有我所事奉、我所信靠的神！」



弟兄姊妹当你想要富有的时候，只要向神求一个恩赐，
记得希望自己富有跟有钱 你一定要求这个恩赐！就是有怜悯的恩赐记得希望自己富有跟有钱，你 定要求这个恩赐！就是有怜悯的恩赐。

当你有足够怜悯的恩赐的时候，上帝会把足够的财富托付给你。
我认识一个企业家，他赚很多钱、上帝祝福他。我认识 个企业家，他赚很多钱、上帝祝福他。

他每年也奉献很多钱，帮助有需要的、贫穷的团体，
或者是宣教的工作，他一年奉献是七千万美金。

可是2008年金融海啸，他自己的企业也遭受很大的打击，
但是那一年他的奉献不但没有减少，他甚至奉献了一亿的美金。

说 「在这样 候他说：「在这样的一个时候，
有更多的人生活有困难，他们更需要帮助。」

弟兄姊妹记得 当你想要富有的时候 要求什么恩赐弟兄姊妹记得，当你想要富有的时候，要求什么恩赐？
要求怜悯的恩赐。

怜悯的恩赐 是看不得别人受苦的怜悯的恩赐，是看不得别人受苦的。
怜悯的人，是对受苦的人的苦是感同身受的。

基督徒要学习知足，不要受制于环境；
要感恩 不要比较；更不要为明天忧虑！要感恩，不要比较；更不要为明天忧虑！

要常用 箴卅7-9 的祷告来祷告—上帝呀！

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求 虚 我 我 穷 富 ；

赐给我所需要的饮食，不要使我饱足到一个地步—

我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呀？」

也不要使我贫穷去偷窃，以至于我亵渎了你的名。

有很多人说：「牧师！你讲这些！对我没什么意义！我没钱！没钱的，最大。」
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当你住在一个地方，有水、有电，

你就是已经胜过世上许许多多的人。我有一个宣教士在印度东北的乡下，
他们到现在都还是要挑水 常常没有电他们到现在都还是要挑水、常常没有电。
他们瓦斯不够，所以他自己有五十几岁了，

还要跟所有的妇女一样 自己去劈柴来生火 烧饭！还要跟所有的妇女 样，自己去劈柴来生火、烧饭！
你我都是富有的人。

三、要在神面前富足，要在好事上富足
神喜欢我们发财 神喜欢我们在好事上发财神喜欢我们发财，神喜欢我们在好事上发财。

1.弟兄姊妹不要和神斤斤计较，先从什一奉献开始操练，
玛拉基书—什一奉献是属于上帝的，玛拉基书 什 奉献是属于上帝的，

如果你不什一奉献，你就是偷了上帝的东西。

在台湾教会，有一位长老很有意思，有一次他的皮包被偷了，在 湾 ， 老 ， 次 皮包被 了，
里面当然有钱、有很多的证件，但是里面更有一本圣经。

所以他报警，他丢了很久都没找到，结果有一天有一个人打电话给他说：
「某某先生，我要把你的东西还你，你包包里面的那本书太可怕了，

自从我偷了那本书以后，真是衰事连天！我要赶快把这个包包还给你。」

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为什么我不蒙福？」
你又偷上帝的钱，又希望上帝祝福你，上帝是傻瓜吗？

跟上帝不要斤斤计较跟上帝不要斤斤计较，
连对太太斤斤计较都很危险，何况对上帝斤斤计较。

2.操练慈惠和怜悯贫穷的功课，当看到有贫穷的时候，你要感谢神，
是神给你一个富足的机会。以色列人，当把钱给乞丐的时候是神给你 个富足的机会。以色列人，当把钱给乞丐的时候

跟乞丐说谢谢—谢谢你又给我一个积财宝在天的机会。
感谢主我们教会今年也开始编列慈惠的预算，我们是希望更多的

弟兄姊妹参与这样慈惠的工作。不祗在教会里面的，甚至教会外面有需要，
我们也愿意帮助他们。早期教会的宣教，都是靠慈惠、靠教育、靠医疗开始。

3 在宣教和植堂方面 我们也要慷慨地参与 因为这是还福音的债3.在宣教和植堂方面，我们也要慷慨地参与，因为这是还福音的债。
许多人传福音、花代价传福音给我们，我们白白地得来、也应该白白地舍去。

