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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神心意的理財之道：破解幾個對 $$$ 的迷思
張文彪長老
信徒和教會在看待錢財及理財的事上，常活在不同的迷思之中，值得反思：
迷思一：人說金錢萬惡，對嗎？
聖經只說貪財是萬惡之根（提前 6:9-10），金錢是中性的，可以用來行惡或行善，但貪婪卻是個
罪慾，是誡命所禁止的！貪財是指一心要積聚財富，甚至用旁門左道，令自己可生活無憂及有更多
物質享受，甚至可藉錢財誇耀，卻忘卻靈魂的重要性，結果心被許多愁苦刺透了！ 主曾說人的生命
不在乎家道豐富。
迷思二：耶穌說不要積聚地上的財寶，要積聚天上的財寶，但若不積聚，信徒或教會哪裏有錢去做
這做那呢？
傳統上，教會很容易會將天上和地上的財寶對立起來，後者變成了邪惡，容易造成內心的矛盾及
信仰與生活的脫節。其實主耶穌想要指出的是什麼呢？我想重點在於那句：「因為你的財寶在那裏，
你的心也在那裏」（太 6:19-21)，衪是要人懂分辨地上和天上財寶的本質不同，若心只放在短暫和
今世，便容易忽略那永恆和不朽的，並且更重要的是，人應思考如何可將那短暫和今世的轉化為永
恆和豐富的，並專注於此，換句話說，人要學習如何利用金錢去行善、讓果子能存傳到永遠。
迷思三：賺錢不是主要為了為生和養家，也為了享受的嗎？
相信這都是對的，只要合義、合法，也不將這些變成唯一或終極目標，但賺錢同時也是為了奉獻
和行善，扶助貧弱和擴展神國的。物質享受原是人勞碌的報酬（傳 5:18/29），若不過份，能感恩
便好了！
迷思四：金錢是我賺來的，不是由我決定要怎樣用，便怎樣用嗎？
原則上，這是對的，但主亦提到管家的概念—我們在地上所得的，無論時間、健康、恩賜或金錢等，
不是純屬我們私有、私用的，都是上主所托我們管理，藉以行善的。日常生活如能簡樸也是美德，
因地球的資源有限，人應善於管理。

迷思五：「人一世物一世」，不對嗎？
這種物質主義和玩樂人生背後的哲學是「我們吃喝玩樂吧，因為明天要死了。」對於相信有復活、
有審判、有交代的信徒而言，這話十分危險！也要認識這正是商家用來推銷貨品或服務的切入點，
所以我們不要被廣告操控生活，要節制物慾。
迷思六：現代社會的經濟都建基在貸款、消費、先用未來錢、以錢生錢、投機及借用別人的錢賺取
更多錢的觀念和做法不對嗎？
這是現代資本主義的基本信念及運作，要小心背後那以私利出發、重物質、只看今世的哲學，對
信徒構成許多生活的陷阱，就如隨便借錢，頻用信用卡，以債抵債（弄至「爆煲」）或以小博大、
參與博彩或投機炒賣等。保羅勸勉信徒要作正經事業（多 3:14），要吃自己的飯（帖後 3:6-12），
又要樂意捐輸，支持教會及扶助貧困，更說，敬虔加上知足之心是大利了（提前 6:7-8）！
美國開國之初，有許多清教徒，勤勞工作、生活儉樸、信守承諾，累積了資本，可用來發展經濟，
富強後更可向世界宣揚人權、自由及其他普世價值，可惜後來信仰變得淡薄，成了虛妄自私，享樂
為尚，近世更以借貸發展經濟及維持高消費，成了世界最大的欠債國之一，貧富亦越來越懸殊。近
年為了維持霸權，更用諸般手段及財技試圖操控世界，失卻了基督教國家應有的實質和品德，相信
總有結帳的日子，我們應引以為鑑。
迷思七：社會認為能賺大錢的，才是智慧人，他的話要聽，這對嗎？
有些人天生對數字、市場及人心敏感，善於賺錢，甚至成功創業。這些是沒有問題的，只要循著
正道而為，但也要存憐憫的心，錢也不要賺盡，要有社會責任感。主耶穌曾說多給誰，向誰多要，
那些善於賺錢的人，要善用今生所有的資源，及早為永恆打算。
回顧過去，我也做了個美好的投資：自從中四信主之後，至今仍實行起碼什一奉獻及用錢行善，
現在雖非小富，但生活無缺，因祂按信實供應我的需要，十分感恩！往後仍需學習行事正確，也要
繼續信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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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一奉獻的迷思

