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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30_雅各书 – 天上的财宝 

2019年 6月 30日 

 

《雅各书》 – “大喜乐” 

雅各 – 耶稣的兄弟和耶路撒冷第一间教会的带领牧师。 

我们的愿望就是活得像耶稣···而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将经历喜乐。 

 

祷告 

 

读经 - 《雅各书》五章 1-6节 

1嗐！你们这些富足人哪，应当哭泣、号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 
2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 
3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
末世只知积攒钱财。 
4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
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 
5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娇养你们的心。 
6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 
 

故事：Charles Dickens 的著作《圣诞颂歌》中 Bob Cratchit 上班的故事 

好，让我们假装在过圣诞节。 

Ebenezer Scrooge – 史上最狠心的老板。 

不关心他的员工 – 尽管 Bob Cratchit是很好的一个人。 

有个可怕的后果：小 Tim 病了···他的整个家庭都在贫困线上挣扎。 

这个悲惨的故事发生在这个富有的人开始控制着能让他的员工取暖的煤炭的时候。 

这是个寒冷的伦敦冬天，而 Ebeneezer Scrooge不愿意分享那些煤炭。 

听听 Dickens如何描述 Bob Cratchit怎样试图保暖吧 –  

Scrooge的会计室的门开着，他可以随时盯着他的文员 Bob，这个文员正在一个像个闷罐
一样令人沮丧的小空间里复制信件。 
Scrooge有个很小的火炉，但是文员的火更小，小到就像一块煤那么大。但是他无法加
煤，因为 Scrooge 坚持把烤火炉放在他自己的房间里；每当文员带着铁锨进来的时候，这
个主人都预测说没有必要。结果这个文员就披上了他的白色的被子，并试图靠蜡烛取暖；
他努力了，但是他不是一个有强大想象力的人，他失败了。 
 

Bob试图用他自己桌子上的蜡烛取暖：他不是一个有强大想象力的人，他失败了。 

因为吝啬，他不得不想象 – 有一大笔钱 – 还是吝啬的。 

Scrooge被他自己的钱财，被他自己的储蓄，消耗殆尽。 

他被自己消耗殆尽。 

 

奥古斯汀和路德的解经： 

拉丁语 Incurvatus in se- 罪就是以自己为中心向内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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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语 Excurvatus ex we- 生命就是向外发散！！ 

 

Scrooge的生命 – 以自己为中心向内弯曲。 

耶稣的生命 – 向外发散。（爱神，爱邻舍） 

圣 Irenaeus这样说： 

“神的荣耀就是人完全地活过来。” 
 

让我们深入查考经文： 

 

读经 - 《雅各书》五章 1-3节 

1嗐！你们这些富足人哪，应当哭泣、号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 
2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 
3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
末世只知积攒钱财。 
 

欢迎来到教会 

雅各是在对富人说··· 

耶路撒冷早期教会是贫穷的。（饥荒 + 与罗马政府的紧张关系） 

所以雅各对富人有话说··· 

 

当穷人需要帮助、需要正义的时候···他们忘记了那些穷人！ 

以自己为中心向内弯曲 

他们的财富就是指证他们的证据··· 

雅各说 – 在这样的贫困环境之中，他们的财富就是他们没有爱邻舍的证据。 

在圣洁的神面前 - “你的财产已经成为你的责任” 
正如我们上周所看到的 – 他们知道他们应该行善 – 而他们没有去行！ 

你应该给穷人食物，你应该给工人工资，你应该给他们工作 – 但是你是个守财奴。 

而这就是罪。 

 

积攒财富！  

• 财富会腐烂 – 产品会在仓库里腐烂。 

• 虫子会吃你的衣服。 

• 金子会“生锈/腐蚀”（又称为 – 毒药/毒液） 

 

末世 – 从耶稣死里复活开始！ 

祂任何一天都可能回来。这叫做末世。 

这段时间就被称为禧年 – 当债务被免除的日子！ 

这不是积攒财富的日子，相反，现在是分享财富的日子！ 

当人们死于饥饿的时候，积攒财富对我还有意义吗？ 

 

读经 - 《雅各书》五章 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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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
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 
 

富人不仅仅是积攒财富，不去行善 – 他们甚至不付给员工工资！惨无人道！ 

日工 – 雅各时代的穷人就指望每天下班时候的工资来生活。很多人在田里工作，就等

着工资买当天晚饭的食物。 

那些工资在哭诉指证那些富人！ 

那些工资自己在呼喊正义！ 

 

这段经文与《创世记》呼应 – 当该隐否认他杀了他的兄弟亚伯的时候： 

《创世记》四章 8-10节 

8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 
9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那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麽？ 
10耶和华说：你作了甚麽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 
 

