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其实作者并无计划写撰写《四种类型的基督徒》一书，因为

此话题已在《逼迫期与七印》有过简单的解释。         

    但在过去的八月初，当作者正准备为万隆的一所教堂讲道时，

在圣灵的感奋之下，将已准备好的话题改编成 “撒种的比喻”

之话题，而第二天讲道的话题便为“信心与财富”为标题。 

        教会崇拜活动结束后，当与众多会友握手时，居然有很多

人因听了讲道的内容后感到很感激，为此作者十分惊讶。而且，

此事亦在其他教堂里发生。因此，作者将讲道的内容写成书了。 

 

       这本书也提到了关于基督徒纳税之事。 

马可福音 12:17  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

神。 



税则是作者自 2000 年起的内心挣扎。而上帝关于“四种类型的

基督徒”之话语其实是上帝激励作者以正确的方式纳税。 

       由此可见，上帝是满有恩慈的，他一直不断地告诫并带领我

们效法耶稣。 

约翰一书 2：6  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 

         最后,愿一切荣耀归于赐我们智慧与恩慈的上帝。 

哥林多后书 4：7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

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一切归荣耀于上帝， 

作者。 

 

                             

 

 

 



 

四种基督徒 

 

让我们一起读马太福音 13：1-9 及 18-23， 

3:1  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 

13:2  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

上。 

13:3  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

种。 

13:4  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 

13:5  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 

13:6  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 

13:7  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 

13:8  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



有三十倍的。 

13:9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13:18 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 

13:19 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

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 

13:20 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 

13:21 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

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 

13:22 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

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 

13:23 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道明白了，后来结实，有一百倍

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 

 

上述比喻解释了关于四种类型的基督徒。 

 



第一种类型 

马太福音 13：4 提到了第一种基督徒：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

飞鸟来吃尽了。 

而我们在第 19 节能够看到进一步的解释，“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

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

的了。” 

 

       第一种基督徒为接受了上帝的福音后却不明白的人。他不懂

在基督里面得救的意义。因此，此人尚未成为上帝的儿女。或许

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上帝的儿女，或许他身份证上写着自己是基督

教徒，或许他是某个教会的会员，又或许他父母是基督教徒，可

能连父亲都是牧师，但他自己却不明白得救的意义。 

于是，第一种类型的基督徒实际上并非上帝的儿女，也尚未成为

上帝的儿女。 

罗马书 10：9 解释关于得救的意义，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

救。” 

认等于“自觉的。”一个人在认定某件事时要自觉。这也

是之所以在每一封确认信下面写着，“此信是本人在自觉的状态

下，在无任何压迫之下，并在身体健康的状态之下写的。”于是，

若自己不自觉，那他所说的话绝不能当成是一种确认。 

同样的，信含有“明白”之意。我们绝不可能信了我们所不明白

之事。 

       作者的孙子曾经问过，“爷爷，太阳和月亮哪个大？”“太

阳，”作者回答。作者的孙子又说道，“好像月亮比较大。”作

者回答说，“太阳离我们比较远，所以看起来比较小。”作者便

拿起一本书并继续向他解释，“你看这本书。”作者一边拿起书

一边一直往后走，然后问他，“这本书是否看起来比原来的小？

大概就是如此。太阳离我们比月亮更远，所以看起来比月亮小。

假如距离一样，太阳远远大于月亮。”这样，他就明白了。虽然



可能并非百分之百懂其内涵，但至少略懂一点。对于某件事亦是

如此，一个人要先明白才能相信。 

 

于是，我们必作自我反省，是否曾自觉地，明白地接受耶

稣成为我们的救世主！或许我们将孩子从小就交予上帝，或许我

们十几岁的时候也受过洗，但不妨让我们回想那时刻，是否在自

觉并明白的状态下受洗。若我们当时一点都不自觉，更是不明不

白地受洗，也许我们现在尚未成为基督徒，尚未成为上帝的儿女，

为什么？因我们未曾自觉地，明白地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

世主。 

 