崇暉編輯小組

相信大多數基督徒都不會對「什一奉獻」感到陌生，畢竟它很直觀，亦很易為人所理解。簡單而言，
人要將所產出的十分之一都歸給上帝，用於祂的教會及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而這樣做可以使人
學習時常敬畏耶和華。（申命記 14 章 22-23 及 28-29 節、利未記 27 章 30-34 節、瑪拉基書 3
章 8-12 節）
可是，你真的從來未對「什一奉獻」產生過任何疑問或迷思嗎？也許在初信之時，或是當有未信
的親友同事何謂「什一奉獻」以及為甚麼基督徒要這樣行的時候，你或許曾經有過以下的困惑？
神又不缺錢，世上一切都由祂所創造並屬於祂，為何神還要人作「什一奉獻」？
神的確不缺錢。世上一切都由祂創造，亦屬於祂─包括人所賺取的金錢及所有的一切財富。所以
當人作「什一奉獻」，其實只是將自己領受的一部份獻給神，回應神的愛。人亦可以視「什一奉獻」
為一個學習順服以及承認神主權的功課，放下我們眼中看為重要的金錢。
當真的出現經濟困難時，我們仍要堅持作「什一奉獻」嗎？香港生活水平高，人的薪金大多時只
夠勉強維持生計，要堅持作「什一奉獻」的挑戰一點也不少。當遇上經濟困難或是失業時，是否繼
續「什一奉獻」即成為不少人的大難題。大概有人會回應：「你應當對神有信心，祂會供給你所需的，
憑信心繼續什一奉獻吧。」這說法當然不能夠說是錯的，但亦非對所有人都適用的「標準答案」。
無論是關乎金錢或是其他信仰的問題，我們除了在聖經中或是屬靈長輩身上尋找建議及答案外，更
應該在禱告中求問神，體察祂的心意。同時，我們應嘗試跳出奉獻金錢的框框，反問自己，在金錢
以外還有甚麼可以奉獻給神呢？
當發現自己不太認同教會運用獻金的方向，應該放棄「什一奉獻」嗎？其實，如果你對教會長執
如何使用金錢有不同的意見，最直接的方法當然是向執事會及同工反映，而不是抱著「我不認同你
們長執的決定，所以我拒絕奉獻」的想法。人奉獻的對象是上帝，而非教會領導。如果真的不能
完全認同教會處理金錢的做法，作為信徒還有其他可以奉獻的地方，例如不同的慈善團體或是身邊
有需要的弱勢群體。畢竟，最初上帝叫人作「什一奉獻」時，也有提到收到的奉獻要用來賙濟孤兒
寡婦。
以上幾個有關「什一奉獻」迷思和想法，希望可以鼓勵大家反思「什一奉獻」的意義以及神和人
的關係，亦希望大家可多關心教會的財政、事工及發展，善用神賜人的財富，將之用於有意義、於
人有益的事情上。

