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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忠心管家 
第一讲：神对钱财的心意 
【祷告】 

导论 

欢迎来到我们这一为期六周的主日学课程，我们这个课程的目的是帮助你理解作为基督徒，我们该

如何管理神所赐给我们的财产，包括金钱和其他资产。 

在这件事情上，基督徒有相当大的自由。所以我们不会讨论预算上的细节或者你该怎么理财，但是

我们会讨论圣经中有关金钱和财产的原则和相关经文。如果你翻到今天讲义的最后一页，你会看到

我们这个课程的六次上课安排。 

【简单地介绍每一课的题目和大致内容】 

我们从哪里开始呢？在马太福音 25:14-30（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也可以听我带你过一遍这段经

文）。在马太福音 25 章，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一个财主要去远方旅行，然后把金钱委托给三个仆人

管理，根据他们的能力授予不同数量的金钱。第一个仆人有五千，第二个仆人两千，第三个仆人只

有一千。旅行回来之后，这位财主把三个仆人都叫到跟前来，询问他们如何管理和使用这笔金钱。

前两个仆人把钱都投资在某个领域，并且赚了一倍。这位财主就称他们为“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给予他们更多的责任，并且分享他们的喜乐。但是第三个仆人却是又恶又懒的仆人，他挖了一个洞

把钱藏了进去。主人责备了这个仆人，夺回了叫他管理的财产，并且把这个仆人赶出了自己的房子。 

这个比喻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让我们来思想我们称之为“财富”的东西，也就是我们的金钱和属

世的财产。我们会用这段经文作为本课的大纲，思想主人、管家的角色，以及管家如何管理的问题。 

神是主人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个主人。我们不能很自然地以为耶稣的比喻中每个喻体都一定对应着一个本

体，这很容易陷入灵意解经。但是在这个比喻中，主人的确代表着一个本体。 

【主人代表着谁呢？】（神） 

【为什么呢？】（因为一切都是属于神的） 

A. 神拥有万物 

所以，对财富的恰当理解要从神开始，是神和被造物之间的关系。因为神是那位创造主，是神创造

了一切、万物和世界，也创造了人。因为神创造了一切，祂也宣告自己拥有一切祂所创造的。大卫

在诗篇 24:1-2 中这样写：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 

从另一面来说，神的主权也意味着祂不亏欠我们，神没有义务满足我们或是其他被造物的要求，祂

不欠我们的。在约伯记 41:11，神告诉约伯： 

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天下万物都是我的。 

神不需要我们给他财产，神不需要我们还给他什么，因为一切本来都是神的。祂有权柄按着祂的心

意使用祂的财产。 

当神创造世界的时候，祂怎么看待这个世界呢？祂看祂所造的“甚好”，换句话说，祂给祂所创造

的赋予了某种价值。当罪进入世界的时候，罪毁坏了这世界原本的价值吗？没有！保罗在提摩太前

书 4:4-5 这样说： 

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

为圣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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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圣经让我们看到，享受神所造的财富甚至是荣耀神的。保罗在两章之后，就是在提摩太前

书 6 章这样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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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

们享受的神。 

神给我们财富，为的是我们能够享受（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同时我们不应当把自己的倚靠放在

这些钱财身上。 

有些基督徒极力地主张贫穷的生活、禁欲主义，恨恶财产和财富。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叫

我们拒绝老我，但是正如金钱可以被用在好的地方也可以被用在不好的地方，拒绝老我也可能被误

用。禁欲主义者认为受苦是得着救恩的一个手段，或者是成圣的一个手段，他们最后会变成自义和

把成圣的盼望建立在自己的努力而不是在神所赐的圣洁之上，最后会转离神所预备的救恩。所以禁

欲和拒绝自己很有可能像滥用财富一样变成一种满足自己私欲的结果。 

底线是什么呢？神拥有一切，神不亏欠我们。神所造的都甚好，包括我们的财富。基督徒的理财秘

诀不是逃离财富，而是看财富是属乎基督的，基督对我们的财产拥有主权。 

B. 神赐财富给祂的百姓 

如果神拥有全世界的财富，那也意味着说神是赐予我们财富的神（创世记 1:28-30），正如在比喻中

那个主人对待他的仆人一样。哥林多前书 4:7说，“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包括我们的家庭、

