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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為什麼有人在「燒錢」？ 
     「美國冠冕真道理財協會」執行長班查克（Chuck 

Bentley），於今年３月 31日首次參與冠冕第一屆亞太線上論壇。

同時也介紹其新作品《看見那雙看不見的手：經濟中神掌權的證

據》。他提起撰寫這本書的創意發想來源，與他來到台灣旅遊有

關。多年前，他來到台灣商旅之際，看見台灣經濟繁華，城市美

好，當時 101大樓堪稱世界第一高建築標的，帶動觀光熱潮。有

一天他被接待於附近的高級餐館，享受美好的晚宴後，準備步行

回到下榻飯店，路上卻看到一幕景象：「一群穿著高級西裝的人

士，看似商務高階主管，卻在路邊燒紙錢。」 他非常震驚，為何

有人要燒「錢」（冥紙拜拜）？他因此更加確定，原來對於「神聖

真理」的認知，會大大影響世人如何運用處理手上的錢財。他強

調，聖經上教導人，要在生前累積財寶在天上，而不是死後才送

錢。同時，更要學習做好管家，好好管理錢財而不是「燒掉」。在

上帝的國，不需要燒錢給已故的親友，而地上許多聰明的人，卻

因另一種拜偶像觀念而把錢燒掉。可見「正確的理財觀念」之重

要性。他回憶，2008 年 8月時，曾於一本世界上非常暢銷的經濟

學雜誌，看到一篇很有趣的文章，內容直指「中國經濟若要強

大，就需要信仰」，而此篇文章作者是一位無神論的中國經濟學者

Peter Chow（趙曉）。這位學者被送到美國研究「經濟起飛及繁榮

的秘訣」，學者最後的結論，就是：「聖經為美國經濟奠定基礎，

有教會以及聖經的教導，讓美國在短時間內成為經濟大國；反觀

其他世界上的國家，有更多的人口，卻並沒有更好的經濟表

現。」學者因而信主，成為基督徒。 

   此時歐美國家因為富裕而走向個人主義，也陷入罪惡的貪婪網

羅中，正需要神的憐憫與恩典，讓神的關懷系統來改變人心，用

神的真道來管理，當人民不再過度貪婪，好好管理神所給的資源

並分配時，才可能減少飢荒，幫助世界帶來真正的平安。 



 

一、思考的焦點 
1. 到底如何，我們才能脫離金錢的枷鎖呢？從信仰中，我們又如

何面對「憂慮」？主耶穌為何說「財寶在那裏，心就在那

裏」？ 

2. 我們如何才能經歷信仰上的富裕與昌盛呢？我們無法同時積財

寶在天上與地上嗎？  

 

參考經文：《 馬太福音六章 21～34節 》 

6:21 因為你的財寶在哪裡，你的心也在那裡。」 

6:22 「眼睛就是身上的燈。你的眼睛若瞭亮，全身就光明； 

6:23 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裡頭的光若黑暗了，那黑

暗是何等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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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 「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命憂慮吃甚麼，喝甚麼；為身

體憂慮穿甚麼。生命不勝於飲食嗎？身體不勝於衣裳嗎？ 

6:26 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裡，

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牠。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嗎？ 

6:27 你們哪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或譯：使身量多加

一肘呢）？ 

6:28 何必為衣裳憂慮呢？你想野地裡的百合花怎麼長起來；它也

不勞苦，也不紡線。 

6:29 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他所穿戴的，

還不如這花一朵呢！ 

6:30 你們這小信的人哪！野地裡的草今天還在，明天就丟在爐

裡， 神還給它這樣的妝飾，何況你們呢！ 

6:31 所以，不要憂慮說，吃甚麼？喝甚麼？穿甚麼？ 

6:32 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

是知道的。 



6:33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6:34 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

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二、經文背景 
  馬太福音第五章的登山寶訓，談八福後（基督徒核心的倫理

觀），第六章主耶穌對財寶的見解，建立了基督徒的價值觀。馬太

福音第六章有著基本的架構: 

