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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欢迎收听正本清源系列第八讲。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今天我们要

继续上一讲，继续探讨「福音要求完全的舍弃」。 

 

请拿出你的圣经，请翻到马可福音第十章。今天是这个系列课程的最后一课。我们在这个

系列中探讨了什么是「跟随耶稣」。我们也查考了一些耶稣的说法。希望我们真的相信这

是他说的。这和我们的生命有绝对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照耶稣所说的去做。那

么，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社会，以及我们的教会有极大的改变。我想这是我们不断遇到的

问题。这是我自己生活中和牧会时会不断遇到的问题。我们相信圣经吗？ 

 

我的意思是，我们真的相信耶稣说过这些话吗？我们真的相信圣经说的是真的吗？因为如

果圣经说的是真的，那今天世界上有超过四十五亿人，正走向永远的地狱，因为他们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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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还有三万个儿童会死于饥饿或传染病。如果这些是真的，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和我们

的生活，我们的教会随便周旋了。如果这些事情是真的，我们就没时间玩弄我们的资源和

财产。上帝请帮助我们认清这些事实。上帝请帮助我们不要忽略或抗拒这些事实。我们是

富有的人。我知道我们的经济萎缩，但就算你明年只赚一千五百美元，你还是比世界上百

分之八十的人富有。 

 

如果你有衣服穿，有食物吃，有房子住，有可以代步的交通工具，你就是世界上排名前百

分之十五的富人。耶稣说的这段话因此特别恰当。 

 

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地难哪。」门徒

希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地

难哪。骆驼穿过针的眼，必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义呢。」 

 

门徒就分外希奇，说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

人是不能，在上帝却不然，因为上帝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

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

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

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

在前。」（可 10：23-31）。 

 

上帝，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了解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帮助我们认识你圣洁的

名，你的名至高无上，让我们活出你至高的名，而不是靠我们自己。上帝，我们祈求你帮

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你的圣灵，在接下来的时间，帮助我们过滤掉那些根深蒂固的，与

圣经相违背的思想。帮助我们重新听见你的话，赐给我们恩典，不但要听到你的话，并且

你要回应我们。上帝，今天我们不能以任何方式改变自己。我们需要你来改变我们的心，

求你藉由你的话，使你得荣耀，不但是在这里，还要看到全球各地的需要。奉耶稣的名祷

告，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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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这一路走来有许多人不断在问「我们看到了这些真理，如何应用在我们生活中呢？

要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呢？」 

 

圣经真理和牧师的想法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圣经真理是约束，圣经所说的决定了我们如何

生活。牧师的想法，可以接受，可以不接受。事实上，我认为绝大多数不被接受。实际应

用圣经的话在今天并不受到特别的欢迎，要付诸行动也并不容易。老实说，它们是排水

道，当海瑟和我不断和这些真理抗争，如今还是在继续和这些真理抗争。因此我要和你谈

些务实的东西。 

 

我们先来看圣经中的真理。身为各位的牧师，我在这里要鼓励你在现实生活中活出这些真

理。 

 

最大的警告… 

我们迫切需要明白我们产业的致命天性 

 

第七个真理。首先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最大的警告。这里警告我们说，我们迫切需

要明白我们产业的致命天性。「财主进上帝的国有多难」事实上今天绝大多数人，以及教

会中多数人并不相信耶稣在这里说的话。他们不相信耶稣说的话。其实，财主要进上帝的

国并不难。我一直强调，我们是富有的人。我们住在全美国最富裕的一州，我们聚会的地

方是全市最富裕的小区之一。 

 

如果我们将画面拉到今天。照耶稣所说的来看，我们这个小区很难进上帝的国，很难进上

帝的国。因为我们根本不相信耶稣的话。我们习以为常的想法，加上根深蒂固的教会文

化，认为产业，金钱和财富是上帝的祝福。我们不认它是进上帝国的障碍。耶稣说「你的

富裕，你的财产，你的金钱是进入天国的障碍，拦阻。」最大的问题出现了，耶稣说的这

些事，让你立刻想到教会的一些情况。现在的教会在耶稣升天离开以后，还是新约教导的

样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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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暂停一下。我们一起翻开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我们在这里要问的是：「新约教

会对财产的态度和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十章讲的一样吗？」我要你注意，这里是否有任何的

相似点或不同之处。在新约中，财主要进上帝的国真的很难吗？ 

 

请看提摩太前书 6：6，这里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这样鼓励新约教会，第六节说：「然

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因为我们没有带甚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

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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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财是万恶之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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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书 6：6-10）。 

 

