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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

有神，且信祂賞賜那尋求祂的人。」 （希伯來書十一章6節）

神樂於獎賞人，然而許多基督徒似乎不太明白關於神的這個真理。當

我們努力地尋求祂的面、祂的旨意和道路時，祂便樂意獎賞我們，且祂獎

賞那些作好管家的人。

關於這項原則，不久前我才剛有個親身經歷，當我在寫這本書的同

時，我的大兒子在外地讀大學，他一直是個非常認真的孩子，但因為他選

擇加速完成學業的高密集課程，所以他無法半工半讀，也因此我幾乎是全

額資助他的生活費跟學費。

就在他開學前，我們曾一起坐下來，根據

我按月寄給他的一筆金額來規劃每個月的預

算。

兩、三個月後，我們父子倆又坐下來檢視

他的開銷，看看是否都還夠用。當我看到他很

努力地量入為出時，我心裡真的很高興，他沒

有一天到晚上館子或是很常上電影院，他也沒

有為了買新衣服而超出預算，簡單來說，對於我所寄給他的錢，他有善盡

作 一個好管家的職分。

那麼身為一個慈愛的父親會為自己這善盡管家之職的好兒子做什麼

呢？我當然是給他應得的獎賞啦！我提高每個月寄給他的錢，並說：「你

現在有這些額外的錢可以用—你可以常在教會聚會完之後跟你的朋友們

去餐廳聚餐，或是多買幾件新衣服給自己。」

又過了幾個月之後，我兒子打電話給我說：「爸，我一直在想，如果

我去租另外一間公寓的話，我每個月的房租就可以比較低，你也就可以少

寄點錢給我了。」當我看到我的孩子這麼認真地在思考如何可以減輕我的

負擔，我真的覺得自己很受到祝福。他知道他媽媽跟我是犧牲自己的享

樂，並很努力節省開銷以供應他的大學學費，他裡面有一顆充滿感激的

心。

於是我們檢視了一下他的想法，又把所有的細節都想好，就幫著他搬

到那個房租比較便宜的公寓去了。搬過去沒多久之後，有天他打給我說：

「一切都跟我們原先所想的一樣，所以爸你不用再寄那麼多錢給我了。」

你知道我怎麼做嗎？我還是每個月寄給他那麼多的錢，而且我跟他

說：「兒子，謝謝你。現在你每個月可以有更多的零用錢了，你一直是個

金錢上的好管家，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得到該有的獎賞，你應該好好地享受

作為一個好管家所當得的賞賜。」

如果連我都會這樣對我自己的兒子，那為什麼我們沒有去期待神也是

這麼一位既慈祥和藹又關心孩子的父親呢？為什麼當我們有盡到作為一個

好管家的職分時，竟會對神樂意獎賞跟祝福我們而感到訝異呢？

馬太福音六章那裡說，當我們禱告、禁食或施捨給窮人時，我們的天

父就會賞賜我們。而在哥林多前書裡我們也看到：

「栽種的和澆灌的，都是一樣，但將來各人要照自己的工夫得

自己的賞賜。」 （哥林多前書三章8節）

在魏肯生（Bruce Wilkinson）有名的著作《永恆的獎賞》（A Life God 

Rewards，福音證主協會）一書中，他舉出一個接著一個的例子，說明神

會如何在天上，按照我們各人在地上所完成的善工來獎賞我們；他也很謹

當我們努力地尋求祂

的面、祂的旨意和道

路時，祂便樂意獎賞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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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地指出，我們並不是因著行善而得救，而是我們得救好叫我們能夠去行

善—而這些好行為將可以為我們帶來賞賜。

同樣在以弗所書二章有一段大家都很熟悉的經文：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

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我們原是祂的工作，

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

的。」 （以弗所書二章8∼10節）

如同魏肯生在他的書中所提到的，我們必須明辨自己的信念和行為；

因為我們的信念會決定我們將會在哪裡度過永恆，而我們的行為將決定我

們將會如何在永恆中度過。

魏肯生所言不假，將來有一天神會按著我們的行為跟善行來獎賞我

們；但事實是當我們還在地上的時候，神就已經會給我們賞賜了！關於這

點聖經講得非常清楚，我們來看馬可福音十章：

「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人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

