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3堂：簡約的生活方式 (第二部分) 

 觀看! 

 視頻鏈接:  https://youtu.be/nqtYCiOVr9Q 

 回顧! 

 在上一課中，我們了解了第二個簡單領域：簡化我們的優先級。 在忙碌的生活中，我們要處理好緊急 

 與重要之間的緊張關系。 我們的生活要以遵行上帝的旨意為中心。 我們應該放下世俗的追求，把永 

 恒的追求放在首位。 

 聖經說我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 “先求”一詞的本義不是“優先”，而是“專注”。 尋求神的 

 國不僅是重要的，而且是我們應該專注的。 上帝不只是想成為第一。 他想成為唯一的。 他想成為我 

 們無所不能的熱情，我們的一大癡迷。 是他，沒有別的。 當我們學會優先考慮真正重要的事情時， 

 我們就會清楚地知道優先事項。 

 在本課中，我們將學習下一個簡單領域：簡化您的財產。 

 學習! 

 主要經文：《傳道書》 5：8-20 

 傳道書 5:8-20 當代譯本 

 8 若你在某地看見窮人受欺壓，公平正義被扭曲，不要震驚，因為官上有官，在眾官之上還有更高的 

 官。 9 況且，地的出產滋養萬物，就是君王也需要從田地得到供應。 10 貪愛錢財的，金銀不能使他 

 滿足；貪圖富裕的，再多的利益也不能叫他稱心。這也是虛空！ 11 財富增加，消費的人也增加，這 

 對財富的主人有什麽益處呢？只是過眼煙雲罷了！ 12 勞力的人不管吃多吃少，總是睡得香甜；富人 

 的萬貫家財卻害得他不能成眠。 13 我看到日光之下有一件可悲的事：有人積攢財寶，反而害了自 

 己。 14 經營不善，便財富盡失，什麽也不能留給兒子。 15 人怎樣從母腹空空而來，也必照樣空空 

 而去；勞碌一生，什麽也不能帶走。 16 這是多麽可悲啊！人怎樣來，也要怎樣去，為風勞碌有什麽 

 益處呢？ 17 他一生活在黑暗中，飽受煩惱、病痛和憤怒的困擾。 18 我認為人生最美最善的是，在 

 上帝所賜的短暫歲月中盡情吃喝，享受自己在日光之下勞苦得來的成果。因為這是人當得的。 19 上 

 帝不單給人財富，也叫他能吃能喝，享用自己所當得的，並在勞碌中得到快樂，這都是上帝的恩賜。 

 20 他不用擔憂自己壽命的長短，因為上帝使他心里充滿喜樂。 

 結構框架：簡單的領域 

 領域#3：簡化您的財產 

 有人問美國商業巨頭和慈善家約翰洛克菲勒：“一個人需要多少錢才能滿足？”他敏銳的回答是： 

 “再多一點。” 

https://youtu.be/nqtYCiOVr9Q


 如果我們不願意簡化我們的財產，我們就無法簡化我們的生活。我們通過向兩件事宣戰來學習簡化我 

 們的財產：物質主義（我們渴望擁有越來越多的財產）和貪婪（我們渴望擁有別人擁有的東西）。 

 簡單是一種美德。簡單讓我們擺脫對事物的依戀和囤積。我們不再想要更大更好的東西。羅恩·西德 

 (Ron Sider) 在他的《饑餓時代的富有基督徒》一書中寫道：“我們瘋狂地增加了更覆雜的小玩意、 

 更大更高的建築物和更快的交通工具——不是因為它們豐富了我們的生活，而是因為我們被一種對更 

 多事物的癡迷所驅使。這是西方文明的大罪。” 

 在出埃及記中，上帝吩咐以色列人在離開埃及之前，要從埃及人那里拿走金銀等貴重物品。 因著上帝 

 的恩惠，埃及人給了他們所求的。 以色列人用黃金做什麽？ 他們將它熔化，用它鑄成金牛犢並敬拜 

 它。 當建造上帝的帳幕時（里面安放著上帝同在的約櫃），用來制造金牛犢的黃金再次熔化，用來建 

 造上帝的居所。 

 一方面，黃金被用來建造偶像； 另一方面，它被用來榮耀上帝。 換句話說，這是一個管理問題。 重 

 要的是我們用我們的錢做什麽。 如果我們的心專注於上帝，我們的錢就會被用來在天上建立財寶，而 

 不是我們自己在地上的王國。 

 為了更多地了解如何處理財富，讓我們探索《傳道書》的三個教訓。 

 《傳道書》 5:8-20 關於財富的三個關鍵思考 

 A. 謀取財富的毒害（v8-11） 

 獲得財富可能會令人上癮，原因有二：金錢腐蝕人心；金錢不能滿足。在這段經文中，聖經談到貪官 

 和受壓迫的窮人。所羅門寫到一些有職位的人，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操縱政權。對金錢的渴望腐蝕了心 