现在，请注意了，人们经常会说，「钱不是万恶之首，贪财才是万恶之首。」我们引导出

的结论让我们都如释重负。虽然我们都有钱。但是我们会有这种想法，这是事实。不管耶

稣或保罗都说，财富或金钱天生就是罪；财富，产业或金钱天生就是罪。请你特别注意，

耶稣对财主说的话，以及我们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所要看到的经文。耶稣或保罗并没有

说，我们要放弃财富，金钱和产业，因为这些都是坏东西。他们的意思是，因为人性的贪

婪，所以要放下财富，金钱和产业。 

 

所以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这是很重要的。因此当我们读到 17 节，保罗

开始对那些富有的人说话，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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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有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

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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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 6：17-19）。这是意义重大的一段经文。 

 

我们把这两段经文放在一起，就让我们看到。我们回到第九节。保罗说「那些想要发财的

人，就陷在迷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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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想

要发财的人。这甚至没有提到已经富裕的人。这里说的只是发财的欲望让你陷入迷惑，带

来败坏和灭亡。听起来是否像是保罗在警告财富的致命本性，就像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十章

所说的呢？完全正确。保罗的意思是甚么呢？ 

 

回到第六节，他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有人会说：「重要的是我很知足，

我对目前的生活非常满意。因此，我没问题。」但是请看保罗对「知足」所下的定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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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八节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和我们对知足的认知有极大的差异。保罗

这里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有些翻译为「有衣服穿，有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住」，基本

上，他的定义是指「最基本的需求」。他说食物，住所，衣服，只要我有这些，我就应当

知足。接着他又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想要更多，更多的人，他们就会走向灭亡之

路。 

 

我们面临的危险是… 

 

保罗在这里要指的是，那些超过基本需求，沉迷奢华，无法自拔的人，就陷入网罗，最终

带来败坏和灭亡。这是败坏和灭亡。所以保罗提出警告，在 17 节他开始对富有的人说

话。这是我们面临的危险。第一，富裕让我们变得自信。请看 17 节。「你要嘱咐那些今

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 

 

圣经告诉我们，财富带来骄傲。当我们买了个新的东西，当我们做了很好的投资，当我们

存了一大笔钱，骄傲开始在我们里面膨胀，结果是我们开始把自信放在财富上，而不是放

在对上帝的信靠。大多数人会说：「我的信心不是在财富。我的信心是在上帝。」你知道

要如何测试你的信心吗？你要变卖你的一切所有，分给穷人。突然间，财富开始从桌面上

消失 ，我们心中的不安全感提升到了最高点。财富不但会让我们有自信心。财富还会蒙蔽

我们看不见我们自信的深处。 

 

财富使我们不再信靠上帝。我们以为我们信靠上帝；其实，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物质上

面。当这个被拿掉，我们发现这不只是自信，财富让我们过于自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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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 6：17）。保罗说富人要信靠上帝

很难，因为他们有太多可以倚靠的东西。大家都知道这是事实。 

 

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倾向于享受恩赐礼物，却轻忽了赐恩者。我们都有这个倾向。事

实是我们越是用物质去填满我们的生活，我们会越来越倾向于漠视赏赐的主。我们的生

活，我们的安全，我们所赚的，所得到的越是富足，我们就会发觉自己的状况和启示录第

三章的老底嘉教会十分相似。还记得耶稣说的那段让人吃惊的话。「我必从我口中将你吐

出去。」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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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听耶稣对富足但冷漠，安于现状的教会说了甚么。耶稣说：「你说，『我是富足，我已

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所以你要

发热心，也要悔改」（启 3：17，19）。他说你要悔改。他说「我站在门外叩门」（启

3：19）。这是耶稣站在教会的门外叩门，因为人变得如此自满。保罗再度提出警告。你

的富足造成你自满，和倚靠自己。 

 

第三，富足让我们变得自我中心。 

 

这是保罗在 18 节所说的。他说「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

给。」注意了，保罗说医治富足危害的方法是施舍。因为事实上，富足让我们希望更加富

有，想要拥有更多，开始积攒财富。保罗说：「如果你要从你的内心深处胜过，你要施

舍。要甘心乐意地施舍。你就成为行善的富人。」这是避免财富致命的方式。施舍，成为

乐于付出的富人。 

 

不要再以施舍几个小钱为满足，像路加福音中那个财主所做的一样。你要拿出你多余的。

只留下基本生活所需要的，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有衣有食，然后要施舍。你要

大方施舍。这有助于你避开财富的致命危险。这正是耶稣所谓的以自我中心。他所说的正

是我们所看到的。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那里。我们应该不会讶异我们对穷人的付出

有限，因为我们为自己积攒财富，要换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车子，更昂贵的衣服，买更多

