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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比受更為有福 

哥林多後書 2 Corinthians 8:1~10 

 

我甚麼都沒有，我能給什麼？ 

自己用都不夠，還給別人？ 

布施給予，給人，給上帝？（時間，金錢，才幹，恩賜，服務，服事） 

→ 通常我們只想到 how much I need? 為什麼不去想 "What can I do to increase my giving?" 

→ Am I obedient to God? 如果我順服上帝我就不應擔心（worry） 

<=> 關於財物方面，有幾個基本概念與準則。 

1. 上帝擁有一切 

詩篇 Psalms 50:12「我若是飢餓，我不用告訴你，因為世界和其中所充滿的都是我的。」 "this world 

is mine and all it contain." 

人以為錢財，才能都是他們自己的，不知道上帝擁有一切，祂給我們機會管理運用，而且有

一天要向祂交帳。時間，機會能力都是上帝給與的，我們只是管家 steward。 

→ 瑪拉基書 Malachi 3:8-12「8人豈可奪取神之物呢？你們竟奪取我的供物。你們卻說：我們在何事上

奪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們在當納的十分之一和當獻的供物上。9因你們通國的人都奪取我的供物，

咒詛就臨到你們身上。10 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

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11 萬軍之耶和華說：我必

為你們斥責蝗蟲（原文是吞噬者），不容他毀壞你們的土產。你們田間的葡萄樹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
12萬軍之耶和華說：萬國必稱你們為有福的，因你們的地必成為喜樂之地。」 

奉獻給主，因為要為主的工作所用，要幫助那些有需要的，更為了要證明上帝的信實與供應。

那些問為什麼要十分之一奉獻的人通常都是不奉獻的人，你奉獻有多少？你奉獻的夠嗎？ 

2. 肯奉獻代表我相信上帝的應許 

有上帝的祝福應許，也有上帝的警告，哈該書 Haggai 1:4-6「4這殿仍然荒涼，你們自己還住天花

板的房屋嗎？5 現在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為。6 你們撒的種多，收的卻少；你

們吃，卻不得飽；喝，卻不得足；穿衣服，卻不得暖；得工錢的，將工錢裝在破漏的囊中。」 

奉獻給我機會順服主 

3. 上帝的本意出於愛要祝福你 

→ 箴言 Proverb 3:10「這樣，你的倉房必充滿有餘；你的酒醡有新酒盈溢。」 

→ 瑪拉基書Malachi 3:11「萬軍之耶和華說：我必為你們斥責蝗蟲（原文是吞噬者），不容他毀壞你們的土

產。你們田間的葡萄樹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 

→ 路加福音 Luke 6:38「你們要給人，就必有給你們的，並且用十足的升斗，連搖帶按，上尖下流的倒

在你們懷裡；因為你們用什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什麼量器量給你們。」 

→ 哥林多後書 2 Corinthians 9:6-7「6少種的少收，多種的多收，這話是真的。7各人要隨本心所酌定的，

不要作難，不要勉強，因為捐得樂意的人是神所喜愛的。」 

4. 代表我相信我順服我尊重上帝 

→ 申命記 Deuteronomy 8:11-14「11你要謹慎，免得忘記耶和華─你的神，不守他的誡命、典章、律例，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12恐怕你吃得飽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13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銀增添，

並你所有的全都加增，14你就心高氣傲，忘記耶和華─你的神，就是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的，」 

→ 申命記 Deuteronomy 8:18「你要記念耶和華─你的神，因為得貨財的力量是他給你的，為要堅定他向

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約，像今日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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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命記 Deuteronomy 14:23「又要把你的五穀、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並牛群羊群中頭生的，吃在

耶和華─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選擇要立為他名的居所。這樣，你可以學習時常敬畏耶和華─你的神。」 

<=> 奉獻要甘心樂意而且要盡量大方慷慨的給 Give generously 

奉獻是愛的行動，能夠給是祝福 

Generosity is love in action, you can give without love, you can't love without giving. 

愛就是給。Love is to give. 約翰福音 John 3:16「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

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1. ※慷慨代表尊榮上帝 Generosity honors God. 

哥林多後書 2 Corinthians 9:13「他們從這供給的事上得了憑據，知道你們承認基督順服他的福音，

多多的捐錢給他們和眾人，便將榮耀歸與神。」"You will be glorifying God through your generous gift 

your generosity will prove that you are obedient to the good news of Christ. 

箴言 Proverb 14:31「欺壓貧寒的，是辱沒造他的主；憐憫窮乏的，乃是尊敬主。」"...whoever is generous 

to the needy honors God..." 

2. 我的錢，投資在那裏代表那些對我是重要的 

→ 馬太福音Matthews 6:21「因為你的財寶在哪裡，你的心也在那裡。」 

→ 申命記 Deuteronomy 14:23「又要把你的五穀、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並牛群羊群中頭生的，吃在

耶和華─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選擇要立為他名的居所。這樣，你可以學習時常敬畏耶和華─你的神。」

"The purpose of tithing is to teach you to always put God first in your lives. 

3. 慷慨使我更像主耶穌 

→ 箴言 Proverb 21:26「有終日貪得無饜的；義人施捨而不吝惜。」" The greedy always wants more, but the 

godly loves to give." 