第二种类型 

马太福音 13：5，6 提到关于第二种基督徒   “有落在土浅石头地

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

干了。” 

 



路加福音 8：6 解释了关于第二种基督徒  

8：6 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 

马太福音 13：20，21 提到了关于此事的解释： 

13:20 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 

13:21 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

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 

 

         所以第二种基督徒乃是听到福音后便接受的，并且已成为

上帝的儿女，但没有保守他的信心。信心如同花草，而他从不给

自己的信心浇水。刚接受耶稣作为上帝和救世主时，经常去教

堂，后来慢慢就不去了。或许之前经常祷告，现在就不祷告了。

之前经常读圣经，现在却不读了。之前或许在教会里侍奉，时间

久了就不侍奉了。他已不在保守信心了。关于这种类型的基督

徒，圣经很明确地提到 “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

立刻就跌倒了。” 

 



        这些人听到了上帝的话语，善恶分明，但他们似乎仅将上

帝的话语存在脑海里，而不是存在心里，而且他们并不在现实生

活中实行上帝的话语。他们的基督徒生活仅限制于参加宗教仪式

而不是真正在上帝的话语里扎根。于是，在凡事顺心时，他们就

信耶稣，而当他们经历了困难和逼迫时，便会放弃自己的信心，

改信其他宗教。 

 

第三种类型 

马太福音 13：7 说道，“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

住了。” 

13：22   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

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 

 

第三种类型的基督徒乃是接受耶稣作为上帝和救世主的人，

他们信心也成长过，不过途中有荆棘。荆棘也在成长。我们都知



道，荆棘长得比水稻和小麦还要快。最后荆棘把那些植物挤住了，

不能结实。 

约翰福音 15：2 道: 

“15：2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

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荆棘及其衍生物 

我们将此荆棘做详细的解释。 

马太福音 13：7 说道，“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

住了。” 

13：22   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

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 

 

         上述经文中的荆棘意味着什么？其乃是世上的思虑及钱财

的迷惑之化身。马可福音 4:19 道: 



4；19   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

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 

 

       马可福音里更清楚地提到荆棘则是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

惑，以及别样的私欲或肉体私欲。我们将此事一一详说。 

 

一 、世上的思虑 

        世上的思虑指的是我们所担忧之事。我们都担心自己的未

来，担心当我们老了日子怎么过，担心儿孙的未来，甚至担心今

日和明日的饮食。 

        其实圣经已解释了上帝如何在沙漠中照顾了以色列人 40 年。

上帝也照顾了以利亚，让乌鸦每日给他带来肉和面包。同样的，

上帝用了五个并和两条鱼喂饱 5000 人。 

    但有部分的人说，“那是以前啦，现在情况可不一样。”  

 



但上帝承诺过他会照顾我们。马太福音 6：31 提到，“所以不要

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6：32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

天父是知道的。 

彼得前书 5：7 又强调，“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

顾念你们。” 

有人说，“我也相信这些，但我的信心很软弱，我真不知道上帝

会不会照顾我？” 

也有人说，“我相信上帝会照顾他的儿女，但我罪行甚多，我不

确定上帝会照顾我。” 

 

这些话意味着什么？ 

 虽然有许多理由可以讲出来，但追根究底其实原因只有一个，

此人不相信上帝，反而比较相信人和钱财。“这些钱财和家人将

是我此生甚至一直到我老了以后的生命保障。” 



