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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捐的真义乐捐的真义 林后九

保罗用「少种少收、多种多收」

 来说明供给圣徒是一件蒙福的事

 鼓励信徒要用积极、正确的态度来参与

九1-7 保罗提醒信徒要预备捐献，心态是什么样？

九1 论到供给圣徒的事，我不必写信给你们。
林前从 第七章 开始，就常常用这样的方式-

结好像一个主题结束了、另外再开始一个主题。

 有人认为 第九章 是一个新的开始

甚至也有人认为好像是另外 封信 甚至也有人认为好像是另外一封信

但如果看整个的内容，其实是和 第八章 有关的…

八24 所以，你们务要在众教会面前显明你们爱心的凭据，
并我所夸奖你们的凭据。

第九章 就是在处理夸耀，也就是夸奖信徒已经预备好了这样的事情。

九2 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
说亚该亚人预备好了 已经有一年了；说亚该亚人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

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

保罗重提往事 年前就提醒你们 也起了意保罗重提往事：一年前就提醒你们、也起了意、

你们也愿意，好不好趁现在做个收尾呢？

我也已经对别人说了 你们愿意这么做我也已经对别人说了，你们愿意这么做。

九3-5盼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要作预备了，
你早早预备 那么你就不会羞愧 也真的显明你是乐意的你早早预备、那么你就不会羞愧，也真的显明你是乐意的。

