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月 19日 2020年，苏黎士活泉教会主日敬拜: 路加福音 Lukas 12:13-21; 

• 基督和门徒来到了马大、马利亚，和拉撒路的家，马大接待了他们。 

o 基督一进到马大家里，就马上开始教导人认识上帝的天国。基督从来没有只为自己的舒适

或好处做任何打算，祂在世上所行的一切事都是按照父神的旨意，为要使上帝的子民得益

处。 

o 马利亚安静在基督面前听道的行为，并不表示我们任何事都不可做，而是基督教导我们要

晓得什么是聆听的时候，什么是工作的时候。虽然我们要常思想上帝的心意，但思想的目

的是要遵行上帝所喜悦的事。 

o 马大的辛劳是值得被赞赏的，只是基督同时也指出马大因太过忙碌于次要的事，而忽略了

基督到他们家最主要的目的，以致错失了领受基督思惠的机会。马大自信地以她所擅长的

方式为基督所喜悦的方式，所以她来到基督面前，直接向基督抱怨马利亚不够爱主，也间

接抱怨基督不够配合。 

 

路 Luk 12:13-15 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

「你这个人！谁立我作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

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Einer aus der Volksmenge aber sprach zu ihm: Lehrer, sage meinem Bruder, daß er das Erbe mit mir teile. 

Er aber sprach zu ihm: Mensch, wer hat mich zu einem Richter oder Erbteiler über euch gesetzt? Er sprach 

aber zu ihnen: Sehet zu und hütet euch vor aller Habsucht, denn nicht weil jemand Überfluß hat, besteht sein 

Leben von seiner Habe. 

• 如果基督道成肉身是为了使人与上帝和好，也使人与人在基督里相和，那么为何基督拒绝帮助兄

弟之间和睦关系的工作? 

o 当时的犹太人错误地迷信弥赛亚的国度将是地上世俗的国度，所以他们认为弥赛亚有权利

像君王一样分配土地。 

▪ 如果基督那样做，许多有邪恶目的和动机的人，就会利用这个机会诱惑百姓反抗罗

马政府，将基督变成他们的民族英雄。 

▪ 基督为了避免他们误解上帝的国度，并用人的方式达成上帝的拯救，祂就拒绝了这

个要求。 

•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不是用来打败罗马的军队，而是打败撒旦的权势，

祂不是要拯救人脱离罗马人的辖制，而是要拯救人脱离恶者及罪的捆绑。 

o 同时，基督责备了这个要求的人，因为他没有明白基督被上帝差派作我们的教师，是要借

着真道光照人的心思，而不是作长官为人分家业。这个人只是想利用基督属灵的权柄，达

到自己在物质上的利益。 

▪ 基督的道能剖开人的心思，使人看见自己的罪，但基督却不是来为人剖开地皮。基

督的话，能将人心思最隐秘，甚至人自己都分不清的事辨明，并照出人隐藏的罪

念。 

▪ 来 4:12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

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 基督责备人的通病，因为人常会以为自己快乐的原因，是拥有许多的财富，所以世人为了寻找快

乐，就对那些原本不属于自己的物质产生贪念。 

o 人寻找快乐的动机不是错误的，因为上帝原本就是要让人寻求生命的丰盛，但人不应该从

物质寻找快乐，因为从物质寻找快乐的动机会带来贪婪的罪，一方面是因为物质从来都不



能满足人的心灵，人就会一直想要更多物质；另一方面是因为当人看到别人比他们快乐

时，他们总以为别人拥有他们所缺乏的东西，他们就会想要得到别人的东西。 

• 基督教导我们，人的生命是在乎天父对祂儿女的怜悯和慈爱，是上帝的意愿让我们今天继续享有

生命，是上帝的护理，让我们今天拥有每天所需用的，是上帝对我们的喜悦，让我们从物质中感

受到祂对我们的慈爱。 

o 我们可以存活是因为上帝愿意我们每一天活着，这是生命的基础，我们不是靠物质活着。 

如果上帝不要人活着，即使他拥有一切的供应也会死亡。 

o 如果上帝不喜悦人，即使他所吃的是山珍海味，也无法感受到上帝的慈爱，他只能从物质

获得饱足感，但他的心灵却不会感到满足，因为满足感从爱而来。 

 

路 Luk 12:16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 

Er sagte aber ein Gleichnis zu ihnen und sprach: Das Land eines gewissen reichen Menschen trug viel ein. 

