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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的实践爱心的实践 林后八

第七章提多带回来信徒悔改的好消息；

但还有一些需要去提醒、去劝勉的地方，

就是在帮助耶路撒冷贫困信徒的捐献上，

教会有了亏欠 - 拖延了这个捐款…

八10b 你们下手办这事，而且起此心意，已经有一年了。

保罗接下来在 第 章保罗接下来在 第八、九章，

 一方面提醒、催促他们完成这件事，起了意就要完成

 方面也教导信徒乐捐的真理 一方面也教导信徒乐捐的真理

教义不是只是圣经的白纸黑字上、仅仅在讲台的教导上，

保罗提醒以弗所教会：保罗提醒以弗所教会：

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有许多在生活上与我们所领受的救恩要相称的，有许多在生活上与我们所领受的救恩要相称的，

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八1-8 保罗就提出了马其顿教会的榜样 - 他们甘愿的奉献…

八1-2 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
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

仍有满足的快乐 在极穷之间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
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

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从

别的教会的经历中去学习、去效法，

就像一些特会、请不同的讲员来、

教会同工到不同的教会去参访、去观摩，

所要学的不一定是执行的细则，

因为每一个教会都有自己的传承、文化，

更有神放在各个教会建造的蓝图更有神放在各个教会建造的蓝图

所学更重要的 – 那背后的精神

保罗就 马其顿教会乐于捐助的这个榜样保罗就以马其顿教会乐于捐助的这个榜样。

八2 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 仍有满足的快乐

马其顿教会的背景

他们的喜乐和贫穷，竟然可以产生出慷慨！

般人可以理解 患 贫穷总是连在 起

八2 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

一般人可以理解：患难、贫穷总是连在一起

基督徒也可以理解：

在患难中靠主 还是可以欢欢喜喜在患难中靠主，还是可以欢欢喜喜

可是患难、贫穷，要怎么可以产生出慷慨、喜乐呢？

保罗就说了：你虽然穷 你还是可以帮助人 因为有神的恩典保罗就说了：你虽然穷、你还是可以帮助人，因为有神的恩典。

这个现象是这样的特别，

而且马其顿教会的这个乐捐的行动而且马其顿教会的这个乐捐的行动

是按着他们的力量、还有过了他们的力量！

我 以证 他们 按着八3 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
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地捐助。

这个甘心乐意，这就是讲到自动的。



甚至于他们乐捐到一个地步 -
再 地求我们 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分

不但是主动的、甘心乐意的，

八4 再三地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分。

甚至于再三的要求使徒、请求使徒 -
准他们再摆上，我们还可以、还可以…

这是他们在这 件事情上难得的 个榜样这是他们在这一件事情上难得的一个榜样。

后面更宝贵…

八5 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
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

他们在外显的行为上，是不断地、甘心乐意地、

主动地、再三地，希望能够摆上

后面最宝贵的关键：是他们先献上了自己，

 明白奉献的真理还有祝福

 看能供给圣徒、能帮助别人，是特权、荣耀

马其顿教会认同保罗的看法 –
帮助那有需要的帮助那有需要的，

 这是一种参与、有分、团契、事奉

 对奉献 对乐捐这样的真理 对奉献、对乐捐这样的真理，

是非常身体力行的…
八4 要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分八4 要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分
八5 原来他们背后是对神的委身，

也归附了保罗和他的同工也归附了保罗和他的同工
虽然没有与保罗同行，

但是也委身在保罗福音的工作当中。委身在 罗 中

当时保罗提出马其顿教会，以生活条件来比，

哥林多教会又比马其顿教会好得太多，哥林多教会又比马其顿教会好得太多，

可是要学功课、被教导、提醒你不要拖欠，

这个是那个富有的，

这是让我们觉得需要去省思的。

马其顿教会的信徒有两点很难得：

然穷 然慷 捐1. 他们虽然穷，仍然慷慨捐助

2. 对神、对福音的委身，他们把自己摆上

保罗认为这个见证不单是对哥林多教会保罗认为这个见证不单是对哥林多教会，

 应该对看到这封书信的其他的教会，

都有所提醒都有所提醒

 对两千年后今天教会，仍然是一个榜样

我们往后看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往后看的时候也会发现：

马其顿教会的见证对比哥林多教会，是一种讽刺…
八6 因此我劝提多 既然在你们中间八6 因此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