我们所受的教育机会、我们的属灵恩赐、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工作，都是神赐给我们的。 

大卫王也意识到这一点，当以色列百姓将他们的财富献出来帮助建造圣殿时，大卫的回应是这样的，

在历代志上 29:12 和 16 节： 

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

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

你的。 

我们也要注意到，在比喻中，主人给不同的仆人不同数量的金钱。主人没有给每个人两千银子。虽

然圣经在约翰壹书 3:17 命令教会中的富人应当帮助教会中的穷人，但是我们不能够得出结论说神认

为财富不平等是邪恶的（，或者是只有富人才需要奉献）。神按着每个人的能力和才干做出分配。

在撒母耳记上 2:7，圣经说“神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重要的是我们要

怎样管理神所赐的财富。 

人是管家 

【如果神是主人，那么这些仆人是谁呢？】（我们） 

【如果神对一切拥有产权，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我们所拥有的财富呢？】（我们受托管理） 

A. 我们并不拥有我们所拥有的东西 

在我们今天所要教导的内容里，最难的一部分就在这里：我们需要理解，我们并不拥有我们正在拥

有的东西。你刚买的车，不是你的；你刚买的房子，不是你的；你的学历证书、你的孩子们、你在

余额宝里的钱，都不是你的、不是你的、不是你的！ 

按着我们罪人的本性，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我们宁愿说，“我赚来的，所以这是我的。我不需

要别人告诉我我该怎么花我赚来的钱！”但是如果我们同意圣经所说的是对的，那么我们不得不承

认：一切都属于神，不属于我们自己。 

这是为什么人不愿意顺服神的原因，也是路加福音 18 章中的少年人为什么离开了耶稣的原因。他们

不愿意把自己生命的主权、财产的主权交给神。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圣经所说的：我们的财富不是

我们自己的，而是神的，我们肩上的重担就被挪走了，我们的忧虑可以交托给神了。这一概念把我

们从世界的谎言下释放出来，世界告诉我们是我们拥有财富，但事实上却让财富拥有了我们。这让

我们从自私中释放出来，既然财富不是我们自己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慷慨。这一概念可以被应用在

你生活的很多领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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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渴慕神》这本书里，约翰·派博写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人空手来到美术馆里，当他走进一个展厅的时候，他把画从墙上拿下来夹在自己胳膊底

下。保安问他，“你在干嘛？” 

他回答说：“我要做一个收藏家。” 

“但这些画不是你的呀。” 

这个人回答说：“当然是啊，我已经把它们夹在胳膊底下了啊。” 

你一定会以为这个人是个傻瓜或者疯子，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这样想的。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神

的，我们没有带任何东西到这世上来，我们也没什么可以带走的。传道书 5:15，还有提摩太前书 6:7

都这样教导我们。 

B. 我们只是神资产的管家 

意识到我们只是仆人，我们该怎样看待自己呢？我们是管家。管家是主人交托财产给他，并且赋予

他责任按着主人的利益管理这些财产的人。 

起初，神不单单只是创造人，神创造人的时候也赋予人责任：治理这个世界。我们被造来治理神所

创造的世界，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所以当以色列人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时，神告诉他们地不可永

卖，因为地是属乎神的，以色列人是神的租户、是神的佃农。是因为神的恩典，所以他们进入了迦

南地并且在那里居住。这一主人-管家的关系是为了让以色列人信靠神，并且最后能够得着更美国度

的产业：天上的家园。 

既然我们受托管理神所交付给我们的，我们该如何看待我们的银行存款、汽车、房子，或者一切其

他的产业呢？ 

第一， 这些产业不属于我们，也不是为了我们的私欲而服务的，而是神的； 

第二， 按照罗马书 14:12，我们有一天要在神的面前为自己如何使用了神的产业而负责； 

第三， 我们需要在神面前省察自己使用财富的方式，不单单是奉献给教会，也包括我们花在自

己身上的钱； 

第四， 获得财富本身不是目的。 

【大家有什么感想或者问题吗？】 

坏管家是没有信心的人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耶稣的比喻中主人是谁、仆人是谁，那我们也来区分一下不同的仆人。现在