弟兄、姊妹、父母、兒女、田地，沒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

房屋、弟兄、姊妹、母親、兒女、田地，並且要受逼迫，在來世

必得永生。』」 （馬可福音十章29∼30節，重點標註）

耶穌這裡所在說的，是「神會獎賞我們，且不止是在來世，而是在今

世也會賜給我們獎賞」。

耶穌有好幾個比喻都講到神會獎賞好管家，比方說耶穌在路加福音

十九章裡所講到的十錠銀子的比喻（「錠」原文作「彌拿」，一彌拿約銀

十兩），耶穌講到有十個僕人從他們的主人那裡各拿到了一錠銀子，主人

的用意是要看看他們究竟是不是好管家、是否會忠於所託跟測試他們個人

的能力。耶穌說，當主人回來結算時，那個主人立刻就獎賞了他們當中有

盡到管家職分的人：

「主人說：『好！良善的僕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

以有權柄管十座城。』」 （路加福音十九章17節）

若是我們不能對現在神已經交給我們的錢財忠心，神是不可能會再給

我們更多的。如果一個人一個禮拜連五百塊錢都管不好了，神又為什麼要

每個禮拜給他五千塊去管理呢？

神渴望建造祂的國度，這也是為什麼神會將建造神國度的基金交由肯

定會好好管理這筆錢的那些好管家們來託管─就是在當神說要給予的時

候會順服祂帶領的人。好管家不會將他們手中的資源濫用在無意義的事

上，他們會做預算、確實執行並負責，除了財物之外，他們也會作好時

間、人際關係及才能的好管家，這是十錠銀子這個比喻裡耶穌所要傳達的

重點。耶穌還講了另外一個關於管理才幹的比喻（見馬太福音二十五章

14∼30節），神按照我們各人的才幹分給我們不同的才能，並期待我們為

了神和祂的國度去使用這些才能，神超自然的大能是不可能透過一個不懂

得運用自己才能的人來彰顯的。

在十錠銀子的這個比喻裡頭，耶穌對每個拿了一錠銀子的人說：「你

們去做生意，直等我回來。」（路加福音十九章13節）這是神期待看見我

們去做的，祂要我們去做生意─而且是神國的生意─直等祂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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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徒行傳二章裡，我們看見被聖靈充滿的初代基督徒因為愛神愛到