的东西，结果是我们的心在财宝上，而不是在失丧和贫穷的人身上。你的财宝在哪里，你

的心就在那里。 

 

我们的抉择… 

 

我们再回到这些选择。在我们所看到的四福音书中的新约教会里，我们必须做个决定。我

们有两个选择：第一，我们可以过着自私奢华的生活，不理会穷人。这是一种不因有衣有

食就知足的生活，这是一种贪得无厌的生活。 这是一种不放过任何提升自己生活标准的机

会的生活方式。如此一来，财富真的对我们有致命危险。这就是财富有致命危险的原因。

第一个选择是自私奢华的生活方式，不理会穷人。第二个选择是为贫穷人无私无我，充满

爱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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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要客观思考一下。许多人想到的第一个问题会是，「奢侈有甚么错吗？舒适的房

子有甚么不对吗？好车有甚么错吗？穿漂亮的衣服有甚么不对吗？好东西有甚么错吗？难

道这些是与生俱来的恶吗？」我们一起想想看，这很重要。这又回到我们前面所讨论的。

只要我们问到：「这有甚么不对吗？」那么，我们所反映出的正是圣经警告我们要小心的

事情。那就是在财富上以自我为中心思维方式。「我有这个东西，我有那个东西有什么不

对吗？」问题是，如果我们对门外的呼求声充耳不闻。那就是问题了。 

 

我举个例子。约翰‧卫斯理牧师在他的自传中提到，当他就读牛津大学的时候，「韦斯利刚

刚买了一幅画挂在房间里，有一位清洁妇来到他门口，当时是冬天，他发现她只穿了件单

薄的外衣来御寒。他伸手到口袋里要拿些钱给她买件外套，发现他所剩无几。他恍然大悟

他花钱的方式并不讨主喜悦。他自问「你的主会说，我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表现不错吗？

你用可以让这可怜人御寒的钱来装饰你的墙壁。喔，公义阿！喔，仁慈阿！这些图画不正

是这可怜女仆的血吗？」 

 

这样你了解了吗？他买的这些挂在他墙上的画有与生俱来的恶吗？不是的。不是与生俱来

的错，而是不该把钱花在买画，却让一个妇人在门外因没有御寒的衣物而受冻。我们就以

韦斯利的经验，转换到我们身上。想象你游走在你我家中，仔细看看那些不必要的家俱，

不必要的吊饰，衣柜中不必要的衣服，不必要的娱乐室，不必要的东西，可列出的东西太

多了。但是，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甚么不对。 

 

他们唯一不对的地方在于，如果你有能力让 500 个非洲的孩子吃饱，免于饥饿或是营养不

良，但是你却把钱花在院子里的东西上，而不是花在那些孩子身上。这样你了解了吗？当

我们故意忽视那些穷人的时候，我们还能问「这样有什么错吗？」所以你了解这个关连性

吗？我们要选择哪一种生活方式呢？是自私奢华不顾穷人，或为穷人付出无私的爱呢？这

就是耶稣和保罗说的。尽可能施舍穷人，因为如果你不这么做，你不但是忽略了失丧的人

和贫穷的人，你的心将塞满了世俗的物质，最后你将失去天国。这是财富带来的致命危

险。 

 

我鼓励你，把家里的东西分为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然后变卖那些不需要的奢侈品，去帮

助穷人。其实，做这件事情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你会发现你需要的东西其实很少，那些

额外不需要的东西是那么多。这些理性思考和公平正义开始在你心中渐渐高涨，你的心里

就会有另一个声音来为你拥有这些奢侈品辩护，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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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决定衣食，基本需求，最低需要，或许是符合这个社会的最低需求，然后更进一

步，开始问，我真的需要开这种车吗？我们真的需要住这样的房子吗？我真的需要我所有

的衣服吗？家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我们需要的吗？我们需要这个，需要那个吗？小心，因

为你将开始问，「这有甚么不对吗？为什么我不能拥有呢？」这些问题的时候。这些问题

就暴露出你的心受到了污染，需要基督帮你除掉。你开始看到生活中充斥着多余的或过剩

的东西。你可以为失丧和穷困的人舍弃这些东西。 

 

第二步，根据你的基本需求，规划出简单的生活开支上限，然后将其他的分送出去。根据

必要的衣食住行开支，规划简单的生活开支上限。你开始与社会潮流背道而驰。这个社会

潮流是，你赚得越多，你的生活标准越高。但现在是，你赚的越多，你施舍的标准越高。 

 