感谢主赐福给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常常都觉得位子不够，也在思考植堂的可能。感谢 赐 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常常 觉得位子不够，也在 考植堂的可能。
当圣灵清楚地引导我们的时候，你要积极地参与，因为你碰到千载难逢的机会—

就是建堂、或者修殿的机会，你要积极地参与。
我数算了我总共参与八次的建堂 要使 个牧师贫穷 最容易的方式就是建堂我数算了我总共参与八次的建堂，要使一个牧师贫穷，最容易的方式就是建堂，

你要做榜样，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大卫愿意为神的殿摆上的时候，你看神怎么样地赐福给他！大卫愿意为神的殿摆上的时候，你看神怎么样地赐福给他！

弟兄姊妹，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



我也不希望弟兄姊妹，今天听完道，受感动、奉献，就希望上帝马上大大地祝福，
这叫做「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 把奉献当作一种交换这叫做「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把奉献当作 种交换。

我在台湾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姊妹跟我说：
「牧师、师母，你们将来到天上，一定住别墅！」更让我伤心的是说：「牧师、师母，你们将来到天上， 定住别墅！」更让我伤心的是说：
「你住别墅的时候，到时候要接待我喔！」
那为什么你不自己盖别墅？你住地上的别墅，

到天上的别墅还要我接待你？
你天上、地上的，你都要得到！？没有这种事情！

最后我讲一个故事，1347年黑死病在欧洲蔓延，
德国有一个城市的人民，非常地恐慌！

那是 个信仰黑暗的时期 有许多人 特别是有钱人不重视信仰那是一个信仰黑暗的时期，有许多人，特别是有钱人不重视信仰。
可是当这个黑死病来的时候，他们也会怕死。

他们希望能够到那个筑了高墙的修道院里面去避难他们希望能够到那个筑了高墙的修道院里面去避难。
但是修士们也怕死，所以就把修道院的门关得紧紧的！

这时候你可以想象那些贵族，那些有钱人，他们有什么？他们有钱！
所以他们就把许多的钱跟金银珠宝 往修道院里面丢！所以他们就把许多的钱跟金银珠宝，往修道院里面丢！
可是那些修士们看那些钱会很高兴吗？他们怕拿了这个钱以后，

也被感染了黑死病，所以那些修士们就把那些钱往外丢！也被感 了黑死病，所以 修 们就把 钱往外丢
很多人把钱往里面丢，修士拼命把钱往外面丢！

我真想，如果我有份参加那样的一个场合，该有多好！
丢了三、四个小时修士们累了，寡不敌众！不丢了！

短短的时间内，那些金银财宝堆得有一米高。

你会发现同样是钱，这些有钱人觉得钱可以救他；那些修士们会觉得说，
这些钱会害了他的命。弟兄姊妹要做一个在神面前富足的人。

愿神激励我们的心 今年我们说恭喜发财的时候 我们要问我们旁边的弟兄姊妹愿神激励我们的心，今年我们说恭喜发财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旁边的弟兄姊妹：
你在神面前富足吗？当我们说恭喜发财的时候，
我们要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是在神面前富足的人我们要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每 个人都是在神面前富足的人，

每一个人都是在好事上富足的人，将来每一个人到天堂都住别墅。

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你也教导我们不可贪爱钱财。

主耶稣求你怜悯我们，我们就是活在这样的一个
好像被金钱的观念充满了的世代，
当初代信徒信主的时候，彼得说：当初代信徒信主的时候，彼得说：

你们要救自己脱离这弯曲悖谬的世代。
若是我们过去得罪你 求你赦免我们的罪若是我们过去得罪你，求你赦免我们的罪，

我也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做一个在神面前富足的人；
也祝福你的教会 不仅自己蒙福也祝福你的教会，不仅自己蒙福、
而且也能够使许许多多人蒙福。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