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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基督徒平均奉獻家庭收入的2.5%



在美國教會，不到½ 的會眾支撐著教會的經濟



真正十一奉獻的基督徒少於3% 



提摩太前書 6: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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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囑咐他們行善
，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捨，樂意供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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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今世富足的人”

誰是富足的人？



全世界只有8%的人有車



80%的世人每天靠著美金不到＄10過活。



47%的世人每天靠著美金不到＄2.50過活。



18億人口家裡沒有水源



18億人口家裡沒有水源

美國每年花＄118億在瓶裝水上面

(＄11,800,000,000)



全世界有40%的人沒有基本的盥洗設備



這世上每三秒就有人死於飢餓。



25%的世人住在沒有電的地方



只有1％的世界人口接受大學教育



這世上有22億個小孩



這世上有22億個小孩

10億個小孩生活窮困



How much it would cost…

基本教育給世界上的窮困人家： $60億



How much it would cost…

基本教育給世界上的窮困人家： $60億

供給水和盥洗設備： $90億



How much it would cost…

基本教育給世界上的窮困人家： $60億

供給水和盥洗設備： $90億

基本的保健及營養食品： $130億



How much it would cost…

基本教育給世界上的窮困人家：$60億

供給水和盥洗設備： $90億

基本的保健及營養食品： $130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otal: $280億



How much America spends on…

•美國每年花在化妝品的費用：$80億

•美國每年花在冰淇淋的費用：$200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otal: $280億



馬太福音13:22 

撒在荊棘裡的、就是人聽了道、後來有
世上的思慮、錢財的迷惑、把道擠住了
、不能結實 。



提摩太前書6:10

貪財是萬惡之根。







提摩太前書6:9-10 

但那些想要發財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
網羅和許多無知有害的私慾裏，叫人沉在
敗壞和滅亡中。

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貪戀錢財，就被引
誘離了真道，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馬太福音6:19-20 

不要為自己積儹財寶在地上；地上有蟲子
咬，能銹壞，也有賊挖窟窿來偷。只要積
儹財寶在天上；天上沒有蟲子咬，不能銹
壞，也沒有賊挖窟窿來偷。



地上的財寶



這不是財寶



啓示錄 21:19 -21

城牆的根基是用各樣寶石修飾的：第一
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藍寶石；第三是綠
瑪瑙；第四是綠寶石…城內的街道是精
金



路加福音12:20-21

神卻對他說：『無知的人哪，今夜必要
你的靈魂；你所預備的要歸誰呢？』

凡為自己積財，在神面前卻不富足的，
也是這樣。



馬太福音6:19-21 

不要為自己積儹財寶在地上；地上有蟲
子咬，能銹壞，也有賊挖窟窿來偷。只
要積儹財寶在天上；天上沒有蟲子咬，
不能銹壞，也沒有賊挖窟窿來偷。因為
你的財寶在哪裡，你的心也在那裡。



馬太福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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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主人God is the Owner

創世紀1:1 起初神創造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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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主人God is the Owner

創世紀1:1 起初神創造天地。

利未記25:23  地不可永賣，因為地是我的；你
們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

哈該書2:8 萬軍之耶和華說： “銀子是我的，
金子也是我的。

歷代志上29:11 耶和華啊，尊大、能力、榮耀
、強勝、威嚴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
；國度也是你的



神是慷慨的主人God is gener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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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摩太前書 6:17 



神是慷慨的主人God is generous

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神，既是天地的
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
所服事，好像缺少甚麼；自己倒將生命、
氣息、萬物，賜給萬人。

使徒行傳17:24-25 



神給你力量得錢財

恐怕你心裏說：『這貨財是我力量、我
能力得來的。』你要記念耶和華你的神
，因為得貨財的力量是他給你的。

申命記8:17－18 



從神而得的獻給神

我算甚麼，我的民算甚麼，竟能如此樂
意奉獻？因為萬物都從你而來，我們把
從你而得的獻給你。

在歷代志上29:14 



我們是管家We are Mana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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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永存的帳幕裏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
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義，在大
事上也不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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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
你們在別人的東西上不忠心，誰還把你們自
己的東西給你們呢？

路加福音16:9-12 



舊約的奉獻原則

1. 獻祭： 燔祭，素祭，贖罪祭，平安祭 （利
未記 1-4章）

2. 把自己最好的獻給神： 凡投胎的，都分別
爲聖，歸神。 （出埃及記 13）

3. 奉獻十分之一： 申命記 14：22-29，利未
記27:30， 民數記18:21-24



奉獻：我們該給多少？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
因為你們將薄荷、茴香、芹菜，獻上十分之
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義、憐憫、
信實，反倒不行了。這更重的是你們當行的
；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馬太福音23:23



甘心施捨, 多多施捨 Be Generous

耶穌抬頭觀看，見財主把捐項投在庫裏，又
見一個窮寡婦投了兩個小錢，就說：「我實
在告訴你們，這窮寡婦所投的比眾人還多；
因為眾人都是自己有餘，拿出來投在捐項裏
，但這寡婦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養生的都
投上了。」

路加福音21:1-4 



奉獻是崇拜的一部分
Offering is part of worship

論到為聖徒捐錢，我從前怎樣吩咐加拉
太的眾教會，你們也當怎樣行。每逢七
日的第一日，各人要照自己的進項抽出
來留著，免得我來的時候現湊。

哥林多前書16:1－2 



Attitude of giving: a cheerful g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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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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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後書9:7-8 



新約的奉獻原則

1. 神是主人 God is the Owner

2. 神是慷慨的，信實的 God is generous and faithful

3. 我們是管家 We are managers: 神會審判我們管理的結果

4. 奉獻是慷慨的，也是定期 Give generously and regularly

5. 樂意的奉獻 Give cheerfully：這是神所喜愛的

6. 藉著錢財來做傳福音的事工 Use worldly wealth to bring 

the lost to Christ. 



提摩太前書 6: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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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囑咐他們行善
，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捨，樂意供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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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