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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信心行事 We walk by faith

•因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
不是憑著眼見。（林後5:7）

• For we 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 
2 Cor. 5:7



1. 從一群嗤笑耶穌的人講起
Let’s start with those who sneered at Jesus

• 法利賽人是貪愛錢財的，他們聽見
這一切話，就嗤笑耶穌。（路 Luke 
16:14）



誰掌管明天？Who holds tomorrow?

國儲會主席 Janet Yellen

“The hand on the lever”-
The New Yorker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致缺乏。



•應許之一：無匱乏的人生

• Promise 1: A life not in want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
缺乏。（詩 Psalm 23:1）



•應許之二：天父都知道

• Promise 2: Your Father knows

–耶穌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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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Matt.16:26）



•應許之三：什麼好處都不缺
• Promise 3: No blessings withheld

–少壯獅子還缺食忍飢，但尋求
耶和華的，什麼好處都不缺。
（詩 Psalm 34:10）



2. 人生不能不識數
Got to know your life numbers

•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詩篇
Psalm 90:12）



•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that which he 
cannot lose.

• 用那無法留住的來獲得那無法失去
的，此人並非愚人。

宣教士 Jim Elliot 的數算

Jim Elliot 美國人，惠登大學 Wheaton
畢業，向厄瓜多爾 Ecuador 叢林中的
奧卡族 Auca 印地安人傳福音，於1956
被殺害，死時29歲。



3. 智慧在於分輕重
Here lies wisdom: discerning the weight

• 一個僕人不能事奉兩個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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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 Luke 16:13）



基督徒如何分輕重？
How do Christians discern weight?

• 所以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
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我們這至暫
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
比、永遠的榮耀。（林後 2 Cor. 
4:16-17）



4. 讓我們談一談人生的果效
Let’s talk about the fruits of life

•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
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箴言 Prov. 4:23）



保羅的人生果效
Paul’s fruits of life

•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
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
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
（提後2 Tim. 4:7-8）



5. 周圍的人如何正在營造你的幸福
How the people around you are 

shaping up your happiness

• 當記念主耶穌的話，說：「施比受
更為有福。」（徒 Acts 20:35）

–並非偶然 你周圍的人乃是神所安
排的，為的是讓你分享神的恩典，
使福樂增多。



人生的美善之境
The good and pleasant place in life

•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
–如同亞倫受膏 這好比那貴重的油澆
在亞倫的頭上，流到鬍鬚，又流到他
的衣襟；

–如同黑門甘露 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
在錫安山；因為在那裡有耶和華所命
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詩篇
Psalm 133:1-3）



6. 掌握時機你會嗎？
Do you know how to redeem the time?

• 你們要謹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當像
智慧人。要愛惜（贖回）光陰，因為現
今的世代邪惡。（弗 Eph. 5:15-16）

• 光陰的強盜 現今的世代（今生）是邪惡
的，以各種方法搶奪你寶貴的光陰。

• 贖回你的珍寶 以來自於神的智慧，從強
盜（世代）的手中贖回你的光陰。



趁著白日 While it is day

• 趁著白日，我們必須作那差我來者
的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做工
了。（約 John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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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即生命 我痛自反省，我發現，除了職務上的必
須及人情上所不能免的活動之外，我的時間大部分都
浪費了…我如今年過八十，還沒有接觸過易經…



趁著它還有用 While it’s still valid

• 我又告訴你們，要藉著那不義的錢
財結交朋友，到了錢財無用的時候，
他們可以接你們到永存的帳幕裡去。
（路 Luke 16:9）



趁著它還有用 While it’s still valid

• 金錢就是今錢 金錢乃是今生之錢，
天國中不使用、不兌換。

• 不用就是無用 今生不用的錢財，
就是今生無用的錢財。

• 分享就是擁有 與人分享的，才是
你真正擁有的。



都是神的恩典 All God’s Grace

•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
人捨了，豈不也把萬物和他一同白
白的賜給我們嗎？（羅 Rom. 8:32）



都是神的恩典 All God’s Grace

• 得救是恩典 救恩不是我們完成的，
卻白白賜給我們。

• 萬物是恩典 萬物不是我們創造的，
卻白白賜給我們。

• 我們是管家 基督是救恩的作者，
上帝是萬物的主人，我們是聰明的
管家。



7. 神的看法你在乎嗎？
Does God’s view matter to you?

• 你們是在人面前自稱為義的，你們
的心神卻知道；因為人所尊貴的，
是神看為可憎惡的。(路Luke 16:15)



耶和華所憎惡的
An abomination unto the Lord

• 耶和華所恨惡的有六樣，連他心所
憎惡的共有七樣，就是：

•高傲的眼，撒謊的舌，

•流無辜人血的手，圖謀惡計的心，

•飛跑行惡的腳，吐謊言的假見證，

•並弟兄中布散分爭的人。（箴言 Prov. 
6:16-19）



神向你所要的
What the Lord requires of you

•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

•行公義，

•好憐憫，

•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
（彌迦書Mic. 6:8）



基督徒心志
The Christian Resolution

• 我現在是要得人的心呢？還是要得
神的心呢？我豈是討人的喜歡嗎？
若仍舊討人的喜歡，我就不是基督
的僕人了。（加 Gal. 1:10）



8. 終於來到那無法回頭之地
Finally, the point of no return

• 在你我之間有深淵限定，以致人
要從這邊過到你們那邊是不能的，
要從那邊過到我們這邊也是不能
的。（路 Luke 16:26）



“死後無有”，還是 “死後且有”？
Life after death, yes or no?

• 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
有審判。

• 像這樣，基督既然一次被獻，擔當
了多人的罪，將來要向那等候他的
人第二次顯現，並與罪無關，乃是
為拯救他們。（來 Heb. 9:27-28）



9. 敬畏那位掌權者
Fear the one with ultimate authority

•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
聖者便是聰明。（箴言 Prov. 9:10）



10. 讓最有效的見證人說話
Let the most effective witness speak

• 亞伯拉罕說：若不聽從摩西和先知
的話，就是有一個從死裡復活的他
們也是不聽勸。（路 Luke 16:31）

• 「摩西和先知」代表神的話語

• 一個人若不聽神的話語，也不會聽
人的話語



信道是從聽道來的
Faith comes from hearing the Word

• 可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
基督的話來的。（羅 Rom. 10:17）



基督徒生活
Christian Living

傳悔改赦罪的道，

信又真又活的神；

走跟隨耶穌的路，

作平安喜樂的人。



A. Admit 承認：以謙卑的心，向神承認自己乃是
一個罪人。「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
榮耀。」（羅 3:23）

B. Believe 相信：相信耶穌並他釘十字架，使你
因信耶穌而被神稱義。「就是神的義，因信耶
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分別。」
（羅 3:22）

C. Confess 宣告：口裡承認，心裡相信，讓耶穌
成為你的生命之主。「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
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羅
10:9）

如何得救 How to be sa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