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一. 晨興聖言追求：本週進度『出埃及記結晶讀經(七)』，晨興聖言第二週：認識神和祂的道路(法則)。
二. 2016 夏季結晶讀經錄影訓練：地點：進士會所。
週六 0930~1200

週六 1500~1730

週日 1900~2130

週一 1900~2130

週二 1900~2130

週三 1900~2130

7/31 第九篇
8/1
第十篇
8/2 第十一篇
8/3 第十二篇
三.進士會所球場等工程：需經費 80 萬，目前所收奉獻 255,900。
四.禱研背講訓練：錄影訓練期間中暫停數次，8/15(週一)晚間 19:30~21:30 恢復。
五.宜蘭縣學生暑假生活園：8/24(三)～8/26(五)，於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三星分校，歡迎宜蘭縣眾召
會之所有學生、家長、各環服事者，並鼓勵同學、朋友一同報名參加。
六.宜蘭縣眾召會 2016 年中相調特會與展覽：8/26(五)晚上～8/28(日)，於耕莘專校風雨禮堂舉行，請弟
兄姊妹彼此邀約，也歡迎福音朋友同來享受神家的豐富。
七. 全台路加聖徒集調報名：8 月 20 日至 21 日於香格里拉冬山河渡假飯店舉行。歡迎宜蘭本地聖徒報
名參加，一同有分聖靈在這地的行動，報名不限路加聖徒，報名聯絡人：林紫筠姊妹 0936-685-813。
八.南京市召會親子聖徒來台相調：8/4~8/5 將至宜蘭相調，8/4 日需接待一晚，請聖徒打開家，同享身
體恩典，接待總管：李建廷 0918-057-242、林世麟 0935-280-000 弟兄。