开办这慈惠的事，就当办成了。
一年了都还没有办成年了都还没有办成

八7 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
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

就当在这慈惠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

但是这是一个提醒，却不是一个命令…

八8 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
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

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富有、却吝啬于奉献，

 马其顿教会穷而富，哥林多教会富而穷

 这个价值观就好像 启示录主耶稣责备老底嘉教会，

自以为自己很富足了，但在主的眼中是一无所有

保罗的话很委婉的劝告：你们在恩赐上富足的，

不论在信心、在口才、在知识、在热心，

甚至于对保罗的爱心上，也都是富足的；

在帮助人慈惠的事上，也应该显出这样的富足来。

当然，这是一个提醒、劝勉，却不是命令，

的确，爱心的事情是不能命令别人做的，

爱心，的确是要从内心深处自动自发的。



八9 保罗就把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带出来–
效法主基督效法主基督…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

保罗第一个榜样是马其顿教会，保罗第 个榜样是马其顿教会，

第二个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榜样，

就让我们思想到 腓二6-8 描述我们的主…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 了 像， 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这一切是为着我们，

使我们这些认识他、得享救恩的人，使我们这些认识他、得享救恩的人，

可以得着永生、在神国当中成为富有的人。

八9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
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叫你们因他的贫穷 可以成为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

看到我们的主为我们所舍 - 他的舍己、成就了今日的你我，

我们因着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

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和生命的主
那短短的决志的祷告那短短的决志的祷告，

 穷极一生大概都很难想通、想透 -
我们得着了多大的祝福 多大的恩典我们得着了多大的祝福、多大的恩典

但尽管没有办法想通、想透，

我们毕竟都已经得着了 不是吗？我们毕竟都已经得着了，不是吗？

我们都已经见了神国、也进了神国！数算主恩：

他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让我们的路径都滴满脂油他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让我们的路径都滴满脂油。

绝对不是在岁末感恩时才把这节经文拿出来，

常常数算主的恩典 思想今日我成了何等的人常常数算主的恩典，思想今日我成了何等的人，

那真的不是我们自己可以作成的。

八10-15 乐捐真理的教导：信徒捐献，

关心教会 关心信徒 关心其他的人关心教会、关心信徒、关心其他的人，

不仅是应该的，而且要全力的去做。

10 我在这事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 这与你们有益10 我在这事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这与你们有益，
保罗不是命令，是苦口婆心的劝勉，因为你们拖太久了

起此心意已经有一年了。起此心意已经有 年了。

10 以后，保罗讲实际的爱心是怎么一回事…
11 如今就当办成这事11 如今就当办成这事，

既有愿做的心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
12 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12 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

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

保罗很客气的提醒：你是那有的人保罗很客气的提醒：你是那有的人，

你比马其顿的人富足，照他们所有的摆上，就必蒙悦纳！

保罗是鼓励、肯定，没有用责备，保罗是鼓励、肯定，没有用责备，

因为他们有意愿、但是没有行动。

八12 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
乃是照他所有的 并不是照他所无的

神按着我们所有的来要求我们，他十分讲理的：

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

他让那五千的就得着五千，那两千的去赚两千，

他没有多要求，他很清楚知道我们所能、所可以摆上的。

有时候我们拿这节经文来做一个服事的邀请 –
请你作执事、请你作同工，

通常有时会看到 我没有这个恩赐 我能力通常有时会看到：我没有这个恩赐、我能力不足…
我们就会用这节经文来勉励他：

不要这样想 人若有愿做的心 必蒙悦纳！不要这样想 - 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

我想那样的一个引用、应该算是一个应用，

事实上在整章 在它的上下文事实上在整章、在它的上下文，

 那个愿做的心指的是乐捐、是奉献

 邀请人作同工用这节经文 算是 种应用 邀请人作同工用这节经文，算是一种应用



乐捐的条件、原则是什么呢？圣经的原则就是均平…

八13-15 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乃要均平，
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

