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课

关 于我们的钱 财

到现在为止，你所学过的内容，已经对如何管理你的
智力、意志、情感、身体、时间和才能提供了必要的训练。
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我们的存在并不是神所交托给我们
的唯一资产，还有另外一种资产，这种资产包括钱财。本

课所要探讨的就是这些资产。

懂得如何管理神所交托给你照管的钱财非常重要。心
里有了这一目标，本课将向你阐述对你有指导作用的原
则、你应该具有的态度和有助于你履行职责的技巧。

课文大纲

确立原则
保持正确的态度
管理好神所赐给我们的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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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目的

当你完成本课的学习后，你应当能够：

l 阐述圣经关于人和财富的教导。
l 把指导基督徒管家如何挣钱和管理钱财的原则运用

到你的生活中去。

学习要领

1. 本课是一篇很实用的课文。课文中有很多有助于你管

理你的钱财的建议。一定要回答所有的习题。
2. 查阅你不懂的任何关键词。务必要找出并阅读课文中

所提到的每一节圣经经文。
3. 完成课文的学习后，复习课文，然后作自我测试并检

查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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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积累 通货膨胀 产权
预算 百分比 系统地
花费 全神贯注 十分之一
剥削 利润 暴虐的

收入

课文进程

确 立原则

目的 1. 识别与圣经关于钱财的教导相一致的阐述和例
子。

在第一课和第二课中，我们对神是所有者和人是管家

的观念作了探讨。对于钱财，这一观念最为切题，因为我
们毕竟更加习惯于认为，管家是一个管理钱财的人。

神的所有权

这个世界的财富是由钱财构成的。对自古以来用金银
来代表的钱，神说： “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 ”（哈该

书 2：8）。至于财物，最早存在的财物便是大地，神宣告
说： “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 ”（出埃及记 9：29）。值得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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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是，在利未记 25：23 中，神如何赐给了以色列人使
用那土地的权力，但是又保留了自己对那土地的所有权。
作为大地所有者的神，较之人类是何等地富有啊！

习题 1、鉴于神的所有权，对于我们的财物，我们应该具

有什么样的态度？
……………………………………………………………………

耶稣的教导

主耶稣有大量与人和财富有关的教导，主要有下面几

点：

1. 我们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马太福音 6：
19-21）。这样做是无知之人的作为（路加福音 12：
16-21；马可福音 8：36）。

2. 我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 “玛门 ”是 “财利 ”
的意思）（马太福音 6：24）。

3.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财富用来帮助穷人。这样做就
是把财宝积攒在天上（马太福音 6：20；19：21；

路加福音 12：33；16：9）。
4. 财主很难进入神的国度（路加福音 18：18-25）。

所有这些教导都揭示了下面的真理：人们不应该以他
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来使用财富，而应该以神所希望于他们

的方式来使用财富。因为财富的真正所有者是神，而不是
人。此外，耶稣在三个仆人（马太福音 25：14-30）、精
明的管家（路加福音 16：1-8）和银子（路加福音 19：
11-26）的比喻中，充分说明了人只是他财富的管家这一

事实。在这三个例子中，仆人们都是在管理其主人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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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之仆人的陈述

在古代，大卫王是最清楚地意识到财富的管家职责是
什么的人之一。他说，神才是财富的真正所有者（历代志
上 29：12，16）。而当他把他和以色列国所积聚的财富用
来建造神殿时，他说他是在把属于神的东西献回给神（历

代志上 29：14，16-17）。
早期的门徒们，也不认为他们是自己所拥有的东西的

所有者（使徒行传 4：32），而是按照耶稣的教导，把他
们的财富用来接济穷人（使徒行传 2：45；4：34）。

使徒保罗同样说我们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所拥有的东
西的所有者；我们只是使用者，因为 “我们没有带什么到
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 ”（提摩太前书 6：7）。

习题 2、指出下面哪些人遵守了圣经关于钱财的教导，并

在阐述了这些人的每一个句子之前的字母圈上。
a） 拉尔夫勤奋工作挣钱，因为他觉得挣来的钱是属于他

的，他也可以随意地花钱。
b） 简用她的一部分钱来帮助一个贫穷的家庭，为他们的

孩子买衣服。
c） 蒂姆把他所有的钱都保存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等他有

了更多的钱，他就把它们加到一起保存在那里。
d） 乔按照神的带领成为一个牧师，虽然他知道作为一个

牧师他不会挣很多的钱。

保持正确 的态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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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2. 从所列举的一个人对于钱财的各种态度的阐述
和例子中，指出那些与圣经教导相一致的态度。