这听起来有点像是新约的教导。你在金钱上，设定了使用上限之后，你就可以自由地使用

超过上限的部分，来荣耀基督，使失丧和贫穷的人认识基督。你说「这是错的吗？大卫，

你是说有钱，赚很多钱，有分高收入的工作是不对的吗？」不，这绝对没有错。我们要找

到最好的工作，尽可能的赚钱，因为上帝将资源交托给你，不是要你为所欲为，而是要帮

助世上失丧和贫穷的人。 

 

这正是韦斯利牧师经历过的。请听他在自传中是怎么说的： 

 

1731 年，韦斯利开始节约开支，让他可以有更多的钱分送穷人。他一年的收入是三十英

镑，他的生活开支是 28 英镑，因此他可以捐献两英镑。第二年他的收入增加一倍，但他

依旧维持 28 英镑的生活，奉献出 32 英镑。第三年他的收入增加到九十英镑。他的生活开

支还是维持 28 英镑，将 62 英镑分送穷人。第四年他的收入是 120 英镑，还是靠 28 英镑

过日子，将 92 英镑分给穷人。韦斯利说基督徒不应该只是什一奉献，而是出家庭开支所

需之外的收入都拿出来奉献。他相信这样做会使自己的收入增加。 

 

这里说，「基督徒的奉献标准应该提高，而不是提升他的生活水平。他在牛津念书时就开

始实行，而且一生没有中断，甚至当他的收入增加到了数千英镑，他生活简朴，立刻将多

余的钱分送出去。有一年他的收入是 1400 英镑，他全部奉献，只留了三十英镑。他担心

积攒财宝在地上。」多美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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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话是真的。「他怕积攒财宝在地上，因此将收入尽快用于公

益。当他在 1791 年过世时，他遗嘱提到的唯一一笔钱是他在口袋和抽屉找到的铜板。他

一生赚了超出三万英镑，他全数奉献了。」 

 

你说「难到他没有留下任何投资吗？」他留下了无数跟随基督的灵魂。这是投资。投资他

人生命是重大的投资。我们将此转换为今天的货币。当韦斯利一年收入为十六万时，他一

年的生活费是两万，在我们的文化中，这是否很奇怪呢？有点夸张呢？不，这是敬虔加上

知足的心便是大利。这是甘心施舍，乐意分享，这是在好事上富足。， 

 

我们这么做会有甚么结果呢？我知道有人认为这是疯了，想都不要想。如果整个西方教会

都把自己多余的钱拿出来分给穷人，如果我们决定活出信靠上帝供应的生活，相信我们会

得到足够的衣食，让世人都看到，然后我们将上帝交托我们的资源全部释出，分给失丧和

贫穷的人，这又会是甚么光景呢？ 

 

人们会说「这太过分了。」如果顺服了呢？想想看。为了这世界，天国的资源交托在我们

手中。你说「大卫，你胡涂了吗？我是说，如果我们不照顾我们自己和家人，这是否有点

走火入魔了呢？」我不认为我们有这方面的危机。施舍的太多以致无法供应自己的需要。

我敢说没有一个人将会站在耶稣面前，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听到耶稣对他说，「你给的太

多了。你应该给自己多留一点。」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我保证，绝对不会有这种事。不要担心会偏离太远。不妨说，这对

我们的财产和我们对穷人的冷漠有致命的危险，因此干脆连根拔起，一起舍弃。让我们照

着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对财主所说的去做，照着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对富人所说的

去做。这是圣经给我们的警告。在你里面有满溢的恩赐，你才能这样付出。 

 

最大的礼物… 

没有上帝的恩典，任何人都不可能得到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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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最大的礼物。没有上帝的恩典，任何人都不可能得到救恩。我们回到马可福音第十

章。耶稣说，有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他的门徒觉得很奇怪，耶稣决定再说一

次，「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地难哪，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

国还容易呢。」（可 10：24-25）。 

 

这里真的有意思了。25 节，可算是新约中最被滥用的经文之一。因为在这里，讲员解

释，耶路撒冷有一座门，它非常的窄。非常的小，有点像是侧门。人们称这道门是「针眼

门」。如果你牵了只骆驼要通过这扇门，为了让骆驼通过，你一定要卸下骆驼背上货物。

你要让骆驼跪下，有点像是爬过那道门。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根本没有这样的门。 

 

有人说这是在第九世纪或十九世纪开始流传的故事。但无论如何，有八个世纪，并没有关

于这扇门的纪录，包括第一世纪，那时这道门应该还存在的。这成了一些很吸引人的讲道

例证，因为「你必需卸下你的重担」，你要双膝跪下。唯一的问题是这不是真的。 

 

那么，耶稣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这段经文那么重要？我们不是要揭穿这个例子的

真假。而是这段经文非常重要。耶稣并不是说，「这是很难的，所以你要做这个，你要做

那个。」耶稣的意思是，「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耶稣说，「这是针眼。你带着骆驼穿过