• 基督用比喻证明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见证的事实，就是“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人最宝贵的东

西不是他所拥有的财富。 

o 因为人的生命短暂，一个活着的穷人还远胜过一个死去的富人。 

o 对于离开身体的人(去世的人)，虽然他的灵魂仍然存在，却与他的财富脱离了关联。 

• 虽然人人都承认这是事实，但是有多少人按照这个事实生活? 为了帮助信徒远离贪婪的试探，基

督教导信徒拒绝这种从世界而来的谎言，不可以为“人的生命在乎家道丰富”。 

 

路 Luk 12:17-18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

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Und er überlegte bei sich selbst und sprach: Was soll ich tun? denn ich habe nicht, wohin ich meine Früchte 

einsammeln soll. Und er sprach: Dies will ich tun: ich will meine Scheunen niederreißen und größere bauen, 

und will dahin all mein Gewächs und meine Güter einsammeln; 

• 怎么办呢: 

o 无知的人常陷入仿徨，因为他们不知道上帝创造物质的目的，同时他们也常忘记自己只是

上帝所创造的人。 

▪ 当人淡化这两个要点时，他就会常问：“怎么办呢？我应该这样或那样做吗？”，其

实许多事情无法由他掌控，因为这些事情的做法原本就有主人的目的。 

o 因此，富裕的人常会因眼前的财富而感受到‘生命’，以致不会因“死亡会随时临到”的事实

而感受到警戒。 

▪ 每当富人看见眼前的许多财富时，就会特别兴奋地感受到一股生命的热流，以致非

常傲慢大胆地作出一些非常危险的尝试，仿佛他们是不会死的，因为财富使人觉得

他掌握了生命，以致无论他遭遇什么事都不会惧怕。实际上，太多的富人都死于自

己的狂妄，他们没有一个人能掌握生命，他们都被谎言欺骗了。 

• 基督并非责备财主想要妥善地收藏自己财物的想法，而是责备他因财富增加而产生一种虚假的设

想，以致傲慢起来，仿佛他能够逐渐摆脱上帝的管理。 

o 这种感觉是非常吸引人的，因为世界上许多的人都非常厌恶被上帝管理，许多世人都著书

公然地对抗上帝说：“神死了，神是不存在的，我们已经长大了，不必再受上帝的限制

了。”他们反映成千上万人的心态，就是受制于一位高过他的神，是令人感到极其厌烦

的。 

o 这种感觉深深地吸引许多人陷入盲目追求财富的情况，并促使他们强烈要得到上帝所没有

分配给他们的那些东西，仿佛要得到生命一样。 



 

路 Luk 12:19 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哪，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作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

逸逸的吃喝快乐吧！』 

und ich will zu meiner Seele sagen: Seele, du hast viele Güter daliegen auf viele Jahre; ruhe aus, iß, trink, sei 

fröhlich. 

• 灵魂…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 

o 这并不是说财主分不清什么是肉体，什么是灵魂，这句话是希伯来人以灵魂来指人的谚

语，表达人能够在完美的状态中享乐。 

▪ 财主以‘灵魂快乐’表明真正的享乐是，不仅吃得痛快，连心灵也痛快，所以他设

想，他的财富会带给他至高完美的快乐。 

• 这个富人已经将自己从受造物中分离出来，而以为自己不必再被上帝支配，却能够自供自足，以

致从今以后，他不必再向上帝交代，也不必再受审判了。 

 

路 Luk 12:20 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Gott aber sprach zu ihm: Du Tor! in dieser Nacht wird man deine Seele von dir fordern; was du aber bereitet 

hast, für wen wird es sein? 