■ 六:19-21論真財寶（指要積財寶在天上） 

■ 六:22-24論心裏的光（指要有屬天的眼光，才不要陷入黑暗，

受錢折磨） 

■ 六:25-34勿慮衣食，也不必為明天憂慮。 

在今天的經文中，耶穌單刀直入地指出，我們不可能取得地

上所有的「財寶」，人不可能掌控所有的事情。世界上的事物，有

得也有失，因此我們不能既作「上帝的忠僕」，又作「金錢的奴

僕」。我們時常想要「雙贏」；但是，耶穌告訴我們，沒有人能同

時「伺候兩個主人」。我們要如何在這當中選擇，以脫離枷鎖的捆

綁？答案是，我們不但要問「如何」，更要去做選擇。 

耶穌沒有給我們模糊空間，而是直接告訴我們：「不要為了生

活上所需的飲食，或者身上所穿的衣服操心。」「你們要先追求上

帝主權的實現，遵行祂的旨意，祂就會把這一切都供給你們。」

耶穌的話，直接挑戰潛藏在我們內心深處的慾望，撼動我們內心

「安全」的機制；但另一方面，也給我們無比的應許，使我們不

致憂慮。 

    在教會歷史中，對於金錢經濟基本上有兩種完全不同的態度 

⑴鄙視並排斥金錢-以中世紀著名的修士聖法蘭西斯（St. Francis）

就是一例。他不斷提到錢財如糞土，應該逃避錢財就像逃避魔鬼

一樣。他相信，貧窮可以使人特別親近上帝。信徒應該為了基督

的緣故而成為最貧窮的人，並且以貧窮為自己的配偶和最大的財

富。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M. Luther）也說：錢財是世界上最微

末的東西，是上帝恩賜中最小的。它和上帝的道相比，算得什麼



呢？它和我們身體上的恩賜，如美麗和健康等相比，算得什麼

呢？它和我們的理智和稟賦……相比，又算得什麼呢？……因

此，上帝通常是把錢財給那些得不到他屬靈恩賜的人。 

⑵肯定與運用見証-亞歷山大的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更

是一例。他說，若人一無所有，如何像主所要求的，將你有的與

人分享？人只有在還有剩餘的時候，分享施捨才成為可能。奧古

斯丁（Augustine）的立場就由此出發。他一再表示，《聖經》所譴

責的不是財富，而是貪婪；不是人所擁有的東西（possession），而

是人對這些東西的慾望（desire）。上帝不會拒絕有金銀者的禱告，

窮人也不見得討上帝喜悅。窮人若是埋怨咒罵自己的貧窮，並且

胸中燃起對財富的慾望，那也同樣犯了貪婪的罪。奧古斯丁同樣

認為，關鍵之處是信徒必須在錢財上做一個好管家。加爾文主義

和清教徒也是採取此立場。 

其實，二種觀點都沒有所謂「對錯」問題，而是我們在處境

中，如何詮釋「真實信仰」何謂「成功」時，成為重要的參考指

標。但不管現今在貧或富，都能見証信仰，若我們清楚主耶穌

「上帝國的法則」-即接受「八福」的倫理與價值觀時，我們就會

經歷腓立比書四:12-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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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基於如此的「優先性」法

則，我們才能經歷豐盛、富裕與所謂「成功」。 

 

三、啟示: 
（一）解開金錢奴隸的枷鎖 

在主耶穌那個時代，他們的財寶，或說是投資的標的物最常

見的有三類，分別是：名貴的布料，穀倉內的穀物和金銀銅錢。

這些財物放久了都有危險性，會有蛀蟲來吃衣服，老鼠來吃穀

物，錢會生銹，還會有小偷來偷，這些地上的財寶不是萬無一失

的，很容易失去原有的價值。 

如果耶穌今天要告訴我們相關的真理，他可能會用現代人的

形容詞，我們存在銀行的錢可能遇到通貨膨脹就貶值了，投資在



股票市場或共同基金的資金可能遇見經濟蕭條，金融危機就大幅

度的縮水了，買的房子有可能被地震震壞了，投資的土地遇見政

治或經濟的危機就賣不出去了。每一個投資的標的物都是有風險

的，而且高報酬率通常伴陪著高風險，一般而言，報酬率和風險

是成正比的。所以要積財寶在天上，而不是在地上。 

馬太福音六: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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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財是上帝給我們的提醒，要珍惜神給我們的產業，作忠心的管