 禱告事項
一. 聖徒的召會生活：各排各區彼此餵養牧養，邀約每個聖徒均入排，實行生養教建的生活。
二. 蘇澳鎮召會舊會所重建：建築圖已完成，已送宜蘭縣都委會審查，請聖徒持續為此代禱。
三. 池上鄉召會購置會所：為 台東縣池上鄉召會購置會所順利完成，尚缺 200 萬元，需要眾召會的扶
持與代禱。
四. 尼伯特風災受損：台東眾召會(台東市、卑南、金峰、大武、鹿野鄉)預估修繕費用為：3,256,000
元整，請弟兄姊妹代禱並紀念。
五. 暑期印度之行：遊學團已抵達當地多日，請為他們得著屬靈的益處與對主更深的經歷代禱。
六. 新受浸聖徒：六月/翁坤化、翁簡佳縈、陳春羽、周嘉垣、許庭瑄、黃宥菁等弟兄姊妹，得救後繼
續受餵養，並穩定在召會生活中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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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身體的建造（下）
召會中的權柄
召會中不僅有生命的問題，還有權柄的問題。羅
馬十二章三節說：
『你們…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乃要照著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度量，看得清明適度。』
若是你蒙恩是一隻手，他蒙恩是一個指頭，另有人蒙
恩是臂膀，還有別人蒙恩是腳；雖然肢體大小各有不
同，但都是肢體。你不能在那裏驕傲，看自己過於所
當看的。所以，臂膀在手上頭，手在手指上頭，這就
叫均平，也叫作等次。一個召會越得着主的救恩，裏
面基督的成分就越多，基督的身量也越大；同時，召
會中的權柄也就越顯明。世界的社會都是組織，所以
不是講專制，就是講民主。然而，召會不是組織，乃
是個生機體；所以，召會的治理，不是組織的問題，
乃是生命的問題。
此外，每一個真實蒙恩，活在生命之靈裏的人，
定規發現自己在基督身體裏的地位，及在眾肢體中
的等次。在召會中，階級是沒有的，等次是有的；轄
制是沒有的，順服是有的。在以弗所書裏不講各肢體
的階級，只講各肢體依其度量而盡功用。如何能替我
們的膀臂、我們的手冠一個階級名稱呢？說手和膀
臂沒有階級是對的，但手和膀臂之間有一個等次。
我們的元首是基督，祂是我們獨一的權柄，我們
是彼此作肢體；只不過在我們中間，在身體上，仍然
有等次，有權柄的問題。我們必須認識，我們的權柄
就是那位和我們最接近的聖徒，他就是我們的權柄。
好比手和指頭最接近，手就是指頭的權柄。一個活的
召會，一個正常的召會，一個活在靈裏的召會，一個
成功基督身量的召會，我們一到他們中間，立刻能看
見他們真有身體的彰顯。他們彼此作肢體，彼此聯
結，各人都知道各人的等次。在那裏一切是立體的，
是滿了生機的，而不是平面的、欲振乏力的。在召會
中，所謂的意見多，沒有第二種解決之道，只有服在
十字架之下，接受破碎，纔能知道該聽誰的話，纔能
知道在基督裏的權柄和等次。一個像樣的召會，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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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立體的召會，在其中事奉的弟兄姊妹，各人知道
自己應有的地位，以及彼此的關聯。
在召會中，沒有獨裁或專制 也沒有民主，更沒
有地位的高低；弟兄姊妹乃是共同配搭，成為一個生
機的身體。召會不是組織的，召會乃是生機的。正常
的召會生活，乃是一個生機身體的活動；那些使徒
們、長老們、事奉神的人，乃是眾肢體，在一個生機
體裏各盡功用，各站地位。他們認識生命，認識權柄，
並且守住生命的等次。盼望弟兄們，都能在主面前好
好學習；學習認識生命，我們中間沒有一個集中的權
柄，我們身邊的弟兄就是我們的權柄；和我們一同作
肢體事奉主的人，就是我們的權柄。
建造基督的身體
以弗所四章說，『全身藉著每一豐富供應的節，
並藉著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聯絡在
一起，並結合在一起，便叫身體漸漸長大。』身體上
的每一個節，都有其藉生命發展的度量，能豐富的供
應各肢體；若都能各按其職，各盡功用，結果就叫整
個身體得建造。所以，一個剛強的召會，一個得着建
造的召會，都是因為眾聖徒認識生命的等次，站住自
己的地位。真理都是兩面的。一個蒙恩的人，就着在
神家裏作弟兄來說，都該有個格；但就著在基督的身
體裏來說，個格沒有了，因為是一個身體，只有一個
人位。有的弟兄姊妹，堅持要在身體裏有自己的個
格，結果就使身體寸步難行。他必須認識他是身體上
的一個肢體，若是單獨作肢體，就會變成身體上最難
看的肢體；但他若是守住自己的等次，他就會是美麗
的肢體。這一切問題的關鍵，都在於我們裏面的生命
有多少。若是我們裏面的生命彀豐盛，這生命會要求
我們脫離個人，脫離個人主義，脫離單獨，脫離成見
與驕傲。如此，召會纔能達到基督長成的身量，召會
纔會是一個剛強的召會；至終，召會纔能完滿的彰顯
基督的豐滿。(摘錄自認識生命與召會第十一篇)

