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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捐的真義樂捐的真義 林後九

保羅用「少種少收、多種多收」

來說明供給聖徒是一件蒙福的事

鼓勵信徒要用積極、正確的態度來參與

九1-7保羅提醒信徒要預備捐獻，心態是什麼樣？

九1 論到供給聖徒的事，我不必寫信給你們。

林前從第七章開始，就常常用這樣的方式 -
好像一個主題結束了、另外再開始一個主題。

有人認為第九章是一個新的開始

甚至也有 認為好像是另外 封信甚至也有人認為好像是另外一封信

但如果看整個的內容，其實是和第八章有關的…

八24 所以，你們務要在眾教會面前顯明你們愛心的憑據，

並我所誇獎你們的憑據。

第九章就是在處理誇耀，也就是誇獎信徒已經預備好了這樣的事情。

九2 因為我知道你們樂意的心，常對馬其頓人誇獎你們，
說亞該亞人預備好了 已經有 年了；說亞該亞人預備好了，已經有一年了；

並且你們的熱心激動了許多人。

保羅重提往事 年前 提醒你們 也起 意保羅重提往事：一年前就提醒你們、也起了意、

你們也願意，好不好趁現在做個收尾呢？

我也已經對別人說了 你們願意這麼做我也已經對別人說了，你們願意這麼做。

九3-5 盼望哥林多教會的弟兄姐妹，你們要作預備了，

你早早預備、那麼你就不會羞愧，也真的顯明你是樂意的。你早早預備、那麼你就不會羞愧，也真的顯明你是樂意的。

你發現保羅是很客氣的、有一點壓力，

行善基本條件是不能勉強、也不能用律法來強制，行善基本條件是不能勉強、也不能用律法來強制，

所以保羅的口氣很溫和

重要是他提出了這個意見，信徒也願意、回應樂意的心，重要是他提出了這個意見，信徒也願意、回應樂意的心，

只是現在時間有拖延，保羅就提醒他們

所以第八章、第九章這個語氣所以第八章 第九章這個語氣

是勸告式、鼓勵式的，而不是命令式的。

律法的精神就是愛，

愛 應遵 律所以愛神，就回應遵行神的律法

被基督的愛激勵，就甘願獻上自己，

好像第八章馬其頓人委身於神好像第八章馬其頓人委身於神，

也委身於神的僕人的福音事工，

全部都是因為愛的動力全部都是因為愛的動力

這種甘願獻上自己、獻上我所有，

因為知道我全部的所有都是屬於主的，因為知道我全部的所有都是屬於主的，

這是聖經教導我們的原則、也是許多基督徒的經歷。

我們在教會裏的奉獻，可以支持對內、對外的聖工，我們在教會裏的奉獻，可以支持對內、對外的聖工，

或說在慈惠的事上，盡上自己的心力。

我個人服事的教會也有一些愛心的工作：我個人服事的教會也有 些愛心的工作

在教會有一個愛心的專戶，

弟兄姐妹將奉獻放在信封裏，弟 妹將奉獻 在 裏

特別寫明是為愛心專戶來使用。



愛心專戶一方面幫助急難的弟兄姐妹，

息另方面就是一個無息的借款，

特別幫助沒有辦法繳得起學費的學生，

申請 透過小組長 專戶三位同工申請，透過小組長、專戶三位同工，

實際去瞭解、帶回來開會、做成決議，

特別對學生的助學借款，等到學生畢業了，特別對學生的助學借款，等到學生畢業了，

工作一年以後，就可以按期的來歸還，

以致於可以幫助其他的人以致於可以幫助其他的人

愛心專戶，不光是弟兄姐妹特別的指名奉獻，

有時還是不夠，就在教會每月的經常費，有時還是不夠，就在教會每月的經常費，

除去所有一切的開支之後，

有餘的十分之一，固定撥到愛心專戶有餘的十分之 固定撥到愛心專戶

讓這個專戶的確是可以有一些幫補，

為著需要的弟兄姐妹為著需要的弟 妹

除了奉獻箱以外，在我們會堂外面有一個小小的信箱

上面寫的是五餅二魚 就是提醒信徒上面寫的是五餅二魚，就是提醒信徒 -
每個月可以奉獻一百塊，

擘開以後、可以給許多的人分享擘開以後、可以給許多的人分享

一個月開箱以後，或多或少，

在同工會決定資助哪一個福音的單位、在同工會決定資助哪 個福音的單位

或是特別需要的牧者的家庭

福音機構通常都是很缺乏經費的，福音機構通常都是很缺乏經費的，

我們但願獻上這少少的一點，

讓弟兄姐妹經歷到神的心意；讓弟兄姐妹經歷到神的心意；

整年可以支持十二個單位，

每個人每個月一百塊錢就好。每 每 月 塊錢

宣教更是需要的 -
我們也支持一些海外的、例如緬甸、泰國我們也支持 些海外的 例如緬甸 泰國

一些比較特別需要的單位，兒童之家、神學院。

這一些其實都可以，可以發掘、別人也會介紹，

去瞭解了真相之後 就可以在教會來發動去瞭解了真相之後，就可以在教會來發動，

可以認領兒童之家的孩子們、

或其他的工作或其他的工作，

大家很踴躍的參與、每個人都十分的喜樂

還有社會急難救助，南亞海嘯、八八風災還有社會急難救助，南亞海嘯、八八風災

許多的這一切，都在讓神的兒女操練

在金錢上、在樂捐上的學習，這是好的！在金錢上 在樂捐上的學習 這是好的！

就像保羅所說：對你們是有益的，

讓我們可以很樂意的，把神所給我們的擺上。樂

九6 少種的少收、多種的多收，

「種」就是現在所給出去的，種」就是現在所給出去的

可以收更多的善行，這話是真的。

種 - 現在所給出去的

收 - 可以有更多的善行、可以再擺出去

這裏不是在講成功神學、豐盛神學 -
我給得多 上帝就給我更多我給得多、上帝就給我更多，

為著要得更多、我就去給吧，不是這樣！

是更清楚的看見我能夠做更多幫助人的事，是更清楚的看見我能夠做更多幫助人的事，

重要是樂意的態度，樂意的態度

是蒙神喜愛的原因，而不是要跟神交換更多的恩典。是蒙神喜愛的原因，而不是要跟神交換更多的恩典

九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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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捐得樂意的人是神所喜愛的