家（聖經五千、二千、一千兩僕人故事），謹慎且殷勤地管理和運

用神所交託的一切事物。 

財利對絕大多數人來說，猶如水可以載舟、亦可覆舟一般，

正確的態度和理財之道，可以因著神給我們的貲財蒙福；錯誤的

貪婪和理財，卻會把我們推向罪惡的深淵。所以耶穌才會以絕對

的口吻說：「一個僕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你們不能又事奉上帝，又

事奉瑪門。」（路加福音 16:13）既然如此，我們該如何建立正確

的理財觀念，善用神給我們的貲財，而不是被財利捆綁，落入各

樣的愁苦中呢？ 

 我們必須清楚認識聖經未說:「金錢是萬惡之根」。但「貪

財」是心靈裡看不見的邪情私欲。「貪戀」存在心裡，每一個人都

有，別人看不到，但這些邪情私慾會為世界帶來更多的問題。「貪

戀」不是你不夠，乃是你要多得。有時不一定是我們擁有的不

好，但因為我們看到他人更好，就不以自己所有的為滿足。可能

是物質，也可能是人的稱讚、名譽等。例如雖然自己的孩子已經

很不錯了，但看到別人的孩子更優秀，心理因而感到不平衡，這

也是貪戀的一種。 

   「金錢是最壞的主人，也是最好的僕人。」，我們若成為金錢

的僕人時，奴隸是全時間的，沒有自己權利的。反省我們是否全

時間都在追求金錢，甚至因而失去了個人在家庭、信仰上的自主

權利，也無法能夠專心於教會小組的服事。錢財不可靠(19~20

節)、錢財會使人的裏面黑暗(21~23節)、錢財會使人失去愛神的心



(24節)。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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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

音十六：10-12）不能妥善運用神所供應的財貨，又如何照管神的

家？大家都知神要我們『積攢財寶在天上』(馬太福音六：20)；卻

易忽略：我們所擁有的一切，是恩典，是賞賜，是託付。『多給

誰，就向誰多取；多託誰，就向誰多要』（路加福音十二：48） 

 

（二）解開「生活憂慮」的枷鎖 

「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命憂慮吃甚麼，喝甚麼；為身體憂

慮穿甚麼。生命不勝於飲食嗎？身體不勝於衣裳嗎？ 所以，不要

憂慮說，吃甚麼？喝甚麼？穿甚麼？-- 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

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參考馬太福音六

25-32） 

會為明天憂慮是因為我們不清楚金錢是誰的？『萬軍之耶和

華說：銀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 (哈該書二：8)。『你要記

念耶和華你的神，因為得財貨的力量是祂給你的…』(申命記八：

18)。『恐怕你心裡說：這貨財是我力量、我能力得來的。』（申命

記八：17）『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他的善行，耶和華必

償還。』（箴言十九：17）。 

    為飲食和穿著憂慮就是為生命和身體憂慮(25節)，但人不能用

思慮改變生命和身體(27節)，憂慮的人應在大自然與上帝對話。

（看花與鳥就可以得到答案）。這世上，誰不會為生活所需的飲食

擔憂？在台灣，長久以來的價值觀，一直著重於飲食的「拚經

濟」。飲食、衣著，不正是最直接的「拚經濟」代表，也是最直接

與金錢有關連的嗎？「有錢能使鬼推磨」這句台灣俗諺，訴說了

人們期望以「金錢」來掌控一切的心理：「有錢」可以使人「安

心」、有「安全感」。但耶穌直言，不要為這些憂慮，因為生命更

甚於飲食、身體更甚於衣服。如果只注目於飲食、衣服，我們將

看不到生命、身體應有的意義，而深陷於「自我」的枷鎖中，無

法自拔。 



   有些人會誤解認為，為明天打算的人是沒有信心。其實「為明

天打算」和「為明天憂慮」二者不同，只是一線之差；而有時我

們一不小心，便從「打算」變為「憂慮」。 

上帝給我們智慧、要我們殷勤；同時上帝也對未來計畫。上

帝不喜歡的是我們「張狂誇口」（參雅各書四 13-17），認為自己什

麼都做得到、嘗試控制一切，心中不認定主；越發驕傲專依靠自

己的聰明行事，因而變得越來越屬世，只關注地上的事，內心平

安是來自目前的安康，不是來自神的應許。要知道人不是神，無

法預測未來。我們可以求主為我們挪開困難，但若神認為再多經

歷一些時間對我的生命有益，我也願意順服，一切都是上帝的主

權。現今社會總叫我們多為前景或事業發展設想，抓住目標向前

衝，但除非你是像約瑟做宰相，也得著夢，需要將七年豐收儲

存，用在七年的饑荒，否則一般在個人生涯是一條曠野的道路，

有時安營，有時起行；有時走快，有時走慢。倘若神還未向我們

顯明的，若自作聰明先設想與籌畫，結果往往徒勞無功。 

 