召會生活--------------------------------------------員山鄉召
會家聚會蒙恩見證
遇見你們
上個月週二晚上禱告聚會，一位姊妹邀約我們週三下午到她家認識一下她中風的弟弟，並一同吃
飯，傳傳福音。初次見面，我們就唱了『每當我喊主耶穌』這首詩歌。她弟弟今年約五十歲出頭，五年
前腦溢血右半身不遂，又傷到部分語言及聽覺神經，溝通上有些障礙。我們一邊唱，他姐姐一邊在旁隨
著歌聲用手指向歌詞，她弟弟也依序隨唱。雖然語音不全卻越唱越喜樂，唱完後教他呼喊主耶穌，主~
耶~穌，主~耶~穌。我們就拿起筆在日曆紙背面，寫上『我是某某弟兄』
，他微笑點點頭彼此握個手。另
一位姊妹寫『我是某某姊妹』
，因為名字與他姐姐的名字相近，他拿起筆在這兩個名字下劃線表示疑惑，
經姊妹詳細解說後才有點釋懷。
吃完飯，我們在客廳繼續用筆溝通。
『你想到教會來嗎？』他微笑點點頭，我們再寫『我們歡迎你
到教會來』他笑得更自然。又寫『你太太名字是什麼?』他頓了一下有些猶豫，思考一會兒，拿起筆寫
了出來，他們家人立刻翹起大拇指說：『好棒！』我們又寫『主耶穌愛你』，他點點頭同意，我們又寫
『主耶穌也愛你的家人』，他開始笑了，我們又寫『你可以跟太太來教會』，他滿心喜樂。
我們跟他姐姐說：
『他真好』
，他可以在聚會中坐得住，教會會為他準備一張吃飯專用桌，並鼓勵聖
徒用紙筆與他溝通。相信在人際互動中，語言會逐步獲得進展。盼望他能從家中走出來，帶到召會來讓
他病情能好轉，心情能開朗。我們的主絕不放棄這些生命缺陷的人，主的愛及弟兄姊妹的愛能醫治他。
走之前，再度與他握手，居然能聽到他比較清晰的說『再見』！這次家聚會真是主恩滿溢，期待再
次相逢。(員山鄉召會聖徒)

晨興拾穗-------------------------------------------------------認識神和祂的法則
何六 6：
『我…喜悅…認識神，勝於燔祭。』神喜悅我們認識祂，比我們對神的事奉更重要。我們
對神的事奉，該根據我們對神的認識—認識神是神。我們不只要認識祂是父，也要認識祂作我們的神。
我們認識神，才能接受祂的道路。
出三三 13 上：『…求祢叫我知道祢的道路(法則)。』神的法則，就是祂對付我們的方法，這樣的
對付，是極其個人、主觀的臨到我們。神知道怎麼樣對付我們，使我們認識祂，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
意念，祂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許多事無從解釋地臨到我們，在家庭、婚姻、召會生活中，總是叫
我們感到困惑，更多時候，這些叫我們軟弱、失望灰心了。但不因主絆跌的有福了。有一天，一切事
都要得著解釋，我們也要看見神是對的。祂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有許多事是我們現在不能明白或
領會的。我們站在審判台前的時候，不僅是我們要受審判，不僅我們要向主解釋許多事，神也要向我

們解釋許多事。將有許多事例，我以為自己是對的，其實卻錯了。也將有一些事例，神要說，
『我是對
的，但你也是對的。』

聖徒奉獻蒙恩見證（二）----------------------------------按著
神的原則理財
基督徒理財的⽅法，和不信的人理財的⽅法完全不⼀樣。基督徒理財的⽅法乃是給。不信的人理財
的⽅法，乃是積蓄。基督徒應該如何活在地上，才會永遠不缺少？神應許我們活在地上不缺少。天上的
飛鳥沒有缺少糧食，地上的百合花沒有缺少美衣，神的兒女也不會缺少衣食。神的兒女如果有缺乏，定
規有緣故。所有在收入上有困難的弟兄姊妹，都是因為沒有按著神的原則來理財。神不要我們有⼀個缺
乏，沒有法子生活。所有的人，陷落到缺乏的時候，都是由於沒有按著神的⽅法來理財。我們如果按著
神所定規的律來用錢，就不會落到貧窮裡。
（摘錄自《倪柝聲文集》第三輯第三冊第二十八篇）

在缺乏中經歷奉獻的美果
我們這個家在教會中配搭服事多年，在生命的

但我們的信心不僅一次一次得加強，更是在神的同
在裏領受生命的醫治與恢復。

經歷上常常領受到主恩的美善，一路上路滴脂油恩

主在財務上教導我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敬畏

重重，主有豐盛的慈愛與憐憫，我們家也確切的經

神，聽從聖靈的帶領，以奉獻尊榮神，在造成財務

歷到主是以馬內利（神同在）
，感謝主，但在我們信

破口的事上儆醒禱告並且與神同工，虧缺神的、虧

仰的這些年中卻有一件事是我們一直無法掙脫的…， 缺人的都要對付清楚，感謝主，不管是這些年的，
就是財務上的缺乏。
在信主的頭兩年，我們也過奉獻的關，將全人
和全家奉獻給主，也在各面的服事上積極配搭，甚