要常常檢視自己樂捐、擺上的動機：

為自己的虛榮心為自己的虛榮心 –
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我的善行、我屬靈

我付出一點點，希望能夠得著更多我付出一點點，希望能夠得著更多

這個動機主在鑒察，只有單純的、照著主的心意行的

樂意的態度，才能夠真正的討主的喜悅，樂意的態度 才能夠真正的討主的喜悅

就好像主耶穌特別讚美寡婦的兩個小錢，是一樣的。



九8-15 多給的，就再多加給你們 -講到捐獻所帶來的祝福…

九8-9 神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地加給你們，

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樣善事。

如 記 他施捨錢財 濟貧窮如經上所記：他施捨錢財，賙濟貧窮；

他的仁義存到永遠。

樂捐是蒙福的事情，而且可以多得神的祝福。

路六38 你們要給人，就必有給你們的，並且用十足的升斗，路六38 你們要給人 就必有給你們的 並且用十足的升斗

連搖帶按，上尖下流地倒在你們懷裡；

因為你們用甚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們。

這是神的應許，這是神的應許
我們會從

個人、教會，兩個方面來看蒙福的事情個人 教會 兩個方面來看蒙福的事情

奉獻、樂捐、捐助，所帶來的蒙福的恩典

九8-11 個人的蒙福。九9 用 詩一一二9的話：

施捨錢財 賙濟貧窮 他的仁義存到永遠施捨錢財、賙濟貧窮，他的仁義存到永遠。

不是因信稱義的義，而是善行施捨的義。

第九節的應用放在第十節…
10 那賜種給撒種的，賜糧給人吃的，

多多加給你們種地的種必多多加給你們種地的種子，

又增添你們仁義的果子。

從 個物質的層面 跳到屬靈的層面從一個物質的層面、跳到屬靈的層面，

不單是有種子、長出來的果子

原文還有一個是「讓它長大原文還有一個是「讓它長大」-
所擺上的會有結果，而且是非常豐盛的結果

這是對個人身上的蒙福這是對個人身上的蒙福，

因為有一個單純幫助人的動機，

所以引出來的就是感恩、而不是炫耀。所以引出來的就是感恩、而不是炫耀。

九12-15 教會的蒙福：可以幫補聖徒的缺乏，

可 把榮耀歸給神 把感謝歸給神 也蒙聖徒記念可以把榮耀歸給神、把感謝歸給神，也蒙聖徒記念。

九11 叫你們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捨，

就藉著我 感

第八章講到「均平」，是一個屬靈的準則，

就藉著我們使感謝歸於神。

沒有誰比誰高、誰比誰有錢，不是這樣

那是一種互相的幫補，最後把榮耀歸給神的

九12 因為辦這供給的事，不但補聖徒的缺乏，

而且叫許多人越發感謝神。 解釋九11

你我的擺上，讓很多的人得著了他所需要的，

我們感謝神 - 我們有能力擺上

他們感謝神 - 他們得著他們所需要的

為什麼引起感恩、誰來感恩、誰把榮耀歸給神呢？

就是接受到捐款的人，把感謝、榮耀來歸給神。

九14 受施的人，不但因為給他的人就把榮耀歸給神，

也與給他的人 那個施予者 產生了心靈的契合也與給他的人、那個施予者，產生了心靈的契合…

九14 他們也因神極大的恩賜顯在你們心裡，