一個地步，他們甚至變賣自己的財物，並分給每個有需要的人。因著他們

的慷慨跟無私，神也就慷慨地以接連不斷的神蹟奇事來回應。他們全心全

意地投入在神的計畫跟旨意裡，神就從天上澆灌祂的大能來為他們喝采。

在十錠銀子的這個比喻中，為什麼主人要把惡僕人所僅有的一錠銀子

拿走，並把它交給那個已經有十錠銀子的僕人呢？因為耶穌很喜歡獎賞好

管家啊！惡僕人失去了所有的資源，而好管家則會得著更多，這實在是個

再簡單不過的原則了。

你有沒有曾經感歎過怎麼好像有錢的人總是越來越有錢，然後貧窮的

人也越來越貧窮？我們最好是要能習慣這件事，因為如果照這個比喻來看

的話，在神國裡似乎也是一樣的情形。神會給那些值得信賴的人更多，就

好像我的兒子去外地念大學的時候所表現的一樣；相反地，如果有人對錢

的態度是漫不經心或者他對於自己錢財的流向

毫無概念，那麼神也就不可能再給他更多。 

有些基督徒會以為因為自己反正賺得不

多，應該不用去思考該怎麼作個好管家，然而

他們並沒有意識到，在小事上忠心才有可能讓

他們被委託更大的事。

常常只要新聞報導哪個人中了樂透或是繼

承了一大筆的財富，我就會聽見有些人這麼說：「哇，如果是我繼承了美

金五百萬的話，我就會拿出一百萬來奉獻給我的教會啦！這還用說嗎！」

最好是，如果他們現在連收入的十分之一都沒有穩定奉獻的話，又憑什麼

以為自己會將意外之財的百分之二十拿出來奉獻給神呢？他們會這麼說是

因為他們心裡頭想的是，反正我還會剩下好一大筆錢。但真正的好管家

會說：「讓我先以目前我僅有的來尊榮神，但我也會盡可能地想辦法去奉

獻到百分之二十（或不管聖靈要我給的是多少）。」

讓我們再讀一次馬太福音二十五章裡面講到才幹的這個比喻，講到這

主人「叫了僕人來，把他的家業交給他們」（14節）。

你和我就好像是那些僕人，而神將祂的家業交給了我們，祂所託付給

我們的不光是有形的財富，也包含許多其他珍貴的寶藏，包括：禱告、救

恩的好消息及助人的能力。以上這些都是祂已經分給我們的寶貴家產，祂

期待我們去好好運用跟盡可能地把它們給出去。

我們在人生的道路上會遇見許多神的子民，祂也同樣地期許我們作為

這些人的好管家；而就如同我們所知道的，神是樂意獎賞好管家的。

你要記得耶穌在馬太福音六章裡告訴我們要積財寶在天上，所以我要

問你：「你在天上積了多少的財寶呢？將來當你在天上回頭看這地上的年

日時，你是否會為了以前只顧著積財寶在地上，而忘了要把它們送到天上

深感遺憾呢？」

你可是忠心又有見識的僕人？

就在馬太福音二十五章提到關於才幹的這個比喻前面，耶穌講到了自

己將要回來的日子無人知道，並且祂直截了當地問說：

「誰是忠心有見識的僕人，為主人所派，管理家裡的人，按時

分糧給他們呢？主人來到，看見他這樣行，那僕人就有福了。我

實在告訴你們，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馬太福音二十四章45∼47節）

因為我們的信念會決

定我們將會在哪裡度

過永恆，而我們的行

為將決定我們將會如

何在永恆中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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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問題夠清楚了吧！「誰是忠心又有見識的僕人呢？」今天耶穌一樣

在問這個問題，祂說，當這個主人回來的時候，祂會想要找到這個忠於自

己所託的僕人。

當主耶穌再回來的時候，你是否是那個既忠心又良善的好僕人呢？你

是否有盡力地善用神所交付給你的東西？你知道你每個月的金錢流向嗎？

你是否有按時什一奉獻、給予、作見證跟禱告尋求呢？

你的心在哪裡？

我們前面在第5章有講過，耶穌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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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十六章11節）

從這裡我們知道神確實是會用錢財來試驗我們的心，從對錢的態度可

以看出我們是否是值得信賴的好管家；光用想的就不免覺得嚴肅了起來，

但神其實每天都看到我們是怎麼樣花用手中的金錢，以及我們是如何在給

予跟奉獻。

主要在測試的部分是看我們究竟如何管理金錢，而這測試的結果決定

了神是否會託付給我們那真正的財寶。而這也是為什麼對基督徒而言，金

錢不只是可以用來買東西的一種工具；耶穌會花上百分之三十的講道時間

談錢不是沒有道理的。

正如我們從馬太福音六章21節所看到的，神知道當我們的財寶在哪

裡，我們的心也就在那裡。那如果你見證說：「我的心繫於神的國度。」

那咱們就要看看你的支票簿或信用卡帳單到底是為你作證，還是駁回了你

所說的這句話。

神似乎比我們任何一個人都還要看重我們是否有盡到管理之責，我之

所以這麼說，是因為這點相當密集地穿插在聖經的經文中間。

就如同我們看見神給亞當和夏娃的第一條命令就跟作管家相關：要生

養眾多，遍滿地面，管理好這個園子跟千萬別碰那棵樹（見創世記一章28

節，二章17節）。

就連在雅歌裡頭也一樣看得到管理的原則，書拉密女在裡頭說：

「他們使我看守葡萄園；我自己的葡萄園卻沒有看守。」

 （雅歌一章6節）

這個地方所描述的可能是許多基督徒生命的光景，我們可能常常忙於

照顧看守別人的葡萄園─很在意人家的事和會想要告訴別人應該如何照

料自己的生活─卻反而疏於看守自己的葡萄園。

如果我們不先顧好神所給我們的，我們就無法去幫助別人；如果我們

沒有先作為一個好管家，我們自身幫助他人或是擴展神國度的能力也就會

因此而受限。

當你伸手指控
 

神是恆久不變的神，但錢財卻無法持之以恆。換言之，我們的財務狀

況可能會有起有落，但是神卻是始終如一。我所認識的每個人都可能經歷

過財務上的起起落落，哪怕是相當富有的人，也都曾經歷過在經濟上的風

浪，他們跟你我一樣，都可能有對錢財煩惱、擔憂或緊張的時候。

有些時候我們可能會因為「神在我們財務經歷危機時沒有彰顯」而生

祂的氣，即使我們可能根本也沒有為自己是否該那樣用錢而禱告過，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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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會這樣埋怨神。我並不想讓自己聽起來很沒愛心或是好像很嚴厲，但