针眼。」你办得到吗？绝对不行。毫无机会。不是难，而是做不到。这才是耶稣的意思。

财主要进天国是不可能的事。任何人要进天国都是不可能的事。 

 

上帝给了我们救恩 

 

我们无法靠我们的行为进入天国，无论我们奉献多少，无论我们有多少的事奉，我们无法

靠自己的行为进入天国。我们不能赚到救恩。为什么？因为救恩是上帝的赏赐。是他赐给

我们的。我们不是为救恩工作。当我们谈到这些最大的命令，我们不是为救恩而工作。是

上帝将救恩赐给我们。 

 

我要在这里暂停一下。上帝不是把救恩卖给我们。天国不能用买的，上帝没有向我们兜售

救恩。这很重要。我扪在这里暂停一下，这非常关键，因为圣经显然谈到，我们也一直在

谈跟随耶稣的代价。难道这里的意思是说我们和上帝面对面坐在谈判桌上，如果我们在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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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放足够的钱，他就会拯救我们吗？这不是圣经的教导。救恩不能用买的。救恩不是交

易。这不是聪明的交易，因为我们没有可以给上帝的东西。甚么都没有，除了罪。         

 

我们带着自己的罪坐在谈判桌的一方。上帝，没有条件地伸出恩典的手，进入我们的生命

中，他承担了我们的罪，除去我们的罪，把基督的公义放在我们里面。你我这一刻能够被

上帝接受的唯一方式，是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他的公义为你我所带来的恩

典。一切都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他接纳我们的心，他除掉我们的罪，上帝将基督的公义放

在我们心中。 

 

新的心不喜欢罪，不追求自我，而是追求基督。上帝将他的圣灵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从

生活中活出基督的样式。现在我们所做的，无论是帮助穷人，或是顺服基督，都不是为了

赢得救恩而做出来的表示，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的自然流露。这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动工的

结果。事实上，如今我们能够这样付出，是因为基督已经赏赐给我们的结果。 

 

我们能付出是基督赏赐的结果。我们的付出是他在我们心中动工的自然表露，我们需要他

这么做。这是马可福音第十章的重点。这些门徒满脑子的旧约想法，他们坐在那里，心想

「如果有谁可以进天国的话，这个人一定可以的。看看他多有钱，看看他有多少的产业。

这个人肯定能进天国。」耶稣说，「不对，这个人不可能进天国。他的心需要彻底改变，

才可以进天国。」我们的心需要彻底的改变才能进天国。而我们能付出，是基督赏赐的结

果。 

 

上帝使我们可以奉献 

 

最美的地方就在这里。上帝赐给我们救恩，所以，当我们谈到为穷人付出的时候，就让我

们了解一件事情：上帝不但赐给了我们救恩，还让我们有能力去牺牲奉献。  

 

这是最棒的部分。当我们谈到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有多少人

此刻战战兢兢地心想，「我越快变卖我所有的越好。所有我努力追求的东西，所有我引以

为傲的东西，我巴不得赶快丢掉。每个主日我们兴高采烈，满脸笑容地离开这里，因为我



Página (Page)12 

 

们要把所有的东西送掉」吗？这种反应不是我们在听到这个教导之后应该有的反应。这个

教导不可能让我们有这种反应的。在世界上制造一颗不需要安全和舒适的心是不可能的

事。好消息是，我们的上帝是伟大的上帝，能把不可能化为可能。他能够改变我们的心。 

 

有人会说，「在这个以财富和金钱挂帅的教会中谈这个，真的是疯了。要让我们教会的人

去做这样的事，肯定是疯了。」我必须说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我给

你的挑战是，在这个星期中每一天挪出一段时间，单独或和家人一起祷告。认真的祷告。

一定要全神贯注。不是行礼如仪，而是认真的祷告，祈求圣灵改变你的欲望，让你看见上

帝要你做甚么，然后靠着上帝的大能开始一步步去做。 

 

当我们看到这些真理时，我们可能会感到震惊。有一些真理我们可能从来没有在圣经中看

过，或是很久没有听过，突然间听到或是读到，难免受到震惊。我们都习惯只专注在自己

喜欢的经文上，而忽略了其他重要的经文。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世代中，当我们面对金钱和

财富时，大多数人，包括身为牧师的我自己，就像其他人一样过着汲汲营营，毫无意义的

生活。或许有一些小小的改变，但突然间，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我们停下了脚步。我们

开始想，「我该怎么做呢？我该从哪里开始呢？」 

 