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
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

特别看到的就是「均平」，不是齐头式的均平 -
把人全部放在同一个经济的基础上来考量，

是「属灵上的均平」，有来有往的互补，

 这个「将来」，原来是没有这个词的，

就是现在就可以有来有往，你有的、他们没有，

他们有的、你没有，现在就可以互补

耶路撒冷有丰富的属灵的遗产，

外邦的使徒保罗、其他的神的仆人就到外邦去，

使许多外邦人 了主 成为神的儿女使许多外邦人认识了主、成为神的儿女。

在基督里没有真正的贫穷，大家都有能力帮助别人，

都有自尊 都有价值 可以站在平等的地位互相分享都有自尊、都有价值，可以站在平等的地位互相分享，

而不只是说接受救济、或者去救济别人。

保罗用 出十六18 以色列人在旷野捡拾吗哪的用语保罗用 出十六18 以色列人在旷野捡拾吗哪的用语，

说明属灵上的均平原则：神基本上就是要人

 不要贪心 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 不要贪心，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

 还有一句话没有讲出来 - 少给的也不会多

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 当我们愿意分享恩赐 金钱我们所有的 切都是神的，当我们愿意分享恩赐、金钱，

是为着基督的缘故、为着他人的缘故，

就能够体会保罗所说均平的恩典。就能够体会保罗所说均平的恩典。

奉献可以得神的喜爱，

 绝对不是从交易的角度来看 绝对不是从交易的角度来看

而是从分享的角度来看：学习这样的宏观，

不只是为自己教会的需要来奉献，不只是为自 教会的需要来奉献，

要看见整个神的教会的需要

八16-24 保罗就要拣选同工，把这个钱带去，

要行光明的事 不能够只请 位同工来管理钱财上的事 要行光明的事，不能够只请一位同工来管理钱财上的事

除了奉献以外，保罗就教导信徒，

在处理捐献的款项上要有智慧在处理捐献的款项上要有智慧，

免得给人攻击的机会

16 17 介绍提多16-17 介绍提多
18-19 介绍另外有一位同去的弟兄
20 21 解释为什么要打发他们两个人去20-21 解释为什么要打发他们两个人去
22-21 又再次的讲到了一位同工

23-24 做一个总结，肯定这三位同工23 24 做 个总结，肯定这三位同工
他们的为人、值得信赖

24-21 表达出保罗对教会的期望，表达出保罗对教会的期望，
稍微对教会施加一点压力 -

要他们有好的表现
来显明他们爱心的凭据

教会在处理许多的行政事务的时候，就要注意公信力 -
在主的面前是这样 在人的面前也是 样 在主的面前是这样、在人的面前也是一样

金钱的事情，

不可以只交给 个人处理 要有人同行不可以只交给一个人处理、要有人同行，

为的是不给弟兄受试探的机会、

也不给别人攻击的借口也不给别人攻击的借口

处理这些事情的同工必须经过挑选：

 是教会所称赞的弟兄 是教会所称赞的弟兄，

18b 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
 是教会来挑选的： 是教会来挑选的：

19a 他也被众教会挑选，和我们同行。
 是经过试验的：是经过试验的

22b 这人的热心，我们在许多事上屡次试验过。

所以在乐捐的真理教导上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在乐捐的真理教导上是非常清楚的，

在这一章当中让我们可以学习。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谢谢主，

让我们享受丰富让我们享受丰富；
也谢谢主给我们乐意的心，

愿意与别人分享你所给的恩典愿意与别人分享你所给的恩典。

我们为我们
能够摆上 能够奉献 能够乐捐能够摆上、能够奉献、能够乐捐，

向主献上感谢。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