甚至連二十多年前的虧欠，不管是記憶猶新，或者
是早已忘懷的，主都幫助我一一對付，並且帶著虧
欠的心和感恩的心來做。

至在財物的奉獻上積極擺上寡婦的兩個小錢。感謝
主，一路走來恩典夠用，就像在曠野中領受嗎哪一

感謝主，還清債務不再是我們的勞苦重擔，而

樣，但是多年來好像一直就停在那裏，我們家在財

是我們的渴慕，我們全家奉主的名宣告我們要還清

務上的破口還是一直都在，並且隨著自己的疑惑和

債務，並且照著舊約十一奉獻以及新約甘心樂意的

埋怨而有破口越來越大的趨勢。

原則來回應神的愛；感謝主，我們真是經歷到神重

感謝主，在極大的困境中我們轉向神，更加認

新建立我們這個家，神不僅在財務上賜福於我們，

識神樂意賜福於我們，只是我們的生命有一些破口

幫助我們堵住了財務上的破口漏洞，更是幫助我們

造成虧損；當我們在極度荒涼中，我們必須學習不

的生命領受醫治和恢復，也幫助我們全家更加同心

憑眼見，而用信心的宣告來支取神的豐盛，而奉獻

合意，更加蒙福。何等大的恩典，主！我們感謝您！

在我們家的主觀經歷上，就是這信心的宣告，我們

(宜蘭眾召會聖徒)

對奉獻有重新的認識，原來能奉獻是神恩待我們，
原來地有出產才能有奉獻，雖然在過程中有些困難，

蒙福的秘訣

談到教會中的十一奉獻，它不是例行的規條，

召會生活，顧到孩子。林後九章 6、7 節說:「…少種

它乃是蒙福之路！聖經上說: 以此試試我，是否為

的少收，多種的多收。各人要照心裏所酌定的，不

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

要作難，不要勉強，因為神喜愛樂意施與的人。」這

（瑪三 10 下）主的話是信實的，這是萬軍之耶和華

定律含有主的應許。在人看奉獻財物，是把財物給

鄭重的應許！我在追求到這話時，便去經歷它。我

出去了，那知在神看奉獻財物乃是撒種，必會有收

能說:主藉著我們的信心，祝福我和我家一直沒有缺

成，少奉獻的少收，多奉獻的多收。所以只要蓋會

乏，直到今日。感謝主！

所，我都願意擺上我那一份，因為我得了蒙福的秘

我也經歷信基大樓的奉獻，用分期付款完成，
而那時正買房子，缺錢需周轉，但主也讓我在 12 年，
就完成房屋貸款無負債，而且可以兼職上班，顧到

訣，就是先顧到神在地上的權益，神必顧到我們日
用所需。(宜蘭眾召會聖徒)