现在，我鼓励你下跪来，对上帝说：「上帝阿，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该从哪处开

始。但我知道我做的每一件事，我里面的每一个改变，都将从你开始，你要在我心中动

工，改变我的心，无论你要的是甚么，都将是我所要的。」你知道吗？这个心意更新的过

程很可能不会发生在，你现在去变卖你所有，分送出去的当下。上帝要开始改变你的心，

你会在生活中看到，在你的生活中看到这些改变。突然间，你开始转向另一个方向。 

 

我深信，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没有给我们一张行事清单的原因。因为这是一个心意更新的过

程，是我们的内心要发生改变。如果我们手上有一张行事清单，那么我们就会用一些取巧

的方法来取代内心的真正转变。基督要改变我们的心；我们的心需要被基督改变。我们要

小心，不要让我们的心疲倦了，我们要让基督来改变我们。我们不要往前踏出一小步之

后，又往后退两步，就这样在原地打转。 

 

没有多久，我们又回到了原点。这是一场争战。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到这点，整本

圣经也处处可见。这是基督会在我们里面做的事情。让我们求告基督来改变我们。我们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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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基督来改变我们的心。所以我要鼓励你，跟你的家人一起花时间祷告，求基督照着他在

圣经中的教导来引导你的生活方式。 

 

最大的自由… 

耶稣将我们从受制于自己和物质中释放出来 

 

第九个真理，最大的自由。耶稣将我们从受制于自己和物质中释放出来。我请你看彼得在

马可福音 10：28 的回答。「在人是不能，在上帝却不然，因为上帝凡事都能。」彼得就

对耶稣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可 10：27-28）。我喜欢这一

节。看到这里的画面。注意看这里的对照。在这之前，有个人离开耶稣，因为他放不下他

所有的财产。现在我们看到这位热情的门徒，老实说，有时他是太热情了，站起来说「我

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这里有很大的对比。 

 

有个人忧愁地走了，受制于他的财富；有个人兴奋地站在这，说他已经撇下所有的跟随了

耶稣。这听起来有点大胆，但耶稣没有斥责他。耶稣其实很肯定这个人。这里有释放。我

们看看这些圣经中的命令，会让人联想到「当我们为奴的时候，基督不是释放了我们吗？

我们为什么老是在谈这些命令呢？我们已经自由了。」 

 

我们不是摆脱了命令。当基督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是第一次可以自由的顺服命令。现在

我们要把心中所想的真理付诸行动。我们不必辛苦工作，或是赚取，或做些一些我们不想

要做的，做的心不甘情不愿的。我们要做因为基督改变了我们的心，使我们可以自由地顺

服。如今我们已经自由了，完全摆脱了我们自己，摆脱了我们对财富、对物质，对追求世

上舒适和安全无虑的生活的欲望，因为如今我们自由自在地为基督而活。我们可以自由前

往他呼召我们去的地方。 

 

如果我们没有债务，没有庞大的贷款，不受到大笔支出的约束，不受制于我们紧抓不放的

东西时，会是甚么光景呢？当我们可以自由追随他的呼召，会发生甚么事呢？这是多棒的

一幕阿。无论他要求甚么，我们都可以随己意付出。想想看。在生活预算上设定上限，使

我们多出许多资源可以运用。所以我们该烦恼的是，要把这些资源用在哪里呢？我们如何

能善用这些资源呢？我该分给哪里的穷人呢？这个问题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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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可以讨论的好问题，是个很好的麻烦事。在以前，当我们奉献一些小钱时，我们很

容易处理。现在我们是将多余的奉献，我们将用在买好房子，好车，好衣服等等的开支，

拿出来奉献。现在我们看到，「我该如何善用我的钱呢？如何把钱用在失丧和穷苦的人身

上呢？」突然间，不要忽略了，如果这世界上有数十亿人正迈向永远的地狱，当中有数以

百万计的人从未听过耶稣的名字，那该怎么办呢？如果这世上苦难的人空前的多呢？如果

上帝决定要给他的百姓空前的财富，来帮助失丧和穷苦的人呢？ 

 

如果这就是他所要做的呢？当你我可以自由前往基督呼召我们去的地方，按照基督的要求

付出，会发生甚么事呢？罗夫‧温特说，请注意听，「顺服大使命所受到的最大毒害是来自

富裕。」让我们除掉毒害。 

 

因此事实上，这是我的鼓励。请诚实回答这个问题。在你的生活中或你家庭里，你给的少

于你的能力吗？你有按照你的能力奉献吗？或者你奉献的超出你的能力呢？少于？相当？

或超出你的能力？老实说，就我的猜测，我当然没有任何的经验支持这个说法，但我猜有

超过百分之九十的人所奉献的少于我们的能力所及，包括我自己，身为牧师，在这方面，

我奉献的太少了。我的生活中有太多不必要的东西。或许有百分之几的人所奉献的和他的

能力相当。和我们所拥有的相称。可能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所奉献的超出自己的能力，这