他们拒付的工资在向神哀告！ 
这里想传递什么信息呢？神关注那些对穷人的不公正对待。 

 
万军之主- (κύριος Σαβαώθ)- “Kurios Sabaoth” 

军衔 – 万军之主 – 来为祂的百姓争战。 

是的 – 神是爱。但是那个爱包含正义。如果神不公正，祂就不是爱了。 

不公的富有财主要小心了。 

神是正义的神 – 我们这些富裕的人在这里必须完全地谦卑而行。 

我们身在二十一世纪的加西地区，有没有听见？ 
 

Johnny Cash 在《美国 V》中说： 

好吧，你也许扔了石头，藏起双手 
在暗中干些抵挡你伙伴的事 
但是正如神所做的那样，黑白分明 
在暗中做的，都要被带到明处 
你可以坚持很长时间 
坚持很长时间 
坚持很长时间 
迟早神要把你拉下来 
迟早神要把你拉下来 
 

读经 - 《雅各书》五章 5-6节 

5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娇养你们的心。 
6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 
 

这是个重要问题：他们在环境中有需要的时候，自己却过一种奢侈和自我放纵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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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杀了无辜之人？（不确定这是什么意思···） 

也许因为没有付给他们工资，那些工人和他们的家人正在忍饥挨饿？ 

也许因为没有付给他们工资，他们的工人因为借贷债务而入狱，并死在那里？ 

再说一遍 - 重要问题是：他们在环境中有需要的时候，自己却过一种奢侈和自我放纵的
生活。 
 

对于今天的我们有什么不同吗？ 

不停点击亚马逊 – 永无止境地刷信用卡···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 

2016 年 - 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基金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 – 将近 3.85 亿儿童生活在极

端贫困状态中。每天少于 2美金。 

 

那些富人在环境中有需要的时候，自己却过一种奢侈和自我放纵的生活。 
我们需要小心，不要给雅各这里的话灌水。 

 

我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证明我如何把钱花在身边···我可以把他们放下一分钟来让神说

话吗？ 

 

注释：这不是关于我们如何谈论税收，或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或社会主

义。 

让我们从那种语言中解脱出来。所有这些都是分散注意力的。 

我们是在谈自私的心。 

自私可以把它自己附着于任何经济哲学理念。（重复） 

这是关乎我们的生活···和神呼召我们所做的投资。 

投资于爱我们的邻舍。 

 

听听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 48节后半节所说的吧： 

48b ···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 

 

今天我们听到穷人的哀告了吗？ 

我们知道神呼召我们进入的那种慷慨和丰满的生活？那是丰富的。 

 

Seuss 博士 – 霍顿听到了谁 

孩子们！你们听过这个故事吗？ 

“在 5月，在努尔丛林，在白天的炎热中，在水池的凉爽中，大象霍顿在玩儿水花飞
溅···享受丛林中最好玩的事···霍顿听到一个小小的噪音。所以霍顿就停下玩儿
水。他看看声音的方向。‘那很有趣’霍顿想。‘周围什么人都没有。’然后他又听见
了！只是一个非常微弱的叫声，好像一些小人正在寻求帮助。‘我来帮助你，’霍顿说。
‘但是你是谁？你在哪儿？’他看呀看呀。 
除了一小片灰尘从空中吹过，他什么也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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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小片灰尘之上有个人！ 

霍顿把那片灰尘放在一个三叶草上。 

然后他问是否有别人可以听见这些小人 – 他们被称为谁。 

袋鼠 – 什么也听不到。他们不相信霍顿。 

他们继续玩儿水花飞溅，霍顿把三叶草从水中救了出来！ 

故事在继续，霍顿意识到这个谁村真的有危险了。 

他听见了他们的呼求···他想要帮助。 

 

霍顿的谁村朋友说： 

“你是个很好的朋友。你已经帮助了我们所有在这一片灰尘上的人。你救下了我们的房
屋、我们的屋顶和地板。你还救下了我们所有的教堂和食品店。” 
 

最后 – 在谁村呼救的是个小男孩···最后袋鼠可以听见他们了！终于听到了！ 

听听大大小小的袋鼠是怎么说的： 

“而且，从现在开始，你知道我要做什么吗？···从现在开始，我要和你一起保护他
们！”小袋鼠在妈妈的袋子里说，···“···还有我！从夏天的阳光中。从雨降下的
地方，我要保护他们。无论他们有多小！” 
 

小人的呼求达到了霍顿的耳朵里··· 

霍顿在怜悯中行动起来，照顾他们···即使在没有其他人可以听到他们的时候。 

孩子们 – 耶稣呼召你做那些穷人、受伤之人和你们班里没有朋友之人的慷慨的朋友。 

很多商业广告说做一个孩子的意思就是得到很多玩具，看很多电视节目。那不是真的。 

耶稣想要你听见那些受伤之人的呼求，并且用你的生命去爱他们。你可以做到。 

 