二、钱财的迷惑 

       我们每日都生活在到处能看到奢侈生活方式的世界。看电视

的时候，会看到某人华丽的房子，另一人的私人飞机，豪华车，

等。在网络新闻每日能看到某某人刚买豪华游艇。某个明星在巴

黎，纽约等地度假，住在豪华的酒店里，享用著名厨子做的美食。

全身佩戴名牌饰品，如爱马仕，柏金包，鳄鱼恤包，喜马拉雅包，

价格约超过十万美金。理查德米勒特款手表，价格超过一百万美

金。不仅如此，还会有他们购买这些品牌的特写报道。 

        不仅是明星，我们每日还在WhatsApp 看到朋友的生活。有

的在这里度假，有的在那里穿着漂亮的衣服享受豪华餐厅的美食。

另外，我们还看到亲戚换了新车，朋友买了新手机。每日看到这

些，令我们觉得他们的生活是快乐无比的。 

于是，我们很想当有钱人。因若我们成了一个有钱人，就

可以享受如此高档的生活。我们到底可不可以成为一个有钱人？

当然可以。亚伯拉罕是一名有钱人，大卫也是，但我们必须十分

谨慎，不要成为第三种类型的基督徒，其具有如下特征： 



以钱财为标准 

提摩太前书 6:10 解释了 

“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

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虽有了这段经文，但还是有许多人觉得钱财是最重要，是未

来的保障，及其在世上的幸福。于是，第三种基督徒一般以钱财

为标准。当其认识了善良虔诚，语气友善又礼貌的新人，不会直

接接受，而先想着，“这个人能不能给我钱？在钱财方面是否有

利于我？”假若不能，他们会觉得没必要与此人交往下去。反之，

当他们认识了行为不正，沉湎酒色，吸毒但在钱财方面有利于自

己之人时，他们会立马乐意接受的。他们以什么人能在经济方面

带来利益，而不是什么人能改善自己为交往的标准。 

 

 在家里，依然以钱财为标准 



       我们的小儿子人品好，当我们生病了的时候，就会来看我们

并把我们带到医院，但当我们需要钱时，他因经济情况不是很好，

只能给点钱。于是，我们经常认为这孩子没出息。另一个儿子就

不一样了，虽然行为不正，我们生病时也从不来看看，但他会给

很多钱，于是我们认为他才是最孝顺的孩子。 

 

        有一位善良，忠诚，爱妻如己的丈夫，但妻子因为丈夫赚

钱少，从不珍惜。而且作者亲眼看到某人因收入较高，就侮辱自

己的丈夫。这位妻子是否知道自己本应顺服丈夫吗? 当然知道，

但她却说，“若他的收入比我高，我才愿意顺服他。现在家里大

部分的开支都由我来负责，我凭什么顺服？想要我顺服他，那他

赚的钱要比我多，这样我才愿意顺服。” 

这意味着什么？ 

该家庭不再以圣经为标准，而是以钱财为标准。 

 

赚钱的方式 



    最明确的是要看他们采用什么方法赚钱。这群迷恋钱财的

第三种基督徒会不择手段地赚钱。他们的原则就是“合不合法不

重要，钱是无味的。” 于是，无论是行贿，欺骗，讹诈，操控

他人，只要能赚钱，任何方法都可行! 

 

不帮他的弟兄姐妹  

这种基督徒也很少帮助他的弟兄姐妹。他们会先看看帮了他们

的弟兄姐妹以后，是否有利可图？若有利可图，那么可能会去帮

忙，若没有就不会去帮忙。 

提摩太前书第 5 章：8  

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 

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 

 

第一、不愿意背起十字架 

主耶稣很清楚地说明了： 



马太福音第 16 章：24 

於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

架来跟从我。 

 

若我们很想要成为基督的门徒， 那么主说：“您应当舍己，您

应该学习过着圣洁的生活。 

一些人常说：“我不是不想过着圣洁的生活， 可是现在还不能这

样做，因为我是做这个生意，我不能这样做。若我不去夜总会，

不去玩女人，以后他们就会离开我，我就没有订单了。在我这本

生意如果没有操纵价格的话， 这个价格就不会赚钱。总而言之，

现在尚未能过圣洁的生活， 以后再说吧！ 

其实不是不能的问题，而是愿意不愿意。 

路加福音第 14 章：27  

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 

 