我们从第三个仆人开始分析。 

第三个仆人被称为是“又恶又懒的”。【他做了什么被主人这样责备呢？】 

（他把财富藏在地里） 

【他被称为天国里最小的，是吗？】 

（不！圣经说他被“丢在外面黑暗里”哀哭切齿。） 

怎么会这样？不就是把钱给埋了吗？为什么会得着这样的结局呢？ 

让我更多解释一下第三个仆人做了什么。忠心的仆人相信说主人会照着所说的回来，所以他们在遵

行主人的命令上甘冒风险，摆上努力。但是不忠心的仆人则不同，他或者认为主人可能回不来，或

者他认为主人不会认真对待自己所说过的话。所以他不愿努力，而是降低风险，把钱埋在地里，然

后去做别的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忠心的仆人信靠主人说的话和主人的良善，不忠心的仆人既不相信主人的话，也不相信主人的良善。

耶稣说，你不能既服事玛门，又服事上帝。有人可能认为他可以两手都抓，可以同时取悦世界和取

悦耶稣，但最后却发现其实他并不信靠神，他取悦的只是世界而已，这样的人不是一个基督徒。 

所以，我们从这个不忠心的仆人身上看到，你怎么对待钱就体现了你怎么对待神：你是不是信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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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良善、神的话语和神的信实。这个比喻不是在说“好基督徒”和“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之间的差

别，这是关于天堂和地狱的对比、真信徒和假信徒的对比，正如你会在紧接着的经文里（马太福音

25 章）读到的山羊和绵羊的比喻一样。 

好管家是荣耀神的人 

如果糟糕的管家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要关注忠心的管家是怎样的了，我们都要努力做忠心的管家。 

【在这个比喻里，为什么前两个仆人被称为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第一，他们顺服主人，而且立即顺服；第二，他们按着主人的心意去做；第三，他们冒风险，表

示他们的信心；第四，他们结了果子；第五，他们有耐心等候主人的回来。） 

所以，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是一个按着神的心意管理神的财产的人。 

A. 忠心仆人的动机 

我们刚才看到不忠心的仆人有什么样的结局，接下来我们要花时间探讨如何做一个忠心的仆人。首

先我们要明白，为什么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只是为了不下地狱吗？忠心的管家有什么样的动机？

我给你两个基于圣经的动机。 

首先，这是神所配得的服事。神并不只是告诉我们该如何管理自己的财产，神向我们展现了祂的爱。

在哥林多后书 8:9，保罗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因为爱，耶稣虚己成为一个受苦的仆人，完全地顺服上帝，

并且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可以得着神的怜悯（加拉太书 4:7）。神把祂的产业用在我们

身上，使我们得永生。 

一个被基督赦免的人所拥有的新生命标志之一就是爱神，爱神意味着想要讨神的喜悦，按照神的命

令去行，其中也包括按着神的心意使用我们的钱财。在彼得前书 4:10，圣经说：“各人要照所得的

恩赐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其次，我们都要面临审判。在这个比喻里面，主人最后回来了，并且审判他的仆人。我们同样有一

天会面临神的审判。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罪都被神赦免了，我们会得着永生。但圣经同时也告诉我

们，在哥林多后书 5:10： 

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你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想过这一天吗？你应该考虑这一点。你期待基督哪一天再来？如果基督今天

