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age 1 of 5 

忠心管家 

第一讲：神对钱财的心意 

I. 导论 

马太福音 25:14-30   14 「天國又好比一個人要往外國去，就叫了僕人來，把他的家業交給他們，15 按著各人的才

幹給他們銀子：一個給了五千，一個給了二千，一個給了一千，就往外國去了。16 那領五千的隨即拿去做買賣，

另外賺了五千。17 那領二千的也照樣另賺了二千。18 但那領一千的去掘開地，把主人的銀子埋藏了。19 過了許

久，那些僕人的主人來了，和他們算帳。20 那領五千銀子的又帶著那另外的五千來，說：『主啊，你交給我五千

銀子。請看，我又賺了五千。』21 主人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

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22 那領二千的也來，說：『主啊，你交給我二千銀子。請看，我

又賺了二千。』23 主人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24 那領一千的也來，說：『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

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25 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銀子埋藏在地裏。請看，你的原銀子在這裏。』26 主人回答

說：『你這又惡又懶的僕人，你既知道我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27 就當把我的銀子放給兌

換銀錢的人，到我來的時候，可以連本帶利收回。28 奪過他這一千來，給那有一萬的。29 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

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30 把這無用的僕人丟在外面黑暗裏；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

了。』」 

 

II. 神是主人  

A. 神拥有一切（创世记 1，约伯记 41:11，诗篇 24:1-2，提摩太前书 4:3-5） 

a. 约伯记 41:11 誰先給我甚麼，使我償還呢？天下萬物都是我的。 

b. 诗篇 24:1-2  地和其中所充滿的，世界和住在其間的，都屬耶和華。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

水之上。 

c. 提摩太前书 4:3-5  他們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或譯：又叫人戒葷），就是 神所造、叫那信而

明白真道的人感謝著領受的。凡 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謝著領受，就沒有一樣可棄的，都

因 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為聖潔了。 

B. 神将钱财授予人（创世记 1:28-30，撒母耳记上 2:7，历代志上 29:12&16，哥林多前书 4:7） 

a. 创世记 1:28-30  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

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神說：「看哪，我將遍地上一切結種子的

菜蔬和一切樹上所結有核的果子全賜給你們作食物。至於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並各樣爬在

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將青草賜給牠們作食物。」事就這樣成了。 

b. 撒母耳记上 2:7 他使人貧窮，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貴。 

c. 历代志上 29:12 &16 12 豐富尊榮都從你而來，你也治理萬物。在你手裏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強

盛都出於你。16 耶和華─我們的 神啊，我們預備這許多材料，要為你的聖名建造殿宇，都是從

你而來，都是屬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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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哥林多前书 4:7 使你與人不同的是誰呢？你有甚麼不是領受的呢？若是領受的，為何自誇，彷彿

不是領受的呢？ 

 

III. 人是仆人 

A. 我们并不拥有我们以为自己拥有的（传道书 5:15；提摩太前书 6:7） 

a. 传道书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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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提摩太前书 6:7 因為我們沒有帶甚麼到世上來，也不能帶甚麼去。 

B. 我们只是神所授予钱财的管家（创世记 1:26-28, 2:15；利未记 25:23；路加福音 16:10-12） 

a. 创世记 1:26-28 26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

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

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

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b. 创世记 2:15 耶和華 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                

c. 利未记 25:23 地不可永賣，因為地是我的；你們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 

d. 路加福音 16:10-12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義，在大事上也不

義。 倘若你們在不義的錢財上不忠心，誰還把那真實的錢財託付你們呢？倘若你們在別人的東西

上不忠心，誰還把你們自己的東西給你們呢？ 

 

IV. 坏管家：没有信心的人（马太福音 6:24；马可福音 4:19, 8:36；提摩太前书 6:9-10） 

a. 马太福音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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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門：財利的意思）。」 

b. 马可福音 4:19 後來有世上的思慮、錢財的迷惑，和別樣的私慾進來，把道擠住了，就不能結實。 

c. 马可福音 8:36 人就是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 

d. 提摩太前书 6:9-10 但那些想要發財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網羅和許多無知有害的私慾裏，叫人沉

在敗壞和滅亡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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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贪爱钱财会导致犯罪，例如自私（来 13:7），偷盗（箴言 13:8, 30:8-9），欺骗（徒 5:1-10），以及物质主

义（雅各书 5:5）。 
 
1. 来 13:7 從前引導你們、傳 神之道給你們的人，你們要想念他們，效法他們的信心，留心看他們為人的結

局。 

2. 箴言 13:8 人的資財是他生命的贖價；窮乏人卻聽不見威嚇的話。 

3. 箴言 3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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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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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徒 5:1-10 有一個人，名叫亞拿尼亞，同他的妻子撒非喇賣了田產，把價銀私自留下幾分，他的妻子也知道，

其餘的幾分拿來放在使徒腳前。彼得說：「亞拿尼亞！為甚麼撒但充滿了你的心，叫你欺哄聖靈，把田地的

價銀私自留下幾分呢？田地還沒有賣，不是你自己的嗎？既賣了，價銀不是你作主嗎？你怎麼心裏起這意念

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 神了。」亞拿尼亞聽見這話，就仆倒，斷了氣；聽見的人都甚懼怕。有些少年