成为第三种基督徒的危险性： 为了钱财而改教。 

马太福音第 6 章：24 节很清楚地谈论 

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 ， 

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 玛门：财利的 

意思）。 

 

当我们倾向于玛门时， 我们已经将上帝撇在一边。我们不能两

个都爱。我们只能选择其中一个。 若我们选择更爱上帝，那么

我们就不爱玛门了， 若我们更爱玛门， 那么我们就不爱上帝了，

对此别无选择了。 

接着， 路加福音第 12 章：15 节劝劝我们： 

他 对 他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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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不要受骗， 若我们认为我们有了很多钱就可以觉得平安，

那么我们就错了，绝不是这样。 



第三种基督徒最大的危险就是他们没有去实行上帝的话语，

使他们的生活没有结果子。其实主耶稣已经很清楚地说过： 

“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

乾 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约翰福音第 15 章：2） 

 

        为什么不结果子的要剪去？因为他们不去认真地信主！ 

 

第四种基督徒 

马太福音第13章：8  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的，有 

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 

13：23  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道明白了，後来结实，有一 

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 

 

路加福音第 8 章：15 节道：“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 

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 



所以这第四种基督徒就是那些不单单听道，也明白了并且持守在

诚实善良的心里，在自己的生活中忍耐着实行上帝的话语，以至

于能够成为一个结实的基督徒。 

更有意思的是在马太福音第 13 章：23 将 “明白了” 放在“ 结实” 

前面。 “就是人听道明白了，後来结实”,这就表示了我们听道了

以后才能结实。所以明白上帝的道就是成为第四种基督徒或结实

的基督徒的窍门。 

明白上帝话语的基督徒 

作为基督徒，我们常常认为我们“明白了所听的道” 因为已经很久

当一个基督徒了。 其实我们已经很久成为基督徒并不是一个能

够明白上帝话语的保证，因为我们常常看到有很多基督徒在听道

时，常常犯困、玩手机、聊天、做白日梦。不少同工在牧师讲道

时， 常常离开崇拜堂，并且有很多基督徒尚未读完从创世记到

启示录的圣经内容，甚至有一些长老成员甚至大长老只是读完两

三遍圣经。 

 



我们的确也不会保证那些常读圣经的一定更理解圣经， 但是明

白上帝话语的一个必经之路除了听道以外，也要读经。 

 

我们再看看马太福音第 13 章：23  

 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道明白了，後来结实，有一百倍的， 

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我只有明白了才能结实。 

 

第四种基督徒与其钱财。 

那么， 第四种基督徒在管理钱财方面是怎样的呢？ 

路加福音第 19 章:8 节道： 

 撒该站着对主说：主阿，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 

谁，就还他四倍。 

撒该悔改了以后，他马上去行三种事情。他说：“主啊， 我

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 那么，为什么撒该能够将一半 的钱财给

穷人？因为他已发现比他钱财更宝贵的一件事。 



当撒该接受了主耶稣为他主与救世者时， 他明白了他已发

现了比整个世界更宝贵的财富。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 

生命，有甚麽益处呢？人还能拿甚麽换生命呢？(马太福音第 16

章：26 节) 

 

所以他拥有的钱财不再是最重要的，也就因为这个原因他

心甘情愿地将一半钱财给穷人，因为自己已得到了最大的钱财就

是救恩。那么，从此以后世上的钱财不再是最重要的。 

 保罗接受了主耶稣以后，他在腓立比第 3 章：8 节说：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 

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保罗寻到了基督之后， 他告诉了我们 其他事情，不管是钱财 