「什一奉獻」—— 是命令，更是祝福！

林海虹姑娘

8 人豈可奪取神之物呢？你們竟奪取我的供物。你們卻說：『我們在何事上奪取你的供物呢？』就
是你們在當納的十分之一和當獻的供物上。9 因你們通國的人都奪取我的供物，咒詛就臨到你們身
上。10 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
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
1. 「出於自願」的什一奉獻
聖經中最早出現「什一奉獻」的經文在創世記十四 20，在至高神的祭司麥基洗德為亞伯蘭祝福之
後，亞伯蘭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作為奉獻。亞伯蘭（又名亞伯拉罕），他的孫子雅各（又名
以色列）在伯特利遇見神之後，也立願要將十分之一獻給神（創廿八 22）。當時並未進入律法時代，
沒有律法的要求亞伯蘭要如此行，他的奉獻完全出於自願、出於自己心裏所酌定的。
2. 「成為命令」的什一奉獻
「什一奉獻」成為一條命令是在摩西時代。神在西乃山頒給摩西的命令中，最後一項就是關於「什
一奉獻」：「地上所有的，無論是地上的種子、樹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華的，是歸給耶和華
為聖的。」（利廿七 30）這「十分之一」是被分別為聖歸給神，人若要贖回這十分之一，必須再加
上五分之一（利廿七 31）
3. 「洪水猛獸」的什一奉獻
到了舊約最後一卷書《瑪拉基書》再提到「什一奉獻」時，已是以色列被擄的時代。《瑪拉基書》
與《尼希米記》是同一時期，都是處在被擄回歸時期。因著猶大被擄外邦七十年，猶大的屬靈境況
非常鬆散：與異族通婚，沒有信仰生活，也沒有什一奉獻。在尼希米重振回歸子民的信仰生活時，
眾民一起立約要守「什一奉獻」（尼十 37 ﹣ 39），但從瑪拉基書三 8 中我們知道他們真正遵守的
境況甚差，神稱他們「奪取」神的物，「奪取」的原文是「搶劫」的意思，而 9 節就是「搶劫」神
物的後果──咒詛臨到。
4. 「帶著應許」的什一奉獻
「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
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瑪三 10）這裡所記載的什一奉獻仍是一條
命令 , 但這命令的背後帶著應許和祝福。而這份祝福需要你先踏出信心的一步——將當納的十分之
一先行獻上，神就為你敞開天上窗戶，傾福與你，這祝福大至無處可容！這條帶著應許的命令需要
你付出信心的行動去兌現，你願意懷著信心去領取嗎？

實踐什一奉獻

李浩維弟兄

大家好，我是浩維，是一個投身職場一年多的半工讀生。回想這段半工讀的時間，當中縱然辛苦，
卻充滿著上帝的帶領及恩典。
由於我工作的公司規模很小，所以薪金相對較低，而且上班地點較偏僻，車程較遠，因此在交通
及用膳的費用佔了我大部分收入。此外作為半工讀生的閒暇不多，消遣的花費很少，加上我需要儲
蓄以備繳交學費用，所以除了日常開支外，我都會把其餘的都儲起來，並沒有甚麼特別消費。記得
第一次出糧的時候，我便留起十分之一，甘心樂意地奉獻給上帝，因為我知道我所擁有的都是上帝
賜給我的、都是從上帝而來的。
到我第一次繳交學費後，我有點失落的感覺，因為我覺得所儲到的錢差不多全數都用到學費上，
感覺預料未來兩年會好像「白做」一樣。我知道需要為未來籌劃，而能儲到的錢沒有明顯增多，增
多的卻是我所感到的不足及無奈。縱使我在十一奉獻上仍然堅持，但當我看見自己與同學和身邊的
朋友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我對上帝的信心漸漸多了一點疑惑。
「難道你信不過我的安排嗎？」上帝很快便在一次少年崇拜對我說。當時我極為感動卻又慚愧，
其實上帝一直都知道我的需要，但我對祂的信心卻在動搖。上帝的這句話大大堅固我的信心，叫我
要單單的信，不需對未知的將來感到徬徨，因為衪已為我預備。
「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
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瑪 3:10
在金錢方面，雖然我不算富足，但上帝的供應是足夠的。當我堅持十一奉獻、對上帝有信的時候，
上帝總是賜福予我，並且不斷加增，甚至有餘。我的薪金及後有所調整，而且政府又推行交通補貼，
不僅如此，我更發現我實際儲到的錢比我預期的還要多。上帝不只在金錢上供應，更使我在各種事
上都取得平衡，充充足足。例如在學業方面，上帝亦賜福予我，使我下班後仍然有精神去學習，又
有效率在有限的時間完成功課；在生活方面，我亦有時間休息、娛樂。
願我們都對上帝有信！