• 必要你的灵魂: 

o 基督以富人的用语 ‘灵魂’来指人的生命。 

o 基督指出富人因自己的生命被许多财富重重地保护而感到安全，但是当那位每天掌管人生

命的上帝向他收回生命时，就显出富人的无知，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是被生命的源

头支配，他从来都没有摆脱上帝的支配，而只是陷在自己的梦幻里。 

o 如果有人说科学的进步，使现代的人比古代的人更加独立于上帝以外，说这话的人就比古

人更严重地自欺。 

o 古人种田时会祷告，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天不下雨，农作物就肯定会失收，但在今天的世

界里，人因能够造雨，开运河，而违背了一些自然规则，使在不该下雨时下雨，在不该有

收成时有收成。因此，科学的进步，不仅不会使人更靠近上帝，反而使许多人以为他能更

独立于上帝以外。 

o 因此，受科学主义影响的基督徒不太愿意祷告，因为他认为，虽然他有困难，但这困难是

能用他的聪明和能力解决的，岂不知人的聪明是来自上帝，连不信主之人的聪明，也是圣

灵在他身上的作为，因为上帝所造的人不能自己独立运作，而是上帝的手或是圣灵在万物

里带给他们生命。 

o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自认是天地之间最大的王，但是上帝因他的傲慢而刑罚了他，使他

吃草如牛七年，使他的聪明突然离开了他，七年后又使他的聪明突然恢复了。虽然这不相

信上帝的尼布甲尼撒没有悔改归向上帝，但他却屈服于上帝，将荣耀归给上帝了，因为他

察觉到万物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人的每一步都被上帝支配。(但以理书第 4章) 

  

路 Luk 12:21 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 

Also ist der für sich Schätze sammelt, und ist nicht reich in Bezug auf Gott. 

• 为自己积财: 

o 是指那些不认识上帝恩惠的人，所依靠的事物，都是眼前所看见的事物，他们以食物为他

们的上帝，并且热烈地爱他们所造的偶像。 

▪ 储蓄与积财不同，储蓄所占用的空间不大，但积财却占用极大的空间来累积用不完

的财物。然而，那些财物除了为人换取虚假安全感以外，就毫无用途。如果人每次

打开银行存折，看见许多存款就觉得平安时，他就犯了积财的罪。那些财富其实不



属于他，而是上帝要他用来供应别人需要的物质，所以我们不可将别人生活的食物

当成是自己 ‘博物馆’中的收藏品。 

• 神面前却不富足: 

o “在神面前富足”，是指那些无论自己身边拥有多或少财富的人，他都不依靠物质，而是单

单依靠那护理万有，支配生命的上帝。因此，无论他拥有多少财富，他每天向上帝所祈求

的仍然是“日用的饮食”。 

• 当人离开世界时，一个亿万富翁和一个普通工人的灵魂，在上帝眼中都是一样的。 

o 如果一个普通工人将每个月所赚取的工钱，按圣灵的感动，善用在儿女和身边的弟兄姐妹

身上，使人得好处，虽然他死后什么都没带走，也没留下任何遗产，但是上帝会称赞他的

忠心。 

o 一个富人死后，虽然留下巨大的产业，但是他与普通人一样什么也没有带走，相反的，当

他来到上帝的面前时，他将要为自己在世上没有善用上帝所交付的钱财，而受到上帝的责

问。 

o 但愿当主基督来接我们离开世上的日子临到时，祂不会问道：“无知的人，你劳碌所得来

的这一切要归给谁呢？”或是 “你预备好要走了吗? 你想带走这些东西吗?” 。但愿我们都能

够平静地对主说：“主啊，袮所交给我的工作，我每天都完成了，因为我每一天都等候你

来接我回天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