財物奉獻與神今日的行動
貳、基督徒理財之法
基督徒理財的方法乃是給，
一、基督徒理財的方法乃是給
，不信的人理財的方法乃是積蓄
基督徒理財的方法，和不信的人理財的方法完全不一樣。基督徒理財的方法乃是給。不信的人理
財的方法，乃是積蓄。今天我們要題起的問題，乃是基督徒應該如何活在地上，才會永遠不缺少？神
應許我們活在地上不缺少。天上的飛鳥沒有缺少糧食，地上的百合花沒有缺少美衣，神的兒女也不會
缺少衣食。神的兒女如果有缺乏，定規有緣故，有毛病。所有在收入上有困難的弟兄姊妹，都是因為
沒有按著神的原則來理財。（節錄自《倪柝聲文集》第三輯第三冊第二十八篇）
神的供給是有條件的
我們信徒活在地上，我們的衣食，我們一切的需用，都得仰望神。如果沒有神的憐憫，我們就沒
有法子過日子。就是財主，也得靠神。在抗戰期間，我們看見許多財主也沒有衣，也沒有食。許多人
有一天要後悔。保羅說，不要倚靠無定的錢財。人若貪財，就多愁苦。只有信靠主的人，雖然也許沒
有什麼積，但是主不給我們有難處，主能彀供給我們一切的需用。不過我們需要知道，神供給人是有
條件的。
神如果能彀養活天上這麼多的飛鳥，神也能彀養活我們。老實說，如果有人要養活這麼多的飛鳥
是不成功的，如果有人要下肥料去養活地上那麼多的百合花，也是不成功的。但是，神有彀多的豐
富，可以養活天上的飛鳥，可以養活地上的百合花。神也有彀多的豐富，可以養活神的兒女。神不要
我們有一個缺乏，沒有法子生活。所有的人，陷落到缺乏的時候，都是由於自己有毛病，都是由於沒
有按著神的方法來理財。我們如果按著神所定規的律來用錢，我們就不會落到貧窮裡。
我們再讀路加六章三十八節。這一段聖經告訴我們，神是供給什麼種的人？你們必須看見，神肯
供給。神如果要供給，像出埃及記裡所說的，叫你吃得嘔出來，叫你吃得討厭了，這在神沒有難處。
千萬不要想神是貧窮的。千山的牛是祂的，萬山的羊是祂的，所有的都是祂的，但為什麼神的兒女貧
窮？為什麼神的兒女缺乏？不是神不能供給。但是，我們必須作一件事，合乎神的條件，才能得著神
的供給。禱告得答應是有條件的，連得救恩還是有條件的，就是相信。每一件事都有牠的條件，必須
我們作得對，才能彀得著。照樣，我們要得著神的供應，也要滿足神的要求。祂的要求是什麼呢？乃
是給人。主說，「你們應當給人，就必有給你們的。」
要給人就必有給你的
我曾看見好幾位弟兄，情形相當困難，都是因為他們的給不行，不是因為他們的收入不行。聖經
裡給我們看見一個基本的原則：要豐富，就得給；要貧窮，就可保留。誰在那裡只為自己著想，誰定
規是貧窮的人。誰在那裡學習給人，他定規豐富。神的話怎麼說，就是怎麼一回事。你們如果要避免
貧窮，你們就要常常給。你越拿出去，神越給你。你肯把你所有餘的給人，人也歡喜在將來的時候，
把他有餘的給你。你如果把二十分之一給人，人也把二十分之一給你。你如果把一千分之一給人，人
也把一千分之一給你。
你用什麼量器量給人，人也用什麼量器量給你。你怎麼對待你的弟兄姊妹，神也按著你待人的度
量來待你。你肯把養生的給人，人也就把養生的給你。你把你毫無用處，絕不會用的給人；人也就把
毫無用處，絕不會用的給你。許多人的收入出毛病，是因為支出出毛病。人如果支出不出毛病，他的
收入很不容易出毛病。神的話相當清楚。你給人，主就給你。你不給人，主也不給你。許多人只有信
心求神給他錢，可是沒有信心把錢給出去，怪不得他也不能有信心從神那裡把錢收進來。

二、基督徒的理財是量出為入
弟兄們，從你們一開始作基督徒，就要在用錢上學習一個基本的功課。基督徒有一特別的理財方
法；我要怎樣收入，我就得怎樣支出。換句話說，基督徒的理財是量出為入。世界上的人是量入為
出，我們是量出為入。你如果出去多少，你就會進來多少。所以一切愛財的人，一切斤斤較量的人，
都是不能接受神的錢的人，都是不能受神的供給的人。
所有的弟兄姊妹都知道，他應當仰望神來顧到他的需要。但是只有一種的人，是神肯供給他的需
要的，就是肯拿出來的人。主在這裡用的字很奇妙；祂是說，「用十足的升斗。」當神給人的時候，
絕沒有計較，從來是寬宏的。我們的神，從來是闊的。我們神的杯從來是洋溢的。神從來不小氣。祂
說，祂如果給我們的話，就是十足的升斗。祂給人的時候，乃是連搖帶按。你們買過米麼？許多賣米
的人，不肯讓你搖一搖升斗，稍微一量就倒出來。但是主說，連搖帶按。不止，還要上尖下流。我告
訴你，我們的神，是這樣闊的神。祂能彀連搖帶按，上尖下流的給你。不過祂說一句話；你們用什麼
量器量給人，也用什麼量器量給你們。你如果是計較的給人，算得很精明的給人；當神感動人供給你
的時候，也是算得很精明的給你。
你要給人，人才給你。許多人根本沒有學給人，卻老要神聽他的禱告。你必須先給人，才能有收
入。所以無論什麼時候，若沒有給你的，定規是你這幾天，在給人的事情上出毛病。我信主蒙恩，到
今天已經二十幾年了，我能彀作這樣的見證。你在給人的事上出了毛病，你就會缺乏。
（節錄自《倪柝聲文集》第三輯第三冊第二十八篇）