（三）解開「生命優先性」的枷鎖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

了。」（馬太六:33）我們不是孤兒，而是有天父的兒女，不必天天

為自己謀算或爭取什麼；乃是先求神的國和義，遵照祂的命令而

行，到了時候一定會看見主的預備。 

有人說自己沒有這樣的信心，所以一直要過度為明天打算；

但越為明天打算，往往越會為明天憂慮，造成惡性循環。請勇敢

嘗試，在每件事情上只有先求神的國和義，之後便能看見神為我

們預備的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例如好的工作、配偶、或

孩子的轉變就發生了！而非為著一些不如己意的事發生，便心生

不平。那時我們自然會得著聖靈所賜的信心，對明天充滿期待！ 

天父知道我們的需要(32節)。到底我們願不願意調整生命的優

先性？到底信仰、家庭、事業、健康、服事、名利，我們的優先

次序如何排列？天國子民應當不同於世人(31~32節)，不要學像外

邦人一樣為金錢、事業等憂慮。要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神必加



給這些東西(33節)，即願意將信仰排在第一位時，上帝就將一切我

們所需的（家庭、事業、名利）等加添給我們。 

耶穌要我們將目光轉向上帝！要我們追求上帝主權的實現，

遵行祂的旨意。什麼是上帝的旨意？先知以賽亞說：「假如你們停

止欺壓人，指責人，毀謗人；假如你們給飢餓的人吃，使窮困的

人得滿足，你們四周的黑暗將變成光明，黑夜將成為白晝。」（以

賽亞書五十八章 9～10節）當我們不再掌控，而學會分享的時

候，上帝的主權、上帝的旨意，就自然而然地在我們當中實現。

因為上帝原本就是樂意分享的上帝。當祂創造天地萬物的時候，

更將自己的形像分享給人類，讓我們和祂有關係。祂原本期待，

人也會分享，而不是掌控；但人卻只想掌控，不願分享。耶穌挑

戰我們，要我們放棄對金錢的掌控，放棄對物質的掌控，學習上

帝原本的形像 ──分享，分享祂的愛、分享我們擁有的、分享我們

所領受的……。 

 

當我們學習分享的時候，我們就會從無法自拔的枷鎖中解放

出來。耶穌指出，那個方法就是分享，不僅是分享，而且是「不

要為明天憂慮」的分享。換句話說，那種分享不是為自己預留後

路，想著明天、未來的利益來分享。那種分享是願意將自己僅有

的，無私地拿出來和他人分享。掌控的枷鎖並不能讓我們「活跳

跳」，反倒讓我們陷入「死氣沈沈」的泥濘裡。耶穌不希望我們的

生命、我們的生活是如此。主耶穌希望，人人都能夠解開枷鎖，

迎向自由！ 

 

四、自己的感受 
   班查克於線上鼓勵更多人成為「領袖」，用神的眼光來幫助其

他人、造就門徒，因為無論在家庭中、工作中，基督徒都可以是

鹽、是光，發揮影響力，宣傳信仰的價值觀（特別是金錢方面）；

若身為領袖，則具更大的影響力與責任，需以「愛鄰舍」的態

度，來輔助更多人。 

   這讓人聯想到時下一本書「成功心理學」作者丹尼斯．魏特利



是享譽全球的人為表現與人類潛能專家暨勵志演說家。他以撰寫

並朗讀《成功者的十大行動指南》（The Psychology of Winning）一

書聞名，魏特利博士長久以來都被視為高成就表現方面的權威，

為各個領域的領袖提供專業諮詢，從執行長到超級盃冠軍隊伍皆

包含在內。他認為沒有成功學，只有成功心理學。成功不等於財

富、權力與名聲。重要的是自己要為自己的「成功」下定義，成

功是知道你是誰、知道想要過什麼樣的生活，成功是持續走在對

你而言最能感受到人生意義的道路上。 

我們也要打破對「成功神學」的迷思，我們反對「成功神

學」但不反對主所賜的豐裕與昌盛，主說「耶盜賊來, 無非要偷

竊, 殺害, 毀壞. 我來了, 是要叫羊 (或作人) 得生命, 並且得的更

豐盛.」（約翰十:10）。生命更豐盛（包話財務祝福）與「成功神

學」。其分別有四-⑴管家角色-是主人或僕人⑵動機-追求是神或物

質本身。⑶目的-是見証神或個人名位。⑷過程-透由十字架或避開

十字架。成功不是我們要追求的，但成功是我們追求神的副產

品。敬虔的生活也不是物質的生活 。有「八福」的核心價值觀，

我們就能領受上帝所賜下的「財務自由」。 

    解開「未來憂慮」的枷鎖，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

處一天當就夠了，憂慮其實就是不信。「你只是一個管家，負責看

管別人所託付於你的，因此你要遵照祂的而不是你意思去運用所

交給你的財富」-約翰衛斯理。彼得說：「金銀我都沒有，只把我所

有的給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叫你起來行走！」（使徒

行傳 三:6）  

 