还是地位，等等，与来自上帝的救恩相比较之后，都是粪土。 



所以若这些天，我们还将世上的钱财看作是一件很了不起

的事情，那么我们可能尚未明白上帝赐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宝贵

的。若我们已明白了救恩是何等宝贵的， 那么我们就不会将世

上的钱财看作是最重要的。 

在 《救恩的价值 》一书中， 作者解释了黄金若与钻石比起

来是无价值的。若我们买了一个嵌着大钻石的黄金戒指，那么有

时黄金部分就免算了。讨价还价的是围绕着大钻石而谈的，黄金

部分的就不谈了，因为其价值若与大钻石相比，实在太少了。使

徒保罗所讲的也是一样的道理，当他发现救恩是何等宝贵时，就

将其他的事情看作是粪土。若直到如今我们还认为钱财是很宝贵

的，那么我们还必须更深地去了解救恩的价值 

 

第二、撒该说： “我若讹诈了谁， 就还他四倍。”撒该已经

下了决心用诚实的方法去赚钱。撒该说他已经不想用不正确的方

法去赚钱，甚至若以前有人被他讹诈了，他就会还四倍，因为对

他来说积聚钱财再也不是最主要的了。因此撒该不再想要用不正



的方法去挣钱， 如同以弗所书第 4 章：28 节道:  从前偷窃的，不

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 事，就可有馀分给那缺少的人。 

 

若我们已成为了第四种基督徒，那么我们就不再以欺诈、

剥削、偷窃、撒谎等等不合上帝话语的行为去谋生。作为一位职

员，我们不再想贪污受贿等等。我们也不会假装生病，工作时慢

慢吞吞，反而会尽我们的能力去刻苦做工。 

 

第三、我们要亲手做正经事，在圣经的某一个翻译版本曾

经说：“做个正当的工作。” 若我们已经接受了基督为我们的主

与救世者，那么我们就不想要去做个不正当的生意，就是那些与

赌博、淫乱、剥削他人、高利贷等等有关的生意。 

我们只想要去做个合乎上帝话语的生意，因为我们深信上

帝的看顾。 

 



交税与十一奉献 

路加福音第 20 章：25 节记载了：  

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所以我们当交给凯撒或政府的就是税。 

而税务就是作者从 2000 年内心挣扎过的事情。 2002 年时，

作者写了一本“ 在教会竞争中当一个胜者” 这本书阐述的是怎样将

现代管理方法运用到教会里。万隆神学院的一位教师曾经叫作者

将这本书的内容交给他教的本科生。所以作者在本科生前面做了

自我介绍以后，就教了这本书的内容。到了问答时间的时候， 

有个大学生问了作者：“约拿先生，您是一位生意人， 您是否

已正确地去缴税？”  

作者听了以后就颇感惊讶。然后作者回答了他并且表示歉

意，因为作者尚未如实去缴税，作者也因此感到羞愧。从那时起，

作者就想尽办法缴税，但是尚未有机会，因为若我们想改并且要



如实缴税，那么税务局的人就利用我们交上去的税额去核查五年

前，甚至若怀疑有刑事罪也会查到 10 年前的税额。 

而改正的数额将会非常巨大，叫我们无法承担。 直到 2017 

年，当税务特赦期实行时，我们才有机会补税并且如实缴税，因

为税务特赦时，税务局会赦免前些年的税额错误或缺交的部分。

税务特赦期过后，我们即将开始如实去缴税，我们也因此迎接了

是否需要如实缴税的挑战，为何成为一个挑战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于 2015 年时，作者已经获得了了两个奖项。