就来，你做好准备了吗？ 

B. 神给了我们使用钱财的指导 

神不仅仅给我们合理的动机，神作为一切的业主，同时也给我们指导，让我们知道怎样管理祂所授

予的钱财。箴言中有很多这方面的教导。箴言要我们有智慧、不要懒惰（10:4），聪明而不愚蠢

（8:18-19，17:16），谦卑而不骄傲（22:4），慷慨而不吝啬（11:22，16:3），诚实而不欺诈

（13:11）、公义而不犯罪（13:21）。我们需要寻求别人的建议（15:22），操练钉死老我（23:1-2），

并且信靠神。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箴言并不保证我们可以发财，但是这些一般原则会有好的结果。箴言不是应

许，而是告诉我们神所造的世界里的一般性规则。 

如果神给我们钱财，也叫我们管理钱财，神一定有祂的目的，对吗？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祂自己。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10:31 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作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有很多你可以荣耀神的方法，但是对待钱财有一个敬虔、合乎圣经的态度，是能够展现神的性情的。

我们如何对待钱财应当体现出福音来，同样也向这个世界见证我们所信的是怎样的一位神。 

例如，我们为神所赐的感恩，我们把神当作所有美善的源头，这本身就荣耀神（以弗所书 5:19）。

当我们把初熟之果献给神的时候，我们就荣耀了神（马太福音 6:33）。当我们知足的时候，我们就

荣耀了神，因为神供应了我们的需要（腓立比书 4:12, 19-20）。当我们慷慨地使用我们的钱财帮助

别人时，我们就透过展现神的爱和怜悯而荣耀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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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要成为忠心的管家，我们必须为着荣耀神的目的使用我们的钱财，高举祂的名，并且展现耶

稣基督的福音。圣经中一个明显的做法，就是奉献给教会、支持教会的事工和传道人（加拉太书 6:6，

哥林多前书 9:9-14）。但是神所看的不仅仅是你怎么奉献给教会，神所看的远超过这些。我们可以

用我们的车子来带别人来去教会，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房子来接待和传福音（约翰三书 8 节）。我们

可以用我们的钱财去帮助别的有需要的人（约翰壹书 3:17），或是帮助有需要的家庭（提摩太前书

5:8），或者与他人分享财物（希伯来书 13:16，路加福音 3;11），或者不取利地借给别人（诗篇

37:26，路加福音 6:35）。我们有很多方式来使用钱财荣耀神，神也给我们很大的自由。 

C. 当我们追求真利润时，神得着荣耀 

回到这个比喻当中：忠心的仆人是有产出的，他为主人赚取了利润。同样，当我们在管理神所赐的

钱财上赚取利润的时候，神也得着荣耀。但是，神的价值体系和世界的价值体系是截然不同的，在

神的经济学里，什么是有价值的呢？我给你三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第一，今天就投资于真正的价值 

当我们为某件事情花钱的时候，总是存在着机会成本，就是说你可以把同样的钱花在另一件事上、

或者另一个目的。神要我们在花钱这件事上足够的谨慎、货比三家，因为我们花钱的时候，需要明

白我们是不是在做最有价值的事，我们花钱所做的事对神来说是否最有价值。 

回到箴言中，我们看到神要我们货比三家。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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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们知道钱不能买来救恩，圣经在箴言 11:4、使徒行传 8:18-20 也这样告诉我们。钱也买不来

信心、盼望或爱心，但是钱可以被用来造就这些。这是为什么马可福音 12:41-44 的那位穷寡妇将养

生的两个小钱投入圣殿的原因。她将自己的钱用来帮助自己增长信心，并归荣耀给神。所以当你甚

至在不知道你的朋友是否会还钱的情况下借钱给他的时候，你在用你的钱建造你的信心，并且用行

动教导了自己什么是最重要的。当你用你的车带人来教会的时候，你在用你的钱财帮助他们得着神

的话语。在神的经济学里，这是非常划算的交易。 

第二，关注未来的价值 

除了用钱财投资于今生有价值的东西之外，神也叫我们关注未来和永恒。我刚才提到信心、爱心、

盼望、神的话、救恩，这些和你的金钱、汽车、存款和房子不同的是，信心、爱心、盼望、神的话

在天国里面是有价值的。我们现在的产业在天国里是没有价值的。箴言 23:4-5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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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克菲勒曾经是美国最有钱的人，可能也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他死了之后，有一个人问他的会计，