三、談財物奉獻
1.讚美的祭與奉獻的祭
讚美的祭與奉獻的祭（註：本篇信息為倪弟兄於一次主日擘餅前的交通記錄）
按照我從幾位兄姊那裡聽到的話說，這裡擘餅聚會的光景不大好。按我個人看，也實在覺得是這
樣。自然這其中原因有許多，並且很複雜。我想影響擘餅聚會光景的原因中，主要的莫如希伯來十三
章十五至十六節所說的：『我們應當靠著耶穌，常常以頌讚為祭，獻給神，這就是那承認主名之人嘴
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記行善、和捐輸的事；因為這樣的祭，是神所喜悅的。』這裡題到兩種祭，一
種是頌讚，一種是行善和捐輸。祭的意思就是，叫自己損傷，叫神有所得著。以頌讚為祭，就是自己
有所損傷，而將頌讚獻給神。捐輸的祭就是，在奉獻上有所損傷，而叫神有所得著。
擘餅聚會讚美不好，乃是因為捐輸、奉獻不好。奉獻要奉獻到「覺得」，意思就是要奉獻到一個
地步，自己真覺得有損傷。這樣的奉獻就是祭，這樣也就同時能獻上頌讚的祭。你若隨隨便便的奉
獻，你的讚美一定不好。你沒有奉獻的祭，也就沒有頌讚的祭。使徒告訴我們，要將頌讚的祭獻給
神，接著他又說到捐輸的祭。『只是』兩字表明下文還有東西，除了頌讚的祭之外，還有東西。「不可
忘記」，因為人是最會忘記的。不可忘記什麼呢？不可忘記行善和捐輸的事。然後使徒解釋說，「因為
這樣的祭，是神所喜悅的。」使徒把行善和捐輸當作祭，且是神所喜悅的祭。
讚美和奉獻好比人的兩隻腳，有一隻短了，走路就別想能彀走得好。讚美和奉獻又如鳥的雙翅，
缺一隻就不能飛。雖然你也許還有一隻翅膀，但沒有用，只有一隻翅膀不能飛。所以你來到聚會中，
看見有些虛浮的人，雖然也能讚美幾句，但他的讚美總是不好的。
2.財寶在那裡
財寶在那裡，
財寶在那裡，心也在那裡
我們的神是豐富的神，祂用不著人的錢，因為千山的牛，萬山的羊，都是祂的，金銀寶貝都屬於
祂。那祂為何還要人的錢？因為人的錢在那裡，人的心也在那裡。（太六 21。）錢是屬物質的，是最
屬地的。但聖經把神與瑪門並列，這證明人的心不是被神摸著，就是被錢摸著。神試驗人的心對祂如
何，乃在奉獻上知道得最清楚。
我從一九二二年開始為主作工起，到今天有十六年了。工作雖然不能說完全，但一切的缺欠都在