    【金錢不是萬能的】金錢─― 

■  它可以用來買房子  但是不能買一個家 

■  它可以用來買床   但是不能買睡眠 

■  它可以用來買時鐘  但是不能買時間 

■  它可以用來買書   但是不能買到知識 

■  它可以用來買職位  但是不能買到尊敬 

■  它可以用來買藥   但是不能買到健康 



■  它可以用來買血   但是不能買回生命 

■   它可以用來買配偶   但是不能買到真愛 

 

你我都知道，在我們俗世財寶的欲望清單裡，包含了驕傲、財

富、物質的東西、權力，和世人的榮譽。這些都不值得我們付出

時間和注意力，所以我要著重在那些可以幫助我們積存天上財寶

的事物。 

 

我們可以為自己在天上積存什麼財寶呢？首先，我們要致力於擁

有基督般的品格，即信心、希望、謙卑和仁愛。先知一再地給我

們忠告，要我們「〔脫離〕自然人，……〔變得〕像小孩一樣。」

救主也訓誡我們應當努力變得像祂和我們在天上的父一樣完全。 

 

我們需要投入更多時間和心力鞏固家庭的關係。畢竟「家庭是神

所制定的，是今生和永恆中最重要的單位。」且我們要參加小

組，要為人服務。這是成為基督真正信徒的重要特點。祂說：「這

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

了。」努力了解基督的教義和鞏固我們對祂的見證，必能帶來真

正的喜樂和滿足。 

 

五、結論 
  儘管世界和魔鬼不斷要將我們的心拉離神，我們仍要堅持做

敬畏耶和華的人，作屬天的人。因為神看人的內心，祂會側耳而

聽，在記念冊上記下每一個敬畏祂的人，尊重祂的人（瑪三 13-

16）。事奉神不是徒然的，雖然在地上會有損失、會受苦，但神在

將來必賜福給他們，憐恤他們如同自己的兒子（瑪三 17）。因為神

會將事奉神和不事奉神，敬畏神和不敬畏神的，有罪和無罪的分

別出來（瑪三 18）。主快再來，分別的工作快到，我們要抓緊機會

討主喜悅。惟有我們的心改變，讓神在我們心中工作，教會才能

興旺，弟兄姊妹的靈命才能剛強。 

• 我們活在上帝國中，成為「自由人」，讓我們 



• 1、解開「金錢」奴隸的枷鎖。 

• 2、解開「生活憂慮」的枷鎖。 

• 3、解開「生命優先次序」的枷鎖。 

 

 

討論題綱：  

1. 你認為什麼是你自己、你的家庭、你的教會的「枷鎖」？請分

享。 

2. 什麼原因讓這些「枷鎖」捆綁你？如何「解套」？特別是目前

的疫情之下。 

 

代禱事項： 

1. 為目前疫情下，捆綁我們的人、事、物代禱。求上帝幫助我們

有勇氣、智慧及信心，來解開這些枷鎖。 

2. 為我們的教會代禱。求上帝解開捆綁教會的枷鎖，使得教會可

以大膽傳揚福音，見證上帝的慈愛。 

 

祈禱文： 

看顧我們的上帝，主耶穌告訴我們，不要為生活、飲食操心。但

是，我們卻是軟弱，常常看這些為最重要的。求祢的聖靈幫助我

們，讓我們可以回到正軌，先追求祢的國和祢的旨意，使我們的

生命可以和祢連結，得以更新。奉主耶穌的名，阿們。 

 

行動參考方案： 

１. 嘗試在一天之中，撥出一個小時，不去掌控任何事情，並且欣

賞不掌控時發生的每一件事情的「美」。 

２. 在目前疫情嚴重下，學習如何解開「金錢」、「恐懼」以及「生

活優先次序」的枷鎖，為人付出與分享愛心，看到上帝的賜

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