積存天上財寶 VS 對待地上財富

李國華執事

兒時我的家境並不富裕，但看見父親對待親戚朋友卻十分慷慨，無形中讓我養成樂於助人的性格，
相信這美德亦是父神所喜悅的。
少年時期便在筲崇成長的我，經歷了教會在建堂事工上，神為筲崇所預備的是超過我們所想所求。
記得在 70 年代末籌募建堂經費時，一群初出茅廬的小子，為了建堂的目標，將僅有的一點點小錢完
全擺上，當時籌得的經費大部份都是一班弟兄姊妹在生活起居上節省下來的積蓄及信心的認捐，成
就了今天我們每主日所享用實而不華的聖殿。由於我在建堂事工上積極的參與，使我學習到對教會
的需要有很敏銳的觸角。這印證神的應許是大大賜福予我及我的一家。我及家人也在成長中能學習
到積財於天並努力實踐嚴守十一奉獻。願神繼續教導祂的兒女在神的事工上投放更多的時間、禱告
、支援及金錢。相信神在至高處，必以倍數贈予衪所喜悅的人。
馬太福音 6:20-21 只要積攢財寶在天上…因為你的財寶在哪裡，你的心也在哪裡。
詩篇 37:25 我從前年幼，現在年老，卻未見過義人被棄，也未見過他的後裔討飯。
論到地上財富的投資，可能因著我倆都有樂意助人的性格及有一顆願意分享的心 , 神讓我有機會
遇見很多要好的朋友 , 縱然我對投資一竅不通 , 但藉著參與朋友的投資項目 , 神讓我在各方面亦有一
定的回報。我認為基督徒在投資上應該沒有憂慮、欺騙及貪念，更不應該做金錢的奴隸，被它綑綁，
凡事要有計劃，不可有債務纏身及借貸的習慣。在經歷人生數十寒暑，我深深體會到並必須強調的是 :
施恩莫望報，待人必須以誠立信，看錢財不應過重。要知道我們只是代為看管的一群，留給子孫最
重要的是「屬靈遺產」，使神的名得著榮耀。
箴言 3:27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辭，就當向那應得的人施行。
瑪拉基書 3:10 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
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於你們，甚至無處可容。」
各位弟兄姊妹，這是聖經內唯一可以試試上帝的一件事，回報非凡，大家一定要試試啊 !

理財 VS 生涯規劃

崇暉編輯小組

不論你是否基督徒，生於現今世代，如果希望享有一個比較安穩、有保障的老年及退休生活，一
個合乎你個人需要及能力的理財及生涯規劃大概是必不可少的。
有人會在年輕時盡最大努力以獲取最多的財富，甚至不惜犧牲健康和與家人相聚的時間；亦有人
只求活在當下，不去為將來的事情憂慮，盡情享樂。「理財及生涯規劃」對每個人的意義各異，但
作為應該「努力積聚天上財寶」、相信神必供應的基督徒，我們又應該如何自處，好回應神交給我
們的才能、金錢、時間及能力呢？
關於這個問題，大概沒有人可以能直接提供標準的答案，但在聖經中有不少的段落都有提及如何
看待及累積財富，以及如何善用生命和時間，以下我們嘗試從其中幾個角度去看看「生涯規劃」，
希望可為大家帶來一點反思。不要為明天憂慮 = 不需要「生涯規劃」？耶穌曾對門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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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番教導後來被很多人視作基督徒不需亦不應作「生涯規劃」的理據，因為世上一切都是短暫的，又
何必為虛空的地上榮華而去作規劃呢？可是，從另一角度思考，耶穌教我們不要「憂慮」，是希望
我們明白，神會供應人每日所需，人不需亦不應為「地上的財富」所奴役。同理，在人作「生涯規劃」
的時候，我們實在不應該被「憂慮」所捆綁，因着過份擔心將來的生活而去規劃人生，以至於每一
天也在惶恐不安。我們既然知道神是供應者，就應該常存信心，本着善用神所賜給我們的恩賜和資
源的態度去作完善的計劃，不論在怎樣的處境中，仍堅信並倚靠神的帶領，盡責地完成我們在地上
的責任，努力完善人生。
路加福音「無知的財主」的比喻
「財主」田產豐富，但卻不滿足，每天想着如何賺取更多財富，建造更大的倉庫去儲存財產。在
某程度上，你可以說「財主」是一個有規劃的人。可是，在他的規劃裡，只想到如何讓自己安逸的
過活，而沒有想到如何可以讓他的財富更有意義的運用，卻是單純滿足自己的自私和貪心。當死亡
突然來臨的時候，他才發覺擁有再多的錢財也沒有用處。這裡想帶出的是，人可以積存財富，但不
應該貪心得只是積存財富，這是無知的表現。既然「一切皆由神而來」，在我們賺取財富的同時，
是否都可以多考慮其他處理財富的方法，例如賙濟窮人呢？也許我們起碼可以嘗試不要仿效這個財
主一般作生涯規劃，將眼目、思考、生活都圍繞着「財富」二字，而使生命「窮得只有錢」。
將「生涯規劃」交託在上帝手中
當你在規劃你的人生時，在考慮自己的需要及想法的同時，更應恆常的禱告，邀請神去介入及帶
領，而不是在完成規劃後，才將你的「生涯規劃」帶到神的面前，祈求祂的支持與應允。就正如箴
言 16 章中說：「你所做的，要交託耶和華，你所謀的，就必成立。」「交託」除了表示你對神的信任，
亦代表你願意謙卑順服，接受神在你的「生涯規劃」有祂的安排──縱然這不一定是你的心所期盼
的，但因着知道神總會為我們揀選最合適的，亦比人思慮全備，我們就學習放下自我，順從祂的帶領。
因此，無論你打算作怎樣的生涯規劃，鼓勵你將自己對人生的想法及計劃，帶到神的面前，在禱告
中尋求祂的引導。最後，願以下一節經文成為大家在進行「生涯規劃」時的一點提醒：
「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箴言 16 章 9 節〉