要避免的两种罪恶

贪婪．．
贪婪之罪是要获得更多东西的、欲望不能满足。有一

位百万富豪接受了一帮记者的采访。有一位记者说： “我
们假定你已经实现了你所有的雄心大志。你还想从生活中
获得别的什么东西吗？ ”对此，那位百万富豪回答说：“年
轻人，我真正乐意去做的事是使我已经拥有的东西变得更

多。”他是一个多么贪婪的财主啊！耶稣说：“你们要谨慎
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路加福音 12：15）。耶稣并不是在空谈。

使徒保罗在谈到贪婪的时候说，这是在拜假神（歌罗

西书 3：5），而且还把它与最邪恶的罪罗列在一起（以弗
所书 5：3-5）。他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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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摩太前书 6：9）。
贪婪并不只是富人才有的罪。事实上，有人曾经说，这是

没有人愿意承认的罪。此外，保罗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源
（提摩太前书 6：10）。我们一定要做到爱那位把他的财
物交托给我们的主，而不是爱他所交托给我们的财物！

习题 3、耶稣为什么告诫我们要谨慎自守以免贪婪？
……………………………………………………………………

忧虑．．

忧虑这一有害的情感正是与贪婪联系在一起的。有些

时候贪婪会产生忧虑。耶稣对于过度关注物质需要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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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导。在马太福音 6：25-34 中，耶稣指出了我们为什
么不应该忧虑的三条理由：

1. 神赐给了我们生命和身体。这些比起维持生命的
食物和遮盖身体的衣物要宝贵得多。神赐给了我

们生命和身体，神也将赐给我们照顾它们所需要
的一切。神不会让我们饿死或者赤裸着身体到处
走！神没有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鸟和花的身上；
我们是神的管家，就更不会发生那样的事！

2. 神知道我们需要食物和衣服，神已经准备好要赐
给我们这些东西。

3. 每一天都有每一天的忧虑。因此，把对明天的过
度关注加在今天是毫无用处的。

使徒保罗也说，我们不应该为任何事情忧虑，而应该
把我们的需要在祷告中带到神的面前（腓立比书 4：6）。
保罗确信，神将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腓立比书 4：19）。

使徒彼得向我们作了类似的忠告： “你们要将一切的

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彼得前书 5：7）。神赐
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让我们来关心如何讨他的喜欢，而
不是关心他所赐给我们的东西本身。

大约在十九年前，当时我想我的家人和我，将在我们

的一生中第一次吃不上午饭。我们家里没有任何可吃的东
西。如果主想要我们挨饿的话，我的妻子和我只好忍受饥
饿了（腓立比书 4：12）。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
年仅一岁的女儿，要忍受这样的经历。然而，实际情况并

没有这样！神在十天前就预备好了东西，因此，我们在那
一天所领受的足以维持我们一个多月的生活。神真正地供
应他孩子们的需要，并看顾他们。如果你在经历一段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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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极其拮据的时期，神也会象供应我那样，为你做同样的
事情。

习题 4、有什么事情一直使你忧虑吗？把这些事情写在你
的笔记本上，并为之祷告，主将会帮助你，使你信靠他来

处理好那些事情。在你的祷告中告诉他，你将把这些忧虑
交托给他，这样你就不必再忧虑那些事情了。为什么我们
要把忧虑交托给神？

要培养的两种美德

知足．．

与贪婪相反，知足是对你所拥有的东西感到满足，无
论其是多还是少（希伯来书 13：5）。知足不是希望发财，
知足也不是要安于贫穷（箴言 30：8-9）。

马太福音 25：15 里，神把他的财富按照每一个管家

的管理能力来分配给他们。神赐给某些人多一些，赐给另
一些人少一些。如果一个管家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主将
会把许多事派给他管（马太福音 25：21）。因此，我们应
该对神所交托给我们的感到满足（提摩太前书 6：6，8），