教训：“一个人就是一个人，无论有多渺小” 

每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我们是否在环境中有需要的时候，自己还在过一种奢侈和自我放纵的生活？ 
 

Pan de Vida 教会 – 我们在墨西哥 Colima的朋友们在监狱里活出了这一点！在黑帮盛

行的墨西哥，在男孩和女孩年纪轻轻就进入监狱成为家常便饭的社会中，他们把监狱事工

当成服侍神的重点。 

 

再说一遍 –  

拉丁语 Incurvatus in se- 罪就是以自己为中心向内弯曲 

拉丁语 Excurvatus ex we- 生命就是向外发散！！ 

 

耶稣的生命 – 向外发散。（爱神，爱邻舍） 

圣 Irenaeus这样说： 

“神的荣耀就是人完全地活过来。” 
 

边注：我们是否对“消费主义”信息已经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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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一些新事！！ 

 

所以···我们如何做呢？ 

我们怎样才能得到医治，让我们可以爱我们的邻舍呢？ 

 

第一 – 我需要听见福音 

《腓立比书》二章 – 神反倒虚己 

《腓立比书》二章 5-8节 

5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6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7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 
8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神的向下运动··· 

耶稣···拥有诸天的财富、权力和特权。 

虚己 – 完全依靠祂的天父。 

祂舍了自己的生命 – 流出宝血 – 让我们可以得生命。 

 

第二 – 做耶稣的门徒！心的重新定位 

听听耶稣怎么说： 

《马太福音》六章 21节 

21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 
 

我们的心永远跟着我们的财宝走，而耶稣想要我们的心得自由！ 

我们一直以为我们的心在哪里，财宝就会花在那里，不不不，这是个谎言！ 

我们的心是跟着我们的财宝走，主耶稣深深知道这一点。 

我想要把我的财宝放在对的地方，然后我的心就一步一步跟上去。 

我们被呼召做智慧的投资：在人身上、在爱邻舍上、在国度里、在真正的信仰上。 

我的钱财去了哪里？我的心就在那里。 

 

一个耶稣的门徒知道我们的心总是跟着我们的财宝。 
 

十一奉献 – 神对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拥有 100%的主权。 

作为一种爱与顺服的训练，我们拿出 10%来交给神。 

十一奉献提醒我们金钱不是我们的神。 

“我想要全球教会在这个地方上的这一部分绽放” 
这 10%是对消费主义偶像的抗议宣言。 

一些基督徒奉献得更多，而且奉献给各种宣教机构··· 

投资在爱你的邻舍上面 – 看着你的心是如何跟随的。 

 

我想要耶稣那丰盛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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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的生命 – 向外发散。（爱神，爱邻舍） 

圣 Irenaeus这样说： 

“神的荣耀就是人完全地活过来。” 
 

我的生活经历：在金钱上，我可以让自己伸展多远？ 

我小时的房子有很大的院子！所以我一度认为我的孩子们也应该有大院子。而我们生活在

公寓和联排别墅的小小空间里。我的孩子们需要看到我太太 Tanya和我过一种对有需要的

人慷慨奉献的生活，对我们的信仰大家庭十一奉献的生活。 

我想要我的孩子们看到妈妈和爸爸在他们的收入水平以下消费，好留出足够的金钱可以慷

慨地奉献。 

 

祷告让圣灵来审判我们，并给我们智慧。 

你和我在我们如何花钱的事上应该变得诚实。 

我们的第一步就是为了审判而祷告··· 

 

我们需要在我们的门徒小组里来对付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彼此 – 问这个艰难的问题。 

如果你与其他人一起工作···你如何来尊荣他们？ 

特别当你是一个经理、业主、或任何一种监工的时候··· 

你慷慨吗？你有爱吗？ 

 

祷告时间 – 愿圣灵降临。 

 

结论 

让我们以 Charles Dickens 的《圣诞颂歌》中 Bob Cratchit和 Ebeneezer Scrooge故事

的最后场景来结束： 

“我要给你涨工资，还要努力帮助你那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家庭。Bob Scratchit，把火点
起来，并且再买另一个煤炉。” 
Scrooge做的比说的更好。他说的都做到了，而且远远更多；而小 Tim并没有死，
Scrooge成了他的第二个父亲。他成为一个好朋友，一个好主人，一个好人，一个过去淳
朴世界中的老城或其他老城镇所知道的那种人。 
 

弟兄姊妹 – 愿神以祂的爱充满我们！ 

让我们完全活过来 – 从以自己为中心向内弯曲的生活中被释放出来。 

 

圣 Irenaeus这样说： 

“神的荣耀就是人完全地活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