寶血遮蓋之下。我的奉獻有時十分之一，有時十分之二，有時十分之五。因為進款多少和時間都不一
定，所以覺得非常困難。然而什麼時候奉獻越覺得，什麼時候感謝和讚美的聲音特別響。有許多兄姊
能和我同說此話。一個靠信心生活的人，若只知道收入，不肯給出，我就很輕看。有的時候試驗一個
人如何，只要看他的奉獻如何。一個為神作工的人，至少須有十分之一的奉獻，因為全聖經中給我們
看見，即使是利未人，還要與全以色列民一樣，把十分之一奉獻給神。（民十八 25～29。）如果一個
工人只喜歡收入，把錢看得這樣重，還是勸他不要作傳道，去作世界其它賺錢的事。
有人告訴我，姊妹的奉獻比弟兄的更好。這也許是工人的失敗，因為別的題目都好說，獨有這個
題目不好說，今晚我在這裡不得不說。這也是我好多年想要說的，但沒有一個好的機會說，今天晚上
我就抓住機會說，因為不久我要出外去。聖經中記載弟兄偷錢，姊妹則奉獻。（路八 3，約十二 6。）
這乃是弟兄的羞恥。
3.不奉獻是不義
不奉獻是不義
再說得淺顯一點，若不奉獻乃是不義，因為會所的房租、電、水等，都需要錢。你不奉獻，乃是不
盡本分，要別人出錢給你坐。這乃是不義，不義乃是罪。不要想別人不知道，混在中間，但神會知
道。
4.進項當抽出一分為著奉獻
進項當抽出一分為著奉獻
許多人知道行傳二十章七節的聚會，但許多人忘記林前十六章的捐輸。那時，保羅要哥林多信徒
捐輸，因為耶路撒冷的聖徒有缺乏，現在我們不是把錢送到那裡去，但是本地也有許多聖徒有缺乏。
林前十六章二節說「每逢」，這意思是底下所說的，乃是規定的，也是命令的。保羅說，「每逢七日的
第一日，各人要照自己的進項抽出來留著。」這意思是，我們需要把進項豫先抽出。我們所有的收入
裡，有當抽出的一分是不可摸的。每當我們有任何進項，就當抽出一分，豫備奉獻。
5.施比受更為有福
施比受更為有福
感謝主，雖然我們缺乏，但還能從其中拿出來，幫助他人。我們要忠心奉獻，才能彀蒙主祝福。
要讓錢財流通，成為活動的，不可變作死海，好讓神能彀借其作工。主自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
（徒二十 35），我們若忠心的照主的話去行，必定要帶進大祝福。《倪柝聲文集》第二輯第二十三冊
第八十五篇
四、奉獻的原則
財物的奉獻－
不在於多少，
財物的奉獻
－不在於多少
，乃在於心在那裡
聖經題到奉獻，有幾方面的講究。第一是對財物的奉獻。財物奉獻多少，在聖經裡沒有一定的原
則。有人奉獻多，有人奉獻少。從前在古田有幾位弟兄將財產賣掉，那時我暫時請他們停止那樣作。
奉獻多少並沒有一定原則，有人奉獻全部。耶穌說，人要變賣一切來跟從祂。（太十九 21。）施浸約
翰說有兩件衣服的，要分一件與別人。（路三 11。）福音書說要照顧窮人。書信說教會要照顧我們中
間的寡婦，但家裡的人必須先照顧。（提前五 16，8。）林後八章十五節說多收的沒有餘，少收的沒
有缺。
今天的難處不是奉獻多少的問題，乃是錢財抓住了人。一個人在神的工作上不可能一面保留錢
財，一面卻說心裡愛主。（太六 24。）聖經說錢財在那裡，心就在那裡。（21。）要我們的心不被錢
財抓住，就得把錢送出去。錢若出去，心就出去。一個人愛主，就能彀自甘貧窮。自甘貧窮乃是叫心
出去的路。有時神會叫人變賣一切，有時主只叫人將多餘的擺上。但無論如何，心要出去。在使徒行
傳裡，使徒們責備亞拿尼亞未變賣他有餘之物。（五 4～5。）今天我們不應看見任何有餘。有餘在教