并且相信，在合适的时候，神将会更多地赐给我们。
一个基督徒管家应该把他的需要和他的欲望区别开

来。神应许赐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腓立比书 4：19）；
但是他不会赐给我们想要得到的一切（雅各书 4：3）。神

看顾我们，神知道什么对我们最有益处。如果一个信徒拥
有了他所需要的一切，就有足够的理由感到知足。

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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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之美德就是慷慨地给予。这是神的特性之一（提
摩太前书 6：17），神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约
翰福音 3：16）。大方和知足一样，是与贪婪相反的。贪
婪的人为自己聚敛财物，大方的人则为着他人的益处而赠

送自己的财物（使徒行传 2：45；4：34-37）。
在第二课中，我们学习了给予就是把属于神的财物用

于投资，也就是说，给予是一个基督徒管家的重要职责。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大方的人管理属于神的财物，

按神所希望的方式来使用它们；而贪婪的人则攫取属于神
的财物，按他自己所希望的方式来使用它们。

神希望他的每一个管家都成为大方的人。大方应该首
先体现在与神的关系上（出埃及记 35：5）。谁都不应该

两手空空地来到神的面前（申命记 16：16-17）。

习题 5、在你的笔记本中，列举出能够体现出你对神的大
方的若干种方式。

关于大方的著名例子是马利亚（约翰福音 12：3）。

她把极其贵重的东西献给了耶稣。重要的不是她所奉献的
东西本身的价值，而是马利亚用它表达她对主的爱而使之
所具有的价值。耶稣说，无论福音传到哪里，马利亚的作
为都会被记住。

我们应该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一个穷人能够成为
大方的人吗？可以，圣经教导我们，一个穷人也能成为大
方之人。在旧约圣经中，神制定了这样的规则，如果一个
人没有能力献上公牛、羊羔或公羊为祭，他可以献上一对

斑鸠或两只雏鸽（利未记 1：14；5：7；12：8）。即使
是约瑟和马利亚，他们也是穷人，也必须履行这一义务（路
加福音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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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投了两个小钱的寡妇的例子（路加福音 21：24）
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穷人也可以是很大方的人。她非
常穷，但是她奉献了她赖以生活的一切。马其顿的信徒们
也一样，虽然他们非常穷，但是他们却极其大方，他们所

捐赠的已经超过了他们的力量（哥林多后书 8：1-3）。

习题 6、假如你的一些朋友作了下面的阐述。基于你在本
课中所学到的内容，确定哪些句子是你同意的，并圈上其
前面的字母。

a） 穷人不可能是贪婪的。
b） 圣经说，钱真正是万恶之根源。
c） 耶稣告诉人们不要忧虑他们的物质需要。
d） 贪婪之人和大方之人之间的区别在于他们所拥有的

财产的数量不同。
e） 穷人也可以是大方的人。

习题 7、再阅读习题 6 中的句子。在下面的图表中，在相
同字母的边上，写上你是否同意该句子。在下一个空格中，

写出至少一节支持你的答案的圣经经文。第一栏已经填写
好，作为例子。

句子 同意或不同意
支持该答案的

圣经经文

a) 不同意 提摩太前书 6：9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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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好神所赐 给 我们 的钱 财

挣钱
目的 3. 指出那些运用圣经原则来挣钱的人的例子。

上述标题显得有些奇怪，是吗？但是，挣钱并不一定

是意味着积累财富。在三个仆人的比喻中我们看到，主人
奖赏了那两位带来了利润的仆人，惩罚了那位没有带来利
润的仆人。这就向我们表明，神希望我们挣钱；因为挣钱
是我们的管家职责之一。

你或许会问：难道钱不是邪恶的吗？当然不是。虽然
有 “肮脏的钱财 ”或 “卑鄙的金币 ”这样的说法，但是，邪恶
的是贪爱钱财，肮脏或卑鄙的是把钱财用于邪恶的方面。
钱财本身可以是一种祝福。它可以用来在这个世界上推广

神的工作，可以用来帮助穷人，可以用来供应某个人的个
人需要。如果一个挣钱的管家把这些目标记在心中，神将
会使他兴旺发达。亚伯拉罕、以撒和约伯都是圣人，而神
令他们兴旺发达（创世记 12：5；26：12-13；约伯记 1：