些人很可能是我们从来不会注意到的人。 

 

这是路加福音 21 章的场景。当财主们把捐项投在库里，而有一个寡妇投了两个小钱。耶

稣说了甚么呢？她说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为甚么呢？因为她投入了所有的，没有

为自己留下任何一点。她的奉献超出她的能力。我们不是这样想的。我们不会这样想。你

甚至举出最极端的例子。有人明年会赚一千万，他将九百万分送给穷人。我们会说这是过

多的奉献吗？当然会，但事实是，他所奉献的远少于他的能力。他只靠一百万美金生活

吗？这和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教导完全不符合。 

 

当教会的每一个人，无论收入是三十元，五十元，七十五元，十万元或更多，开始奉献超

出他们能力的金钱时，会发生甚么情况呢？或许不会是发生在一夜之间，但是当我们往这

个方向前进时，会怎么样呢？我们为失丧和穷苦的人付出我们多余和过剩的。这带出了我

们第二个问题，第二个关键重点：不要再问你可以给多少？你要开始问，这需要多少？我

们实话实说，这是信心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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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朋友来自四面八方。几个月前，有几位朋友来探望我们。他们住在 10/40 之窗的地

区。那里有世界上与世隔绝的族群。我们的朋友就住在一群从未听过耶稣是谁的人当中。

我们的朋友将他们的一生和三个孩子奉献在那里。他们来探望我。这次相聚发生了许多

事，引发了我心中的一些想法。但是当他们来的时候，让我感动的是，他们传给我的一些

电子邮件，现在我请你们一起来听听看，他们在信上跟我们分享的事情。  

 

「有多少人因为没有听过而不信呢？」他周遭都是从未听过福音的人。 

 

如何才能让这些人听到呢？他们没听过是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们吗？我们要顺服上帝去改变

世界，但是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不能呼求主名，因为他们不信，我们该怎么做呢？他们不信

是因为没有人到那里去告诉他们吗？多数人会说我们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许多人会说我

们已经动手在改变这个状况。但事实是，仍然会有无数没有听过的人，只要我们用多余的

时间和多余的钱去接触他们。 

 

这是两个极端不同的问题。什么是我们可以用不到的？那些多出来的要怎么利用呢？我知

道当我抛出 45 亿人，有三万孩童因为饥饿或传染病面临死亡的时候。这些数字确实让人

惊慌。这些数字很难让你不得不采取某些行动。所以，我们开始会想「我该如何真正的造

成影响力呢？」如果你认为你什么都做不到，而不采取任何行动的话。这是直接来自地狱

的想法。 

 

当我们开始说「我可以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我可以在这里挪出一点资源帮助一

个人。我可以从那里挪出资源帮助五个人。我可以挪出更多的资源去帮助 10 个、20 个，

甚至上百个人。教会不要再问「我们放纵自己的同时，怎么还会有多余的呢？」而是要问

「要怎么把福音传到地球上最荒凉的地区呢？要如何将饮用水，粮食送到需要的人手上

呢？」从这里开始改变你们的想法。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个真理。这个真理跟教会有密切

的关系。 

 

最大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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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将他的百姓聚在一起彼此分享鼓励；基督的百姓也为了基督放下自己  

 

这是马可福音第十章的画面。耶稣聚集他的百姓彼此分享和鼓励，他们也放下自己来跟随

基督。看懂了吗？我们的时间有限，请你看 29，30 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

们…」换句话说，就是「保证」，请圈起来。「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

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

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可 10：29-30）。我喜欢这一段。让我们这一

系列课程有了一个强而有力的结论。 

 

耶稣说你们撇下了你们的房屋，财产，家人等等。这是基督呼召你们要做的，今天他在世

界各地所做的。最近有位弟兄告诉我说，在他居住的地区，每一个他带到基督面前的人都

会受到他们兄弟姊妹或父母的鞭打。这是事实。你们当中许多人会失去你们的父母或手

足。甚至付出生命。但这是最美的。这么做会得到一百倍。这是好交易。如果你给我一块

钱，我还给你一百块，这是你应该做的聪明事。 

 

耶稣在这里的意思是…。请注意了，这里提到，第一，教会不再只是抽象的想法。他说

「有些人会失去家庭，但你会得到让你难以想象的家。」这里说的就是教会。我们很快的

看看。请看 29 节。注意看这里提到的家庭成员，在第二次提到是谁不见了。我们一起来

看。「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

倍的，」注意听他说：「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马可福音 10：29-

30）。他漏了谁？你注意到了吗？他漏了我们的父亲。 

 