作者其中一个餐厅拿到了万隆政府与税务局颁发的依法纳税奖。

作者获得奖项并且在地方税务局被选为第三最大纳税人。那么，

按所获得的奖项去看的话，作者与作者的公司在政府眼里是一个

模范纳税人。 

第二、财务部提醒了作者关于公司的财务情况, 他们说：”先

生，我们公司的情况是这样的，您知道现在餐厅的竞争是怎样的，

若我们提高了我们缴税的税额，那么这些就是会因受到影响而关



闭的餐厅名单。尚未如实缴税就已经这样亏本了，那么如实交上

去以后就会更加亏本了。 

所以作者与其妻子就此挣扎过， 是否要如实缴税。最后，

我们决定了要如实缴税并且设定目标在年底可以百分之百缴税。

后来，于 2017 年 8 月时，就像财务部预测的那样， 作者的其中

一家餐厅关闭了，因为不能再承担亏本生意。 

那家餐厅是我们最大的餐厅，它坐落于雅加达，是两层高

的餐厅。 那家餐厅常常接受办婚礼的订单，并且若我们公司要

办活动，也是常常在那边办的。那家餐厅是我们的骄傲，占地面

积三千平方米，非常巨大，而现在却关闭了。作者与作者的妻子

再次挣扎，是否还要继续缴税？ 若继续，那么接下来也会关闭

其他餐厅。经过了内心挣扎后，我们就决定了继续完成 100 %缴

税，就算我们还要关闭一些餐厅，只剩下一半的餐厅，我们也心

甘情愿了。 

接着，上帝也提醒了作者要为一笔交易去报与缴税。有一

个很久的交易上帝要作者去报的。若作者去报，那么作者必须缴



上巨大的税额。之前，我们决定了要开始缴上新交易的税，而将

旧的结账不再翻开看看，但是上帝提醒了我们，就像撒该说的那

样我们要还回去这笔交易的税，其实税务局也已经很难查出来这

笔生意的。 

我们一直为这件事挣扎，因为税额甚大。然而今年 8月我们

才下定决心要缴这笔交易的税。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三件事情: 

第一、 我们学习顺服，仅此而已，不是因为要拿到奖项。因为

若只想要拿到奖项，那么付出太大了。 仅仅为了奖项，作者难

道要出几十万美金吗？我们只想要顺服，因为上帝要我们去缴税，

所以我们就去缴税了。 

第二、作者知道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也要付出自己。 

第三、从星期一到星期四早上的时候， 作者总是和一些生意上

的朋友一起游泳。作者想起了有一天一位朋友说：“咱们说说缴



税的事情啊，没有一个是如实缴税的，都是小偷。信这个教这样，

信那个教也是这样，都是一样的。信基督教也是一样偷税的。 

幸好， 我们的谈论停到那句话了。若他继续说的话，可能他说

的会是这样:“基督徒，不管是信徒或同工或执事或喜欢讲道与

写书的，都是小偷。若一个人谈论基督徒，那么他不只是讲讲那

个基督徒而已，他也谈论了基督徒的上帝是怎样的。 

所以若有人说基督徒是个偷税者，那么他们是直接或间接地在侮

辱上帝，因为无法教导他的子民当一个很好的纳税人。于是作者

自己祷告：“主啊， 请您赐给我能力去如实地缴税，使您的名不

受侮辱。” 

 

交纳十一奉献 

接下来的下文道： 

“神的物当归给神！” 这里所说的就是十一奉献。作者已经有

二十年交纳十一奉献，而期间有两次停止了交纳十一奉献。 直



到 2003 年再开始交纳十一奉献，到现在尚未停止。因为之前作

者曾经交纳十一奉献时停止了一段时间后再继续交纳，那么作者

能够感到交纳十一奉献与不交纳的区别。 

作者是一个常常鼓励别人去交十一奉献，不是因为作者希望能拿

到十一奉献，因为作者不是牧师也不是神职人员， 所以作者也不

收从信徒手中交纳的十一奉献，但是因为上帝已经承诺将祝福那

些实行他的话语的人，如同玛拉基第 3 章：10 至 12 节所道 的： 

10 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 

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 

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 

11 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原文是吞噬 者）， 

不容他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 

果子。 

12 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 

为喜乐之地。 

 



有三种祝福上帝承诺的： 

第一、 上帝将敞开天上的窗户，使我们得到丰盛的祝福。 

第二、 上帝将斥责一切使我们失败的因素，为的叫我们的

计划与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第三、 最奇妙的就是我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喜乐之地