1-3；42： 12）。但是，神的管家在挣钱的时候，必须遵
守某些原则。

1. 基督徒管家应该通过工作来挣钱。这是一种诚实
的挣钱方式（以弗所书 4：28）。信徒们应该 “作工，吃自

己的饭 ”（帖撒罗尼迦后书 3：12），而 “若有人不肯作工，
就不可吃饭 ”（帖撒罗尼迦后书 3：10）。工作和挣钱之间
的关系是由主所确立的。神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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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 10：7）。如果某个信徒放任自己懒惰而不工作，这
个信徒将会遭受何等的贫穷，而神又将会受到何等的玷辱
啊！（箴言 13：4；20：4；24：30-34）。

习题 8、在你的笔记本中，指出钱财可以是一种祝福的若

干个方面。

一个基督徒应该严肃地思考他是不是在诚实地挣钱，
如果他通过下面的方式来获得富足的话：a）通过撒谎和
欺骗来暗算他的邻居，b）所从事的生意是在制造或销售

那些对他的邻居的生命有害或者有毁坏作用的产品，例
如，烈酒、香烟和枪支。

2. 一个基督徒管家不应该通过做不诚实的事来挣
钱。使徒保罗说，基督的工人作为神的管家，不应该贪婪

钱财（提摩太前书 3：3，提多书 1：7）。因而，一个信
徒不应该以下面的方式来挣钱：

a. 偷盗。盗取富人的钱财是一种正义行为的观念，
在某些地方很流行；但是在圣经中偷盗并没有正

义和非正义之分（出埃及记 20：15，以弗所书 4：
28）。

b. 不正当生意。 “生意就是生意 ”是那些认为生意场
上什么都可以做的人的座右铭。他们认为生意和

道德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剥削邻居、投机、欺诈
和卖假货，被认为是正常生意的一部分。

c. 赌博。有些博彩机构公开地鼓励贪婪，宣称他们
的博彩是致富的捷径。事实是，他们以使很多人

穷困潦倒的代价来使极少一部分人富起来。赌博
使得那些参与其中的人变得败坏。它是建立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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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小的投资来获得很大的回报这一不诚实的原
则的基础之上的。

习题 9、指出下列例子中哪些人采用了圣经所给出的挣钱
原则，并圈上其前面的字母。
a） 吉姆的工资收入很低。他决定把他工资收入的一部分

用来赌博，这样他或许可以获得更多的钱来奉献给

主。
b） 玛约里在一家商场工作。商场的主人告诉她包装几袋

豆子，里面只装二又四分之三磅的豆子而标上三磅。
主人告诉她，如果她不这样做的话，她将会失去她的

工作。玛约里决定，她一定要离开这家商场另找工作。
c） 乔治的邻居，要他在夜里与其一起到属于某一富豪的

果树上摘些果子。乔治的家人喜欢吃水果，但是乔治
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因此他没有去。

制定预算

目的 4. 按照课文中所给出的例子草拟一份预算。

   对许多人来说，如何花费他们所挣到的钱是一个问
题。通常是他们的花费超过了他们的收入。结果，他们陷
入了负债的窘境，并为不能按时偿还欠债而感到痛苦。

预算就是在某一段时间内与收入相宜的花费列表。预
算有助于一个人处理他的实际财务状况；如果他的花费超
过了他的收入，他应该减少他的花费。

你可以从在一张纸上记下你一个月或一个星期的收

入开始，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制定预算。把你的收入合计
起来后，你可以把你的各种花费写下来，并把它们也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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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你所花费的金额不应该超过你的收入。
为了更好地加以说明，我在这里提供了一份简单的预

算例子。虽然，其金额数量可能会与你的实际情况不一样，
但是，它向你表明了如何制定预算。

收入                支出
工资
其他收入

合计

275 元
15 元

290 元

十一捐献
房租

水电费
食品
衣物
学费

交通费
储蓄

合计

32 元
100 元

9 元
93 元
14 元
10 元

17 元
15 元

290 元

习题 10、在你的笔记本里，按照课文中所给出的例子为
你自己草拟一份预算。

把神放在首位

目的 5. 从所列出的金额数量中，指出哪一个数量是所假

定之收入的十一捐献。

你已经注意到，十一捐献在预算例子的花费列项中排
在第一位。这是应该的，神是我们的第一优先。实际上，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那里领受来的，神已经吩咐我