 靈，結果窮人受到壓迫。 

 誠然，金錢有一種令人上癮的誘惑力，對它的渴望是我們的人性。這就是為什麽我們永遠不會真正了 

 解一個人，除非我們讓他們獲得兩件事：特權和金錢。他們的本性會從他們對這兩件的運用中揭示。 

 我們不僅要提防腐敗的誘惑，更要意識到金錢並不能真正滿足。我們自欺欺人地認為我們擁有的越多 

 ，我們的生活就會越好。實際上，我們擁有的越多，問題也就越多。聖經說我們必須提防各種貪婪， 

 貪財是萬惡之源（《提摩太前書》 6:10）。這種對更多的渴望會使我們遠離信仰。我們不但不滿足於 

 上帝，反而渴望更多的錢。 

 B. 囤積財富的危險(v12–16)    

 正如在前面的課程中提到的，耶穌對地上的財寶說了兩件事：它們是易腐爛的，這意味著它們不會永 

 遠存在，而且它們是不穩定的——它們不能保證安全，可能會丟失或被帶走。 

 舊時，人們不像我們今天那樣把錢存入銀行。 他們把錢藏在房子的假墻里。 因此，他們容易產生持 

 續的焦慮。 如果有人發現墻怎麽辦？ 如果錢不在了怎麽辦？ 像這樣的擔憂會讓他們徹夜難眠，對他 

 們的健康有害。 



 其次，相信金錢只會產生虛假的希望。 我們今天可能擁有它，但明天就會失去它。 如果我們在今世 

 不失去它，我們死後肯定會失去它。 金錢不是我們可以永恒的東西，總有一天我們需要把它拋在腦 

 後。 

 我們不要把希望寄托在錯誤的地方。 相反，把我們的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 

 C. 享受財富的恩典(v17–20) 

 最後，享受財富是一種恩典。 這又回到了我們看待財富的視角。 財富是我們自己獲得的嗎？ 還是神 

 提供的東西？ 第 19 節說，神賜給我們財富和享受它的權利。 還告訴我們，我們的生命是一份禮物 

 ，我們承擔著管家職責，我們應該為上帝賜給我們的東西感到高興。 

 再次回到我們內心的主題。 當我們在上帝里面有喜樂時，我們就會在他所賜之物中找到喜樂。 我們 

 將不再被恐懼、不安全感、貪婪或不滿所支配。 生命將充滿感恩和在祂里面終極的滿足。 

 應用：培養滿足感 

 那麽，我們必須怎樣生活呢？聖經教導我們要培養知足。關於知足，有三個真理。首先，滿足是違反 

 直覺的。這不是自然發生的事情，因為我們內心都渴望更多。抑制我們的欲望和限制自己似乎與我們 

 的本性相悖，並且與我們的文化要求我們去做的相反。 

 其次，滿足也是一種習得的行為。既然它不是自然而然產生的，那它就是我們必須訓練的東西。使徒 

 保羅說“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饑餓；或有余，或缺乏，隨事隨在，我 

 都得了秘訣。”（《腓立比書》 4:12，NIV）。這是一種通過實踐和時間獲得的技能。 

 最後，知足是單單在上帝里面找到滿足。使徒保羅只要求生活中最簡單的東西，滿足於他的基本需求 

 ，因為他最終的滿足是在上帝里面。在《提摩太前書》 6 章 8 節，他寫道：“只要有衣有食，就當 

 知足。” 

 單單從上帝那里得到滿足就是將我們的欲望轉向上帝，而不是別的。它是關於學習控制我們的消費， 

 控制我們的食欲，讓自己遠離世界的致命誘惑，這樣我們才能在他里面得到滿足。 

 框架#1：學會說“夠了”。 

 1.  入不敷出  — 這些人最終擁有過多的財產和巨額債務。 

 2.  出入相抵  —這些人靠薪水過日子。 其理念是“吃、喝、樂”，但沒有剩余。 這是一種壓力很 

 大的生活方式。 

 3.  量入為出  —這些人實踐智慧並確保他們為未雨綢繆。 他們花的錢比掙的少，留有富余。 

 4.  節儉生活  —這些人精通執行簡單的自律。 雖然他們買得起一些東西，但他們選擇不做，以便他 

 們有更多的東西可以與他人分享。 他們已經學會說：“夠了。” 