是什么？喜乐之地就是那些由人、建筑物、基础设

施、文化、土地、空气、水、环境、状况等等。上

帝承诺使那一切变得好。 

 

作者做生意是从在 Kosambi 集市里的一个商铺买卖日常食

品与饮料开始做的。作者交纳了十一奉献后，不是变得越穷，反

而比一般更好。其实作者很少说说自己与家庭的情况因为担心别

人把作者视为一个喜欢炫耀自己的人，但是作者今日应该将此事

讲讲。 

作者也娶到了一个好妻子，我们已经过上了 34 年婚姻的生

活，在此期间争吵了不超过 20 次。作者有三个孩子。他们的成



绩一直很好，态度彬彬有礼，我们也未曾为孩子而感到头疼。作

者的第二个孩子就是唯一受到奥巴马总统就职典礼的邀请的印尼

人。作者也有一个很聪明的孙子，他的成绩都是 A，一个 B 都没

有。作者的家很宁静，没有一个吵吵闹闹的，并且作者从未看到

作者三个孩子吵架。 上帝赐给作者的都是最好的。 

 

作者建议大家要交纳十一奉献，致使我们可以经历约伯所说的：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 约伯记第 42 章：5 

节） 

 

若我们听上帝的话语， 我们只是去听而已，若有人分享见证，

我们也只是听他分享而已。但是上帝也要我们亲身去经历，因为

我们的信心也是叫我们自己去经历的，而不是靠别人的经历而已。

这样，我们就可以像撒玛利亚人，说： 

约翰福音第 4 章：42  



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 

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 」 

 

我们都经历了主耶稣所说过的，使我们相信并且很确定上帝就是

真理。 

可能有人说若要经历上帝的能力，不一定要藉着十一奉献去经历

的，我们可以通过医治的神迹或其他神迹经历上帝的能力。但是

我们得到了医治之后，有时我们也常常产生怀疑我们是否因为我

们的祷告而得到了医治？还是因为医生本来是个高明的医生，还

是因为药效高，医术科技的进步等等其他原因？ 

但是若我们因为实行了交纳十一奉献而得到丰盛的祝福，那么我

们就不会再对上帝的能力产生怀疑，因为这件事就不会与经济学、

财务学、数学等等学科相互矛盾。那些学科叫我们若想要拥有更

多的事物，我们就要减少开支。不过， 上帝藉着他的话语告诉

我们：“将当纳的十一奉献交纳，那么你就会得到丰盛的祝福。” 

 



其他都不过关，只有第四种才过关。 

通常而言，第一种基督徒是从来不去教堂的或只是去过好几次而

已， 第二种是很少去的，有时候去有时候不去，因为他没有看

守自己的信心，所以常常去的就是第三种与第四种基督徒，就像

以上所讲过的，只有第四种基督徒才能获得救恩或进天堂，第三

种则会背道并且其信心因此而死。 

作者就以马太福音第 7 章：21 节的经文做结语: 

 “凡称呼我主阿，主阿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 

意的人才能进去。” 

以上经文就是三条经文中其中一条从一个圣经选读中选出来的。

关于这个选读，作者曾经在 《上帝儿女的特征》里解释过。若

想更了解这个选读， 请看看那本书。不过，在这里作者想简单

地解释一下这条经文：“凡称呼我主阿，主阿的人不能都进天

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 意的人才能进去。” 

 



其意思不是每个去教会的人会进入上帝的国， 也不是每个唱赞

美诗的或每个听道的人能进入天国，也不是每个在教会里拥有职

位的人或讲道与写书像作者这样的人能进入天国，因为下文再补

充一句: “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所以最主要的还是遵行天父旨意，才能进去。若我们不去行，那

么我们就不能进天国。 因为所定的标准，不是称呼主，也不是

去教堂，而是遵行他的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