们要把收入的一部分捐献出来，以帮助推广神在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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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工作。这一部分由十一奉献和奉献组成。十一奉献是
那要奉献给主的十分之一，而奉献可以是任何数量或比例
的金额。

十一． ．奉献．．的起源和历史．． ．．． ．

我们不知道十一奉献的惯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
是我们知道从该隐和亚伯的时代以来，人们都向神献祭
（创世记 4：3-5）。

十一奉献在亚伯拉罕时代第一次被提到。亚伯拉罕向

麦基洗德交纳了十一奉献（创世记 14：20）。圣经记载中
有证据表明，十一奉献已经是被确定下来了的习俗；但是
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一习俗正是在这个时候确立下来的。此
外，有证据表明，迦勒底，亚伯拉罕便是出自这个部族，

从很早的时候便开始实行十一奉献了。
在创世记 28：22 中我们看到，雅各庄严承诺，对于

神所赐给他的一切，他都会奉献十分之一给神。几个世纪
以后，十一奉献的惯例被主确立为律法（利未记 27：

30-32）。
十一奉献得到了主耶稣的承认（马太福音 23：23）。

主耶稣并没有因为十一奉献谴责宗教领袖，而是谴责他们
虽然对交纳十一奉献很认真，却忽略了其他更加重要的事

情。耶稣继续明确地指出：“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真
正重要的律法教导），那（十一奉献）也是不可不行的 ”。

使徒保罗教导众教会要按照十一奉献的原则捐献（哥
林多前书 16：1-2）。实际上，他教导每一个信徒：a）抽

出一部分钱来留着，b）在每一个星期天（周期性地），c）
照着他的进项（十一奉献是按照他的收入的十分之一比例



164 基督徒的责任

交纳的）来捐资。因此，作为制度性地向神捐献钱物的一
种最低限度标准，似乎没有比实行十一奉献更好的方案
了。

习题 11、圣经在什么时候第一次提到了十一奉献？
……………………………………………………………………

十一． ．奉献．．的计算．．．

如果你没有钱，但是有家畜或农产品，你可以象旧约

时代的以色列人那样，很好地计算出你的十一奉献。例如，
如果你在一年中养了 27 只羊，那么你的十一奉献将是 3
只羊。如果你是个体经营者，你的十一奉献是你所挣到的
钱的十分之一。你的收入是工资或养老金，比方说有

226.00 元，那么你的十一奉献是 23.00 元。有时你可能
在工资之外还有别的其他收入，正确的做法是把工资之外
的收入也交纳十一奉献，因为它们是来自主的祝福！要记
住，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哥林多后书 9：6），这很

重要。

十一奉献． ．．．所带来的祝福． ．．．． ．

在玛拉基书 3：10 中，神教导我们说，神将丰丰富
富地将所有的好东西降临到那些缴纳十一奉献的人身上。

而如果你对此有怀疑，神向你提出挑战说：“以此试试我！”
那些交纳十一奉献的人，不会因为只有十分之九来满足他
们的需要而处于更穷的境况。如果你能向我指出一个抱怨
自己没有足够的钱财来维持生活的信徒，那么，我就能向

你指出一个不向主交纳十一奉献的人。实际上，我们当中
那些交纳十一奉献的人，通过自己的经历知道，有了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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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十分之九比没有神的祝福的十分之十，还要多得多
（箴言 3：9）。

最后，你在向神捐献时的态度也颇为重要。在哥林多
后书 9：7 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应该做到 “不要作难，不

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如果我们捐
献的时候并非乐意而为，或者只是因为我们认为必须为捐
献而捐献，我们便剥夺了神对我们的丰富祝福。如果我们
乐意地捐献，视之为一种敬拜和祈祷，我们便为神与我们