→ 路加福音 Luke 11:41「只要把裡面的施捨給人，凡物於你們就都潔淨了。」"Purity is best demonstrated 

by generosity." 

4. 慷慨是對抗物質化最好的解藥 

物質主義的社會不停地要，拿，留下（getting, taking, hoarding）唯一的解藥就是給予，施捨，

奉獻。 

→ 馬太福音Matthews 6:24「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

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瑪門：財利的意思）。」"You can't sever both God and money."你得做個

選擇 

在消費文化的社會中大家以為你擁有多少代表你的身價是錯的。My net worth determines my 

self-worth. That's wrong concept. Your value is not that you are valuable. 

→ 提摩太前書 1 Timothy 6:17-18「17你要囑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無定的錢財；

只要倚靠那厚賜百物給我們享受的神。18 又要囑咐他們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捨，樂意供給

（或作：體貼）人，」"Commanding those who are rich in this present world not to be arrogant nor to put 

their hopes in the wealth which is so uncertain, but to put their hope in God. who richly provides us-with 

everything for our enjoyment...command them..to be generous and willing to share. In this way...they will 

take hold of the life that is true life." 

5. 慷慨表現出我的信心 Generosity demonstrates my faith 

→ 哥林多後書 2 Corinthians 9:13「他們從這供給的事上得了憑據，知道你們承認基督順服他的福音，

多多的捐錢給他們和眾人，便將榮耀歸與神。」"Your giving prove the reality of your faith." 

→ 腓立門書 Philemon 1:6「願你與人所同有的信心顯出功效，使人知道你們各樣善事都是為基督做的。」

You are generous because of your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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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拉基書 Malachi 3:10「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

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 

6. 慷慨揭露了我的本性 

你是自私的人嗎？上帝和人們從你的奉獻可以看到你的內心為人如何，你的信心如何。 

→ 路加福音 Luke 16:11「倘若你們在不義的錢財上不忠心，誰還把那真實的錢財託付你們呢？」"If you 

are untrustworthy with worldly wealth, who will trust you with true riches of heaven." 

→ 天上的獎賞與責任決定於你如何處理上帝給你的一切。 

7. 慷慨帶來上帝的祝福 

→ 箴言 Proverb 22:9「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因他將食物分給窮人。」Generous people will be blessed..." 

→ 申命記 Deuteronomy 15:10「你總要給他，給他的時候心裡不可愁煩；因耶和華─你的神必在你這一

切所行的，並你手裡所辦的事上，賜福與你。」"Give generously, then because of this, God will bless you 

in all your work and in everything you put your hands to." 

→ 哥林多後書 2 Corinthians 9:7-8「7各人要隨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難，不要勉強，因為捐得樂意的人

是神所喜愛的。8神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的加給你們，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樣善事。」" God 

loves the one who give gladly and God will make it up to you by giving you everything you need and more 

so that there will not only be enough for your own needs but plenty left over to give joyfully to others." 

8. 慷慨能增加我的快樂 

→ 使徒行傳 Acts 20:35「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的人，又當記念主

耶穌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there is more happiness in giving than receiving." 

長大成熟的人就不會像小孩那樣只想拿。 

9. 慷慨擴張我的影響力 

→ 箴言 Proverb11:24「有施散的，卻更增添；有吝惜過度的，反致窮乏。」"the world of the generous gets 

larger and largers, the world of the stingy will get smaller and smaller. 

→ 詩篇 Psalms 112:9「他施捨錢財，賙濟貧窮；他的仁義存到永遠。他的角必被高舉，大有榮耀。」"Those 

who give generously to those in need will never be forgotten...they will have influence and honor. 

10. 慷慨給予增加我的財富 

→ 箴言 Proverb11:25「好施捨的，必得豐裕；滋潤人的，必得滋潤。」A generous man will prosper, he who 

refreshes others will himself be refreshed. 

→ 哥林多後書 2 Corinthians 9:11a「叫你們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捨，」"You will be enriched, so that you 

can give even more generously." 

11. 慷慨帶來上帝特別的保守 

→ 詩篇 Psalms 112:5b「他被審判的時候要訴明自己的冤。」"All goes well for the generous man who 

conduct his business fairly. Such a man will not be overthrown by evil circumstance. God's constant care of 

him will make a deep impression on all who see it. 

12. 慷慨的人在天堂有特別的獎賞 

→ 提摩太前書 1 Timothy 6:18-19「18又要囑咐他們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捨，樂意供給（或作：

體貼）人，19為自己積成美好的根基，預備將來，叫他們持定那真正的生命。」"Use your money to do 

good, always being ready to share with others whatever God has given you. By doing  this you will be 

storing up real treasure. for yourself in Heaven....it is the only safe investment for eternity...And you will be 

living a fruitful Christian life down here as well. 

→ You use money you love people. 

you love money you us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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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Luke 16:9「我又告訴你們，要藉著那不義的錢財結交朋友，到了錢財無用的時候，他們可

以接你們到永存的帳幕裡去。」"I tell you use your world resources to benefit others, and make friends In 

this way, your generosity store up a reword for you in Heaven. 

→ 你在天上有朋友嗎？ 

→ 慷慨奉獻不只是金錢，你的時間，服務.... 

→ 馬其頓教會是在如何的生活狀況下卻仍然大方的給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