我們必須知道神確實沒有必要為不是由祂開口的帳單來負責買單啊！

我們才是應該為自己的財務來負責的人，我們才是自己錢財的管家；

我們應該在花用自己的錢財之前，先來禱告並尋求神的意見。事實證明，

許多時候我們生命裡頭的壓力、擔憂或緊張的來源，都是因為我們沒有盡

到好管家的責任。

假設在領薪水前你戶頭裡剩下美金五百

元，可是你卻衝動地買下一個要價美金三百元

的全新烤肉爐，買完之後不光是剩下的錢不夠

用，你還讓自己陷入一個財務上的危機。我親

愛的朋友，這個不是從神而來的審判，根本只

是個算術問題！

光用簡單的減法就知道這筆花費並不是明

智之舉，而且會帶來相對的後果。有太多時候，當我們在財務方面經歷缺

乏時，我們就以為是神在懲罰我們；但其實是因為我們沒有花時間為那筆

花費禱告，或甚至是使用我們的常識進行判斷而自食惡果。

如果距離發餉日還有十天，而你的帳戶裡頭只剩下美金五百元，是必

須用來買日常生活用品、付保險費、電費跟油錢，那麼智慧跟常識就會告

訴你不用現在急著買這個烤肉爐。

我想說的是，神常常無故為人自找的麻煩背黑鍋。

根據調查指出，往往夫妻離婚的首要原因是溝通不良，財務則是緊追

在後的第二高因素。當調查人員再更進一步地研究時發現，夫妻之間最不

常溝通的就是財務狀況；金錢確實是婚姻當中最常引發爭吵的主要原因。

如果我們都確實遵照並盡到好管家的責任，那麼我們就可以避免掉許

多隨著財務方面壓力而來的潰瘍、頭痛或其他健康上的問題了。

神定意要祝福

神是真的渴望祝福我們的生命，你內心深處是否真的相信這點呢？讓

我換個方式來問：你是否認為神比較想要咒詛你？你覺得神會想要傷害你

嗎？我想你當然不會這麼認為！

要相信神並沒有動不動就想抓我們的小辮子，大概沒那麼困難，可是

確實有許多基督徒很難接受神渴望祝福他們的這個事實。

讓我再清楚地說一次：神真的很強烈地想要祝福我們，好叫我們可以

再去成為他人的祝福。這是神在創世記十二章裡曾對亞伯蘭說過的：

「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

叫別人得福。」 （創世記十二章2節）

 

換句話說，神的意念就是要祝福亞伯蘭，好讓他能叫別人得福。

這點無論對你或是對我直到今日仍是不變的事實，神渴望將許許多多

的資源交在我們的手中，好讓我們能夠成為祝福他人的管道，這豈不就是

下面這節新約經文所告訴我們的嗎：

「神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地加給你們，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足，

能多行各樣善事。」 （哥林多後書九章8節）

神願我們眾人都能凡事豐豐滿滿地充足。為什麼呢？好叫我們能夠多

許多時候我們生命裡

頭的壓力、擔憂或緊

張的來源，都是因為

我們沒有盡到好管家

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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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各樣的善事，但就如我們所提到的，只有當我們作為一個好管家並管理

好神所賜給我們的恩惠時，才真正有可能承接神所賜給我們的豐盛。

對賞賜者抱持信心

講到這裡，你可能聽到我不斷地重複強調，我們不能把獎賞當作是奉

獻或給予的主要動機─這乃是絕對正確的真理。

但同時我們也不可忽略神造我們就是喜愛得著獎賞的這個事實，這是

深埋在我們這個人裡面的，神創造我們對獎賞有所回應，因為祂自己就是

那位賞賜者。事實就是，祂熱愛賜下獎賞！

正因如此，我不會說我們不應該相信神會因著我們的奉獻而獎賞我

們，我們當然應該對此有所期待，因為神已經這麼說了，而且祂是不會說

謊的！

當我們去給予和奉獻，神就會給我們獎賞，要對此懷抱信心並非難

事，只需要回轉像個孩子，但是我們一定要小心，別讓獎賞反而成了我們

給予或奉獻的主要動機。

當我們允許讓神在我們心裡去動那善工，我們的動機自然而然就會是

單單為了給予時所得的喜樂、助人時所會得到的滿足，並且去祝福人只因

為當我們這麼做的時候，我們就是在仿效我們所愛跟所尊榮的天父。

無論如何，對神會獎賞我們絕對要抱有信心，而且不像我小時候所參

加的夏令營，神不會等到最後才頒獎，祂隨時隨地都在獎賞人，而且現在

你們都知道─神必獎賞那盡到好管家之責的人。

研經教材

鑰節經文

哥林多前書三章8節；希伯來書十一章6節

思想重點

‧ 神樂意獎賞人。

‧ 我們的信念會決定我們將會在哪裡度過永恆，而我們的行為會決定我們將

會如何在永恆中度過。

‧ 神超自然神蹟奇事的大能是不可能給一個很差的管家。

‧ 「去做（天國的）生意，直等我回來。」（路加福音十九章13節）

‧ 糟糕的管家會失去一切的資源，而好的管家則會得著更多。

‧ 神每天都看到我們是怎樣花用手中的金錢，以及我們是如何給予跟奉獻。

‧ 如果我們不先顧好神所給我們的，我們就無法去幫助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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