就切切地想念你們 為你們祈禱就切切地想念你們，為你們祈禱。

保羅不斷在講接受者的心態，又把接受者、

給予者的心，緊緊的、密契的連在一起。

九13 他們從這供給的事上得了憑據，知道你們承認基督九 們從這供 的事 得了憑據 道你們承 基督

順服他的福音，多多地捐錢給他們和眾人，

便將榮耀歸與神。

他們得到了幫補、需要得著了滿足

看見給他們幫助的人，是一個真正的神的兒女，看見給他們幫助的人 是 個真正的神的兒女

不只是順服福音的教義，而是順服福音的真諦，

用行為來證明他們是屬神的行 來 屬

他們彼此就連在一起了，這是非常美的！



這個地方所講的是外邦教會，捐款給耶路撒冷窮困的信徒，

在這樣的理念 行動當中 看到了合 的真理在這樣的理念、行動當中，看到了合一的真理 –
中間那個牆已經倒了，雙方可以連結在一起，

耶路撒冷猶太基督徒，知道外邦信徒百分之百是神的兒女耶路撒冷猶太基督徒，知道外邦信徒百分之百是神的兒女

透過外邦教會的捐助、真正愛心的流露，顯明他們是

同受一個靈、同得一個主、同享一個福音的好處同受 個靈 同得 個主 同享 個福音的好處

所以有時我們只看到樂捐、捐款、東西，

其實在裏面更多是愛、合一、彼此記念、謙卑，其實在裏面更多是愛、合一、彼此記念、謙卑，

更多知道主權歸給神、更多把榮耀感謝歸給神

裏面所運行的生命、內涵、彼此的滿足、心靈的契合，裏面所運行的生命 內涵 彼此的滿足 心靈的契合

其實是更美、更豐盛！

在這章裏，保羅教導我們樂捐真正的意思：在這章裏，保羅教導我們樂捐真正的意思：

捐的樂意的人是神所喜愛的，是出於

主的愛的鼓勵，不是用樂捐來與神交換恩典主的愛的鼓勵 不是用樂捐來與神交換恩典

所以再強調 - 動機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還是要防範「成功神學」的錯誤…
聖 裏 有許多神會賜 豐盛恩典的應許聖經裏面有許多神會賜下豐盛恩典的應許，

有屬物質的、也有屬靈的。

有些信徒 味的強調物質的 看得見的祝福有些信徒，一味的強調物質的、看得見的祝福，

質疑 - 如果一個人很愛主，怎麼會碰到苦難呢？

應該是凡事順利、事事順遂才可以。應該是凡事順利、事事順遂才可以。

如果用這樣的觀點在保羅身上，真的是難解之謎

如果用這個觀點來看耶穌，那更是不成功如果用這個觀點來看耶穌 那更是不成功

 創世記約瑟，在主人波提乏家裏，耶和華與他同在、

就百事順利，但遭遇的苦難也有很多就百事順利 但遭遇的苦難也有很多

聖經裏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

所以保羅先在第八章 以馬其頓教會在極窮之間，所以保羅先在第八章 以馬其頓教會在極窮之間

仍然顯出樂捐厚恩的見證，帶出榜樣、均平的原則；

第九章勉勵哥林多教會履行承諾、教導樂捐的真義。

非常周全的論述，也杜絕了成功神學論者偏頗的言論。

禱告禱告謝謝主，

教導我們樂捐的真義；

也求主讓我們以實際行動也求主讓我們 實際行動

來回應你的教訓。

這樣的禱告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這樣的禱告奉耶穌基督的聖名，

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