理念丶回應

張詩敏司庫

當崇暉邀請我去分享教會的理財理念，其實我真的一頭霧水。我都不知道教會的理財理念是什麼，
我也沒有想過。皆因我只開始做了司庫一年，頭半年我最主要都是去確認過去的財務記錄及調整核
數報告。之後就同辦公室安排整理新會計系統的賬目分類。到一月就開始與他們準備來年的預算。
這預算經過了行委、牧委及執事會審批才交予堂議會通過。因此，完了一整年，在復活節
期間才有機會思想一下那「理念」。教會每年的賬目都記錄了教會過去一年的運作，我指的教會是
信徒，是根據保羅在羅馬書 16 章五節問侯「家中的教會」而理解的。教會的賬目不外乎記錄兩件事，
收入和支出。收入，就是弟兄姊妹的奉獻，每個主日都有奉獻，大家都會聽到主席講「奉獻的意義」，
那是甚麼呢？「奉獻的意義」其實為「我算什麼，我的民算什麼，竟能如此樂意奉獻？因為萬物都
從你而來，我們把從你而得的獻給你。」（歷代志上 29:14）這奉獻，是我們對神的回應，因為我
們所得的都是從神而來，我們以奉獻回應是理所當然的。
至於支出就是教會對神的供應（弟兄姊妹的奉獻）及指示的回應。例如：神在馬太福音 28 章說：
「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因此我們有差傳部及差傳基金及成立了學校去作這事；學校
也將基督的智慧及人的知識向社會作供獻；耶穌在約翰福音 21 章叫彼得去牧養祂的羊，因此教會有
各年齡層的部門作此事；我們也有在教會全時間將身體獻上的教牧及辦公室同工，因此，教會的支
出就是向神的回應。教會的賬目就記錄了這些事。未來的挑戰就是平衡教會（支出）及弟兄姊妹們（收
入）的回應了。過去一年，教牧及辦公室同工都從新考慮了所需的人力資源而作了調整。至於各部
支出，就是神的工作，部長們都從新審視了各部的工作較率，放棄了一些不必要或實行不了的項目，
希望能有效地使用神所供給的資源。行政支出也如是，我和辦公室的幹事及會計同工就每一項支出
都重新審視。以上每一件事都在今年的預算裏表達出來。
在準備這篇文章時思想了我們教會的根在哪裡。我們其實是源自一所在瑞士的差傳學校，他們訓
練宣教士並差他們出國，如果經費不夠，他們就拿著類似現今汽水罐大小的罐（看圖的實物），向
附近的弟兄姊妹籌錢。經費就是靠著每一個弟兄姊妹所投放的硬幣累積而成。如此說來，我們教會
是源自在瑞士的一班弟兄姊妹的奉獻及一班全時間委身的宣教同工而成立的。無論在數字上、資源
上、身體上、行動上，教會（包括你同我）都不離回應神在教會上的作為。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筲箕灣堂出版
督印人：冼婉儀牧師、陳麗明傳道
編輯委員：趙善富、黎敏怡、吳奇恩、謝卓昕
設計：許夢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