你发现保罗是很客气的、有一点压力，

行善基本条件是不能勉强 也不能用律法来强制行善基本条件是不能勉强、也不能用律法来强制，

所以保罗的口气很温和
 重要是他提出了这个意见 信徒也愿意 回应乐意的心 重要是他提出了这个意见，信徒也愿意、回应乐意的心，

只是现在时间有拖延，保罗就提醒他们
所以 第八章、第九章 这个语气所以 第八章、第九章 这个语气

是劝告式、鼓励式的，而不是命令式的。

律法的精神就是爱，

所 爱神 就 应遵行神的律法 所以爱神，就回应遵行神的律法

 被基督的爱激励，就甘愿献上自己，

好像 第八章 马其顿人委身于神好像 第八章 马其顿人委身于神，

也委身于神的仆人的福音事工，

全部都是因为爱的动力全部都是因为爱的动力
这种甘愿献上自己、献上我所有，

因为知道我全部的所有都是属于主的因为知道我全部的所有都是属于主的，

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原则、也是许多基督徒的经历。

我们在教会里的奉献 可以支持对内 对外的圣工我们在教会里的奉献，可以支持对内、对外的圣工，

或说在慈惠的事上，尽上自己的心力。

我个人服事的教会也有一些爱心的工作：我个人服事的教会也有 些爱心的工作：

在教会有一个爱心的专户，

弟兄姐妹将奉献放在信封里，

特别写明是为爱心专户来使用。



爱心专户一方面帮助急难的弟兄姐妹，

另方面就是 个 息的借款另方面就是一个无息的借款，

特别帮助没有办法缴得起学费的学生，

申请 透过小组长 专户三位同工申请，透过小组长、专户三位同工，

实际去了解、带回来开会、做成决议，

特别对学生的助学借款 等到学生毕业了特别对学生的助学借款，等到学生毕业了，

工作一年以后，就可以按期的来归还，

以致于可以帮助其他的人以致于可以帮助其他的人

爱心专户，不光是弟兄姐妹特别的指名奉献，

有时还是不够 就在教会每月的经常费有时还是不够，就在教会每月的经常费，

除去所有一切的开支之后，

有余的十分之一，固定拨到爱心专户有余的十分之 ，固定拨到爱心专户

让这个专户的确是可以有一些帮补，

为着需要的弟兄姐妹弟

除了奉献箱以外，在我们会堂外面有一个小小的信箱
上面写的是五饼二鱼 就是提醒信徒上面写的是五饼二鱼，就是提醒信徒-
每个月可以奉献一百块，

擘开以后 可以给许多的人分享擘开以后、可以给许多的人分享
一个月开箱以后，或多或少，

在同工会决定资助哪一个福音的单位、在同工会决定资助哪 个福音的单位、

或是特别需要的牧者的家庭

福音机构通常都是很缺乏经费的福音机构通常都是很缺乏经费的，

我们但愿献上这少少的一点，

让弟兄姐妹经历到神的心意；让弟兄姐妹经历到神的心意；

整年可以支持十二个单位，

每个人每个月一百块钱就好。

宣教更是需要的 -
我们也支持一些海外的、例如缅甸、泰国我们也支持 些海外的、例如缅甸、泰国

一些比较特别需要的单位，儿童之家、神学院。

这一些其实都可以，可以发掘、别人也会介绍，

去了解了真相之后 就可以在教会来发动去了解了真相之后，就可以在教会来发动，

 可以认领儿童之家的孩子们、

或其他的工作或其他的工作，

大家很踊跃的参与、每个人都十分的喜乐
 还有社会急难救助 南亚海啸 八八风灾 还有社会急难救助，南亚海啸、八八风灾

许多的这一切，都在让神的儿女操练
在金钱上、在乐捐上的学习，这是好的！在金钱上、在乐捐上的学习，这是好的！

就像保罗所说：对你们是有益的，

让我们可以很乐意的，把神所给我们的摆上。

九6 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
「种」就是现在所给出去的，种」就是 在所给出去的，

可以收更多的善行，这话是真的。
种 - 现在所给出去的

收 - 可以有更多的善行、可以再摆出去

这里不是在讲成功神学、丰盛神学-
我给得多 上帝就给我更多我给得多、上帝就给我更多，

为着要得更多、我就去给吧，不是这样！

是更清楚的看见我能够做更多帮助人的事是更清楚的看见我能够做更多帮助人的事，

重要是乐意的态度，乐意的态度

是蒙神喜爱的原因 而不是要跟神交换更多的恩典。是蒙神喜爱的原因，而不是要跟神交换更多的恩典。

九7 各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
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要常常检视自己乐捐、摆上的动机：

为自己的虚荣心为自己的虚荣心 –
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我的善行、我属灵

 我付出一点点 希望能够得着更多 我付出 点点，希望能够得着更多

这个动机主在鉴察，只有单纯的、照着主的心意行的

乐意的态度，才能够真正的讨主的喜悦，乐意的态度，才能够真正的讨主的喜悦，

就好像主耶稣特别赞美寡妇的两个小钱，是一样的。



九8-15多给的，就再多加给你们 - 讲到捐献所带来的祝福…

九8-9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
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

如经上所记 他施舍钱财 赒济贫穷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赒济贫穷；
他的仁义存到永远。

乐捐是蒙福的事情，而且可以多得神的祝福。

路六38 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路六38 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
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地倒在你们怀里；

因为你们用甚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甚么量器量给你们。

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的应许，

我们会从

 个人、教会，两个方面来看蒙福的事情个 、教会， 个方 来看蒙 事情

 奉献、乐捐、捐助，所带来的蒙福的恩典

九8-11 个人的蒙福。九9 用 诗一一二9 的话：

施舍钱财 赒济贫穷 他的仁义存到永远施舍钱财、赒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

不是因信称义的义，而是善行施舍的义。

第九节的应用放在 第十节…
10 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

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
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

从 个物质的层面 跳到属灵的层面从一个物质的层面、跳到属灵的层面，

 不单是有种子、长出来的果子

原文还有一个是「让它长大」原文还有一个是「让它长大」-
所摆上的会有结果，而且是非常丰盛的结果

这是对个人身上的蒙福这是对个人身上的蒙福，

因为有一个单纯帮助人的动机，

所以引出来的就是感恩 而不是炫耀所以引出来的就是感恩、而不是炫耀。

九12-15 教会的蒙福：可以帮补圣徒的缺乏，

可以把荣耀归给神 把感谢归给神 也蒙圣徒记念可以把荣耀归给神、把感谢归给神，也蒙圣徒记念。

九11 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
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