分享他丰盛的祝福开辟了道路。

习题 12、假设有一个名叫汤姆的人有 280.00 元的收入，
另外还通过卖青菜挣到了 18.00 元的利润。指出下面哪个
金额是他应该交纳的十一奉献，并圈上其前面的字母。

a） 28.00 元。
b） 28.18 元。
c） 29.00 元。
d） 30.00 元。

习题 13、下面是有关十一奉献和奉献的几种阐述（左边）
以及关于十一奉献和奉献的圣经经文（右边）。把每一节
圣经经文配上支持该经文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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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那些交纳十一奉献的人
将得到所应许的祝福。

....b 使徒保罗教导众教会要
按照十一奉献的原则来

捐献。
....c 亚 伯 拉 罕 交 纳 十 一 奉

献。
....d 雅各向神保证他会交纳

十一奉献。
....e 耶 稣 认 可 交 纳 十 一 奉

献。

1） 创世记 14：20
2） 创世记 28：22
3） 玛拉基书 3：10
4） 马太福音 23：23

5） 哥林多前书 16：
1-2

习题 14、阅读哥林多后书 9：6-15。在你的笔记本中，
列举出当一个信徒以正确的态度向神捐献钱财时，将发生
的所有好事。

明智地花钱

目的 6. 指出那些人们采用了明智地花钱之原则的例子。

尽可能地支付现款． ．．．． ．．．

以一次支付一部分的方式来购买某一物品，通常会更
加昂贵，因为卖家会要你支付额外的费用，而且如果发生

什么紧急情况使你无法支付余下的款项，你可能会失去你
所购买的东西和你已经支付的钱。

避免债务．．．．

圣经告诉我们不要亏欠任何人（罗马书 13：8）。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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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条伟大的真理。向人借钱看起来好象是解决财务问题
的轻松方法，但是，有些时候，这一医治方法可能会比疾
病本身更坏。如果你不能按时归还，你就作了不好的见证，
你会失去朋友，甚至于你可能会在与基督同行的道路上遭

遇失败。有多少信徒因为无法还债，羞于见到那些借钱给
他们弟兄而远离教会。因此，把我们的需要在祷告中带到
神的面前会好得多，神一定会供应我们。

如果你确实有债务要归还，要按时偿还。如果因为某

些紧急情况而无法偿还，不要避开不见借钱给你的人。要
去见他，向他解释你的情况。毫无疑问，他会多等几天，
而这样也表明你是一个负责的人，并以此作了很好的见
证。

习题 15、如果你欠某人的钱又不能按时归还，你应该怎
么做？
……………………………………………………………………

首先购买必需品．． ．． ．．．

你可以把先后顺序原则运用到你的消费中。例如，你
为什么要在奢侈品上浪费你的钱，而使得你没有钱购买真
正需要的东西呢？有一对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不得不

在同一张床上睡觉；但是他们却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

节约．．

在你购买东西之前先比较一下价格。如果你在某一商
店的橱窗里看到了你感兴趣的东西，有时候你多逛几条街

就可能会发现，这同一东西的价格低了很多。但是，你不
要以为，你便宜买了某些质量不好的东西是买了个好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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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有时候便宜的东西所花的钱更多。
尽可能地善用你现有的东西。爱护你的衣物和家具，

使它们可以使用更长的时间。不要浪费水电。你为什么要
无谓地支付更多的钱呢？

如果你是一个家庭主妇，通过首先考虑你要烹饪多少
东西才不至于有剩余，你可以达到节约的目的；如果有剩
余，也不要把它们扔掉，可以下一餐再用，或者送给某位
需要它们的人。当耶稣把五个麦饼和两条鱼变得很多的时

候，他的教导非常适用于这一方面（约翰福音 6：12-13）。

习题 16、指出下面的例子中，哪些人采用了课文中所给
出的明智地花钱的原则，并圈上其前面的字母。
a） 马利亚认真细致地安排膳食，因此，她煮出来的东西，

她的家人正好能吃完。
b） 吉姆欠萨姆的钱，他无法偿还萨姆的钱，于是他便避

开不去教会，因为他和萨姆两个人都是那个教会的成
员。

c） 苏姗在她走到的第一家商店，便购买了她的孩子们所
需要的衣服。

d） 乔治想买一台新的收音机。但是，他首先购买他的必
需品，然后，他把所剩余下来的钱存起来买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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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测试