“洛克菲勒还留下多少钱？”回答非常经典：“他全都留下了。”你不可能把这些东西带到天堂里

去。 

如果你今天离开教会以后，希望有一句经文作为默想的经文，你可以看马太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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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你不能把钱带去天堂，但是你可以以某种方式在你死之前寄去天国。如果你穿越到 1948 年，你

知道内战会导致法币大量贬值，而且国民政府会强制兑换金圆券，你会怎么做？你会把你手里的法

币全部拿来买金条，是不是？因为你知道金条的价值是可以保证的。你会用手里将来不值钱的东西

去换取将来会有价值的东西。耶稣告诉我们几乎一样的事情。几十年以后，你手里的每一块钱、每

个房产，都会变得没有价值——或者是因为你死了，或者是因为主来了。但是现在你有这个机会来使

用现在的钱投资在将来有价值的事上：你的钱财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 

所以第二种我们讨神喜悦的花钱方式，就是将我们的价值放在永恒当中，那里有价值的事物是什么？ 

第三，将回报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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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件你应该知道的事情是：我们不仅要用我们的钱财获取回报，而且神希望我们最大化我们可能

得着的回报。马太福音 19:29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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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生活应当最大化神的荣耀，神应许祝福那些信靠神，并善用自己的钱财成就神计划的人。 

正如比喻中的那两位忠心的仆人，我们蒙召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冒着风险信靠神的应

许，祂将来会掌权、会再来、会审判世界的应许，祂会奖赏忠心仆人的应许。你的财务应该彰显保

罗在哥林多前书 15 章所说的话： 

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我不知道大家用什么记账软件记账，如果有一个黑客黑进你的记账软件，他是否可以看出你是一个

为天国而活的人、一个相信基督一定会再来审判和做王的人呢？他会说：“这个人疯了”，还是说

“这个人看起来像是有宗教信仰的。”神要我们信任基督的应许、将赌注放在神不变的保证上。 

【大家有什么问题或感想吗？】 

总结 

作为总结，我想列出我们在这一课中所学到的概念给我们带来三个怎样的自由。我们今天所讲的核

心概念，是神拥有一切的主权，包括你认为属于你自己的东西。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一点，并且在生

活中体现出这一点的时候： 

1. 这会把我们从对当下处境的忧愁中释放出来。如果我的车撞到树上去了，使我不得不花三千块钱

修车，这让我本月的预算短缺了三千块钱，诱惑我这个月不用奉献给教会。如果我相信神的主权，

那我会知道神既然让这件事发生，就是为了我的益处。我不需要用犯罪的方式成就自己的计划，

神有祂良善的计划，因为他是掌权的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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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会让我们被捆绑。 

2. 这会让我们免予偶像化物质。物质主义认为，如果我买东西，那么我就会快乐。但是如果神是一

切的掌权者和拥有者，我不需要通过购买东西来让我获得快乐。我购买东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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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买东西是为了讨神喜悦而不是为了

自己的喜悦。当然，有的时候我享受神的创造这件事本身也讨神的喜悦。但是对基督徒而言，对

钱财的享受本身不是终点，而是一个衍生的享受，因为我说到底是为神的喜悦而活的。所以如果

我买东西仅仅是因为我认为这会给我带来喜悦，我就在物质主义的谎言中迷失了。 

3. 这会让我们成为慷慨的人。在这个世界里，大家都希望别人慷慨，但不希望自己慷慨。对基督徒

来说，慷慨是神的性情之一，他是一位一掷千金的上帝。当我供应自己的时候，我荣耀神；当我

供应别人的时候，我也荣耀神。如果我们意识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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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一下，神拥有万事万物，我们所有的都是祂交托给我们管理的。正如十七世纪的坎特伯雷大主

教所说的：“为今生花费了一切，却不在永恒中投资的人，是看起来聪明其实愚蠢的人。”让我们

用我们的钱财来成为神忠心的管家吧！ 

【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