这里说的是当你撇下，撇下你属世的家庭是必须的，因为你跟随了基督，他说你会有兄弟

姊妹，母亲，但你有一位天父要保护你，确保属他的儿女一无所缺。太美了。教会不再是

抽象的概念。这是使徒行传的第二，三，四章。如果我们做这个，做那个，如果你要得衣

食，开始将多余的奉献出来，突然间，一些预料之外的需要出现了，这是你一生从未见过

的，最美的部分是，如今你有个家庭陪伴你一起度过，帮助你走过困境，一个懂得付出的

家。就是这样。这是真正的教会。 

 

但是，教会也有可能成为阻碍我们遵行这些真里的因素。当我想到这些真理，并付诸行动

的时候。我认为有一个因素让我们犹疑不决，因为我们喜爱物质。另一个让我们迟疑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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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因为我们怕孤单。我认为，如果教会中的每个人都遵循耶稣的教导，过一个简单朴素

的生活，要实行这些真理会比较容易。但是，如果我们看到教会中的人都是过着放纵自己

的生活，甚至连牧师自己都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会觉得这些真理一点都不重要。甚

至，可能觉得圣经的话都不是真的。 

 

我们需要在别人身上看到实际活出来的样子。我需要各位为我祷告，我需要各位知道我在

为你们祷告。我们彼此需要。教会不是抽象的观念，只是我们每周聚会的地方而已。这个

教会是我们生活的发动机，激励我们到基督面前。这是上帝在教会中所做的。教会不是抽

象的观念。奉献不再是专有名词。多一百倍，在圣经中随处可见。 

 

箴言 14：21，「怜悯贫穷的，这人有福。」箴言 22：9，「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因

他将食物分给穷人。」使徒行传 20：35，「施比受更为有福。」我喜欢以赛亚书 58：10

和 11 节，「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

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

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 

 

你向饥饿和穷苦的人发怜悯，你就会像水源充足的园子。这是很美的一幕。多一百倍。因

此戴德生在中国服事五十年后，他的一生，他的家庭，他的财产都给了中国失丧和穷苦的

人，在五十年的奉献之后，他在晚年做了个结论。「我从来没有牺牲。」他说「我从来没

有做任何牺牲，因为一切都合情合理。」看到这里的财宝。教会不再是抽象观念。牺牲奉

献不再是专有名词，世界不再像是可以满足的家。不只是现在，未来也是如此。 

 

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不要再把这里当家一

样经营。想象一下，你住在法国，但是你来到美国出差。你在美国停留一个月。你住在美

国的饭店里。条件是这一个月你想赚多少钱都可以，但是一个月后，当你要搭机回到法

国，你上飞机时不准带任何东西。不准带钱，也不准带财产。你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唯

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你赚到的每一分钱，都可以存在法国的银行里。 

 

你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月。你要怎么做呢？你要逛街买最昂贵的名画，挂在你旅馆的墙上

吗？你会去买昂贵的家俱把饭店房间布置的非常漂亮吗？绝对不会。这会是最最愚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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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这些都是挥霍浪费。你应该是要拼命赚钱，你要确定在上飞几之前，把赚到的钱都存

在法国的银行里。 

 

我要提醒你。我扪在这个世界上就像清晨的朝露，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扪在这个世界中

短暂停留一下，然后就进入到永恒中。在这世上的八十年如果后面接着的是八百亿年呢？

因此为什么要住豪华的旅馆呢？房屋，车子，昂贵的衣服…等等都是奢侈品。为什么不撇

下这些奢侈品呢？因为未来还有另一个世界。问题来了：我们相信圣经吗？因为这本圣经

告诉我们，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因此我们不必追求世界上的舒适享受。我们不必在世界上

过着豪华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将来，我们要得到更好的。  

 

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为另一个家而活。我们知道上帝将我们留在这里是为了另外一群人。因

此我们怎么可以越来越放纵自己呢？如果我们相信圣经就不会这样，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为另一个世界而活，这让我们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是身为教会一份子都会有的疑问。

我们该何去何从呢？我们要帮助饥饿的人或是吃的过量的人呢？你要和财主一起入地狱，

或是和穷人拉撒路一起进入天堂呢？ 

 

当无数的人在饥饿边缘哀嚎，我们该如何处理我们的金钱和财产呢？我为你们恳求基督。

我们要鼓起勇气为穷人和失丧的人寻求正义，就算会受到我们富裕又属灵的邻居们抗议

吗？我们要为哪个世界而活呢？我们必须要做出决定，我鼓励你今天就做出决定。为了上

帝，将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产业放下，求上帝善加利用这些资源在这世上失丧的和穷苦的

人身上。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