1 指出下面哪些句子与圣经中关于财富的教导相一致，
并圈上其前面的字母。
a) 那些富有的人不可能进入神的国度。
b) 大卫王说，他是在把自己的财物奉献给神。

c) 我们为他人所做的事，都添加到我们在天上的财
富上。

d) 地上的财富都属于神，但是他把土地赐给了人类。
e) 为自己积聚财富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2 把下面的每一个句子（左边）配上其所阐述的态度（右
边）。

....a 总是希望获得更多的态度。

....b 无异于敬拜假神的态度。

....c 在马太福音 6：25-34 中，耶稣向我
们说明了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具有这
种态度。

....d 在彼得前书 5：7 中，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我们不要有这种态度。

1）贪婪
2）忧虑

3 指出下面例子中，哪些人对他的钱财所具有的态度是
圣经所教导的，并圈上其前面的字母。
a) 虽然乔拥有了他所需要的一切，但是他仍然不快

乐，因为他还希望拥有更多的东西。
b) 苏姗所挣的工资很低。但是这工资足以维持生活，

她也很高兴她有这份工资。
c) 汤姆所拥有的东西很少，因此，他认为没有必要

与他人分享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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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下面几个句子所阐述的都与圣经所教导的挣钱原则
不相符。在每一个句子旁边的空白处，写出你将用来
说明该句子是错误的参考经文。
a) 一个基督徒管家不应该试图

挣取利润。 ……………………

b) 一个人如何挣钱并不重要，
只要他把挣来的钱奉献给神便
可以。 ……………………

c) 一个义人可以通过盗取富人
的财物来实现公义。 ……………………

d) 如果一个信徒不想工作，别
人应该看顾他，给他食物。        ……………………

e) 神的祝福不包括物质财富。 ……………………

5 亚色和他的妻子需要为他们的房子购置一套新家具
（有很多件）。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现金一次把全套
家具购买回来。根据课文中所指出的明智地花钱的原

则，他们应该：
a) 去找一个朋友借钱。
b) 把整套家具买回来，分期支付货款。
c) 只购买他们所能够支付的件数。

d) 使用他们存起来应急用的那部分钱。

6 假设在前面的第 5 题中，亚色和他的妻子选择了 a）
去找一个朋友借钱。这一选择直接违背了下面哪条原
则：

a) 尽可能付现款的原则。
b) 避免欠债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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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首先购买必需品的原则。
d) 节约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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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答案

9 b）   c）
1 我们应当把它们视为属于神的，而不是属于我们自

己的。
10 你的答案。你的花费超出了你的收入吗？如果是这

样，你明白到有些花费是可以减少的吗？
2 b）   d）

11 圣经在亚伯拉罕时代第一次提到十一奉献。
3 一个人真正的生命，并不是由他所拥有的钱财来决

定的。
12  d）30.00 元。如果你选择 c）29.00 元，也可算为正

确，10%的准确数额是 29.80 元。但是，课文中
所给出的例子表明，十一奉献的数额是最接近那

个准确数量的整数：30.00 元，而不是 29.80 元。）
4 因为神关爱我们。

13 a  3）
b  5）

c  1）
d  2）
e  4）

5 或许你列举了诸如大方地把你的金钱、时间和才干

奉献给神这一类的事情。
14 你的答案应该列举出下面这些事情：

a）你将会拥有你所需要的一切（8-10 节）。
b）神将充足地供应你，使你能够永远大方（11 节）。

c）他人将因为你的恩赐而感谢神（11、12 节）。
d）神将得到荣耀（1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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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那些因为你的奉献而得到祝福的人将为你祷告
（14 节）。

6 c）   e）
15 你应该到借给你钱的人那里去，向他说明你的情况。

7  a） 不同意——提摩太前书 6： 9。（穷人也希望富
裕。）

b）不同意——提摩太前书 6：10（邪恶的根源是贪
爱钱财，而不是钱财本身。）

c） 同意——马太福音 6：25-34。
d）不同意——使徒行传 2：45；4：34-37；哥林多

后书 8：1-3。（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待财物的态
度，以及他们如何使用这些财物。）

e） 同意——路加福音 21：2-4；哥林多后书 8：1-3。
16 a）   d）

8 你的答案可以指出下面的任何一个方面：它可以提
供做神的工作的需要，为穷人提供帮助，也可以用

来满足个人自己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