 框架#2：符合聖經的財務計劃將包括以下要素 

 1.  什一奉獻 

 2.  奉獻 



 3.  宣教 

 4.  救助窮人 

 5.  家庭 

 6.  慷慨基金 

 7.  保險 

 8.  投資 

 9.  現金儲蓄（3-6 個月的流動資金） 

 框架#3：簡化生活方式的關鍵 

 1.  購買是為了有用而不是為了面子 

 2.  養成贈送的習慣（給予而不是囤積） 

 3.  小心現代廣告行銷 

 4.  停止沖動購買 

 5.  吃得明智且不暴飲暴食 

 6.  享受事物而不必擁有它們 

 7.  享受上帝創造的大自然。 免費！ 

 8.  制定符合聖經的財務計劃 

 “能夠隨心而購，代表擁有財富；不需要用物質來滿足欲望，則代表擁有力量。” 

 - 喬治麥克唐納 George MacDona 

 反思! 

 我從今天的課程中學到了什麽？ 

 看看框架#1。 您目前的生活是入不敷出，月光族，量入為出還是克己助人？ 

 討論! 

 問題 1：閱讀《傳道書》 5：8-20。這段經文涵蓋了適用於生活的各種原則。通過這段經文，小組一 

 起討論，找出哪些是敬虔的，哪些不是。 

 問題 2：在第 13 節中，所羅門使用了“日光之下”這個短語。《傳道書》的主題是將“日光之下” 

 的生活與“上帝手下”的生活進行比較。 “日光之下”的生活是指一個人過著不顧上帝的生活，專注 

 於現世的追求和世俗的價值觀。 “在神的手下”的生活是指一個人為神而活，順服神的旨意，服事神 

 的旨意。這如何加深您對您在 問題1 中給出的一些答案的理解？ 

 問題 3：所羅門在第 10 節中說“虛空”是什麽？在我們的現代環境中，是如何反映出來的？ 

 問題 4：在第 12 節中，所羅門將工人與富人進行了對比。我們可以從這節經文中推斷出哪些人生教 

 訓？ 



 問題 5：為什麽人的心在金錢面前如此容易腐敗？為什麽人們對財富如此寄予厚望？ 

 問題 6：一個人如何在財務狀況中找到喜樂？一個人在實踐中如何培養知足？ 

 問題 7：考慮到以前的課程，知足如何與簡單的靈和單純的心相適應？這一切是如何聯系在一起的？ 

 問題 8：通過本課程，您可以對自己的金融投資組合做出任何改變嗎？你什麽時候開始做這些改變？ 

 “有兩種方法可以得到滿足。 一是積累越來越多。 另一個是欲望越來越少。” 

 - 切斯特頓 G.K.Chesterton 

 課後作業 

 挑戰! 

 管理上帝賜給我們的資源的最好方法是制定預算。 透過禱告建立的預算，會成為你以聖經為原則的財 

 務計劃。 它可以幫助您仔細審視您的消費習慣，幫助你過克己助人的生活，並為緊急情況做好準備。 

 遵循預算也將使您免於債務，或幫助那些有債務的人擺脫債務。 此外，共同制定家庭預算的家庭發現 

 ，這種做法可以提高透明度和問責制，減少潛在的沖突和婚姻壓力。 

 作為本次學習的挑戰，請花時間審查您的預算。 禱告求上帝指示你是否有任何方面你可以更好地成為 

 上帝的管家。 使用框架 #2 中的項目作為指南。 作為第一步，我們建議您遵循 70-10-10-10  原則。 

 你收入的百分之十屬於上帝。 這是你定期的什一奉獻。 

 你收入的百分之十可以作為“慷慨基金”，用於宣教、照顧窮人、需要錢的家庭成員和祝福他人。 

 百分之十是為你的未來預留的。 

 以這種方式支配你收入的30%後，求問神如何管好剩下的70%。 

 如果您以前從未做過預算，網上有很多很棒的預算工具和應用程序。 這些工具旨在幫助您查看支出並 

 確定可以調整的領域。 

 背誦! 

 提摩太前書 6:6-10 當代譯本 

 6 其實敬虔和知足才是真正的財富， 7 因為我們空手來到世上，也要空手離開。 8 只要有吃有穿， 

 就該知足。 9 那些渴望發財的人卻陷入誘惑、網羅和許多愚蠢有害的欲望中，以致落入敗壞和滅亡 

 中。 10 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因為貪財就離棄了信仰，結果飽嘗種種錐心般的痛苦。 

 請注意：因各人情況不同，本課中的信息不應被視為財務建議。 如需財務建議，請咨詢合格的財務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