第八章 讲到「均平」，是一个属灵的准则，

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

 没有谁比谁高、谁比谁有钱，不是这样

 那是一种互相的帮补，最后把荣耀归给神的

九12 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
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 解释 九11

你我的摆上，让很多的人得着了他所需要的，

我们感谢神 - 我们有能力摆上

他们感谢神 - 他们得着他们所需要的

为什么引起感恩、谁来感恩、谁把荣耀归给神呢？

神就是接受到捐款的人，把感谢、荣耀来归给神。

九14受施的人，不但因为给他的人就把荣耀归给神，

也与给他的人 那个施予者 产生了心灵的契合也与给他的人、那个施予者，产生了心灵的契合…

九14 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
就切切地想念你们 为你们祈祷就切切地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

保罗不断在讲接受者的心态，又把接受者、

给予者的心，紧紧的、密契的连在一起。

九13 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这 事 了凭 ，
顺服他的福音，多多地捐钱给他们和众人，

便将荣耀归与神。

 他们得到了帮补、需要得着了满足

看见给他们帮助的人，是一个真正的神的儿女，看见给他们帮助的人，是 个真正的神的儿女，

不只是顺服福音的教义，而是顺服福音的真谛，

用行为来证明他们是属神的

他们彼此就连在一起了，这是非常美的！



这个地方所讲的是外邦教会，捐款给耶路撒冷穷困的信徒，

在这样的理念 行动当中 看到了合 的真理在这样的理念、行动当中，看到了合一的真理 –
中间那个墙已经倒了，双方可以连结在一起，

耶路撒冷犹太基督徒 知道外邦信徒百分之百是神的儿女耶路撒冷犹太基督徒，知道外邦信徒百分之百是神的儿女
 透过外邦教会的捐助、真正爱心的流露，显明他们是

同受一个灵、同得一个主、同享一个福音的好处同受 个灵、同得 个主、同享 个福音的好处

所以有时我们只看到乐捐、捐款、东西，

 其实在里面更多是爱 合一 彼此记念 谦卑 其实在里面更多是爱、合 、彼此记念、谦卑，

更多知道主权归给神、更多把荣耀感谢归给神

 里面所运行的生命、内涵、彼此的满足、心灵的契合， 里面所运行的生命、内涵、彼此的满足、心灵的契合，

其实是更美、更丰盛！

在这章里 保罗教导我们乐捐真正的意思：在这章里，保罗教导我们乐捐真正的意思：

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是出于

主的爱的鼓励，不是用乐捐来与神交换恩典的爱的鼓励，不是用乐捐来与神交换恩典

 所以再强调 - 动机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还是要防范「成功神学」的错误…
圣经里面有许多神会赐下丰盛恩典的应许圣经里面有许多神会赐下丰盛恩典的应许，

有属物质的、也有属灵的。

有些信徒 味的强调物质的 看得见的祝福有些信徒，一味的强调物质的、看得见的祝福，

质疑 - 如果一个人很爱主，怎么会碰到苦难呢？
应该是凡事顺利 事事顺遂才可以应该是凡事顺利、事事顺遂才可以。

 如果用这样的观点在保罗身上，真的是难解之谜

 如果用这个观点来看耶稣，那更是不成功 如果用这个观点来看耶稣，那更是不成功

 创世记 约瑟，在主人波提乏家里，耶和华与他同在、

就百事顺利，但遭遇的苦难也有很多事 ， 苦难 有很多

圣经里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所以保罗先在 第八章 以马其顿教会在极穷之间，所以保罗先在 第八章 以马其顿教会在极穷之间，

仍然显出乐捐厚恩的见证，带出榜样、均平的原则；

第九章 勉励哥林多教会履行承诺、教导乐捐的真义。

非常周全的论述，也杜绝了成功神学论者偏颇的言论。

祷告祷告谢谢主，

教导我们乐捐的真义；

也求主让我们以实际行动也求主让我们以实际行动

来回应你的教训。

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