人起來，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約過了三小時，他的妻子進來，還不知道這事。彼得對她說：「你告訴

我，你們賣田地的價銀就是這些嗎？」她說：「就是這些。」彼得說：「你們為甚麼同心試探主的靈呢？埋

葬你丈夫之人的腳已到門口，他們也要把你抬出去。」婦人立刻仆倒在彼得腳前，斷了氣。那些少年人進

來，見她已經死了，就抬出去，埋在她丈夫旁邊。 

5. 雅各书 5:5 你們在世上享美福，好宴樂，當宰殺的日子竟嬌養你們的心。 

 

V. 好管家：忠心地荣耀神 

A. 做好管家的动机（哥林多前书 5:10，加拉太书 4:7, 6:7） 

a. 哥林多前书 5:10 此話不是指這世上一概行淫亂的，或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這樣，

你們除非離開世界方可。 

b. 加拉太书 4:7 可見，從此以後，你不是奴僕，乃是兒子了；既是兒子，就靠著 神為後嗣。 

c. 加拉太书 6:7 不要自欺， 神是輕慢不得的。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 

 

B. 神为我们使用钱财的方式设立指导（箴言 8:18-19, 10:4, 11:22；哥林多前书 10:31；以弗所书 5:19；腓立

比书 4:12, 19-20） 

a. 箴言 8:18-19  豐富尊榮在我；恆久的財並公義也在我。我的果實勝過黃金，強如精金；我的出產

超乎高銀。 

b. 箴言 10:4 手懶的，要受貧窮；手勤的，卻要富足。 

c. 箴言 11:22  婦女美貌而無見識，如同金環帶在豬鼻上。 

d. 哥林多前书 10:31 所以，你們或吃或喝，無論做甚麼，都要為榮耀 神而行。 

e. 以弗所书 5:19 當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說，口唱心和地讚美主。 

f. 腓立比书 4:12 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隨事

隨在，我都得了祕訣。 

g. 腓立比书 4:19-20 我的 神必照他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裏，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願

榮耀歸給我們的父 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C. 当我们寻求为天国的利润得着回报时，神得着荣耀。 

1. 投资在今生有真价值的事上 

A. 箴言 8:10-11  你們當受我的教訓，不受白銀；寧得知識，勝過黃金。因為智慧比珍珠（或譯：紅寶

石）更美；一切可喜愛的都不足與比較。 



 

 Page 4 of 5 

             15:6  義人家中多有財寶；惡人得利反受擾害。 

             15:16  少有財寶，敬畏耶和華，強如多有財寶，煩亂不安。 

              22:1  美名勝過大財；恩寵強如金銀。 

B. 马可福音 12:41-44  耶穌對銀庫坐著，看眾人怎樣投錢入庫。有好些財主往裏投了若干的錢。有一個窮

寡婦來，往裏投了兩個小錢，就是一個大錢。耶穌叫門徒來，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窮寡婦投入庫

裏的，比眾人所投的更多。因為，他們都是自己有餘，拿出來投在裏頭；但這寡婦是自己不足，把她一

切養生的都投上了。 

C. 彼得前书 1:7  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可以在耶穌基督顯

現的時候得著稱讚、榮耀、尊貴。 

 

在箴言 8 章，我们看到智慧比红宝石更珍贵，箴言 15:16 讲到敬畏神比财富更重要，箴言 22:1 说好名誉比钱财

更有价值。彼得前书 1:7 说，我们对神的信心比精金还要宝贵，在马可福音 8:36 耶稣说救恩比世界还有价值。 

 
 
 
 
 
 
 
 

2. 关注未来的价值 

箴言 23:4-5： 

要劳碌求富。休仗自己的聪明。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 

马太福音 6:19-21：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

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 

 

3. 最大化你的投资 

马太福音 19:29 

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 

 

 

VI． 【结论】 

神拥有一切，神是一切的真正主人。 

1. 我们不当被当下的处境捆绑。 

相信神的主权，神有祂良善的计划，因为他是掌权的神，要明白神既然让某些事发生，就是为了我的益处。如果

我们看神是一切的主宰，我们就会在各样事上知足。失业、生病、经济损失，都不会让我们因此被捆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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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们从物质主义的世界中得自由。 

物质主义认为，如果我买东西，那么我就会快乐。所以如果我们买东西仅仅是因为我认为这会给我带来喜悦，那

么我们就在物质主义中迷失了。 

神是一切的掌权者和拥有者，我們不需要通过购买东西来获得快乐。对基督徒而言，我们购买东西，是因为拥有

这件东西可以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管家，比拥有别的东西更有价值。亦即我买东西是为了讨神喜悦而不是为了自

己的喜悦。有这样的看見会让我们免予偶像化物质。享受神的创造这件事本身也讨神的喜悦。 

 

3. 我们可以学习慷慨。 

我们意识到，神是一切钱财的所有者，这会帮助我们减少挣扎于供应自己还是供应别人，因为最终都是为了荣耀

神，而且钱财都是属乎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