會中乃是一件羞恥的事。教會不應看見任何有餘，凡有餘的都應該分出去。
依凡姊妹（Sister Eva）說，每次她上床時，總想到為何她不省一點，叫外面的人能彀因此多得一
點。我們需要生活，需要顧到我們的家，但今天的問題是，我們只需要從收入中抽出一部分，只需要
降低一下我們生活的水準，就可叫我們身上的有餘出去。
今天我們說「交出來」，並非錢應如何處理的問題，而是人需要奉獻為主、為福音。在職業裡的
弟兄姊妹，主需要你們有在職的職事。這些年我們缺少新的男女同工出來。從前最多的時候約有四百
位同工，今天只有兩百位，缺了兩百位。今天若要補上這兩百位的空缺，就必須有一班人去賺錢。以
前我不敢說這話，今天我敢說：有些人需要出去賺錢，把錢拿來事奉神；有些人需要奉獻自己，去賺
錢來事奉主。或許他能賺一百萬，但他只叫自己生活過得去就是了，其餘所有錢財都為教會擺上。你
若只作個旁聽的人，則沒有事發生，你若是為同工擺上，這就要你的命。
當然神不要我們偏激，神要我們作得合乎中道。神是先要「我們」，以後才要「我們的」。先要我
們來，以後才要我們「的」來。我們不來，我們「的」神也不要。弟兄姊妹必須看見，一切都是為
主，一切都是以主為中心。我們的中心必須相同，雖然有人盡賺錢的職事，有人盡話語的職事，但是
中心仍是一樣。（節錄自《倪柝聲文集》第三輯第十一冊第七篇）
五、積蓄財寶在天上
在（馬太六章）十九、二十節王頒布說，國度子民不要為自己積蓄財寶在地上，只要積蓄財寶在
天上。積蓄財寶在天上，乃是將財物分給貧窮的人，（太十九 21，）並顧到缺乏的聖徒，(徒二 45，
四 34～35，十一 29，羅十五 26，)以及主的僕人。（腓四 16～17。）二十一節說，「因為你的財寶在
那裡，你的心也必在那裡。」國度子民必須將他們的財寶送到天上，使他們的心也能在天上。他們去
那裡以前，他們的財寶和他們的心必須先到那裡。
表面看來，在…這一段，主說到國度子民的理財，事實上，衪論到憂慮的事。…主似乎也在摸我
們的心，因為我們的財寶在那裡，我們的心也在那裡。…全世界都被憂慮糾纏。憂慮是使世界活動的
齒輪，牠刺激全人類的文化。我們的生活若沒有憂慮，就沒有人會作什麼，反而人人都會閒懶。因
此，主摸我們的憂慮，就摸著為人生活的齒輪。
現在讓我們來看主在十九至三十四節的用意。主是要青年人完成學業，還是要他們中途退學，像
空中的飛鳥一樣？憂慮是不對的，因為憂慮不屬於神聖的生命。神的生命沒有憂慮。然而主並不是
說，我們不該盡自己的本分。當主把以色列人帶進美地時，他們都必須在那地工作，那是他們的本
分。美地是否出產豐富的收成，在於好些事：天氣、陽光、適量的雨水、合式的溫度。這些事沒有一
件在以色列人的支配之下，他們的責任就是在那地勞苦。他們不僅為自己勞苦，也為飛鳥勞苦。他們
若不耕作，飛鳥就很難存活。盡自己的本分是對的，也是必需的，但憂慮就不對了。同樣的，今天我
們必須盡自己的本分，但不要為我們的生活憂慮。你捨不得給人是因著你的憂慮。因著憂慮，你就喜
愛物質的東西。你若沒有憂慮，就不會在意物質的東西。反之，你會讓別人得著那些東西。使我們困
擾的乃是憂慮。
幾年之後，我們許多青年人都將獲得學位。我信在主主宰的祝福之下，許多財富會進來。那時你
需要記得，你進學校讀書不是因著憂慮，乃是要盡本分。因此，你帶進的財富不該為著你的憂慮使
用，而該為著你的本分使用。你的本分就是給，就是積蓄財寶在天上。不要想當百萬富翁，不要竭力
想有一百萬元的積蓄。反而要學習給，積蓄財寶在天上。要把你的財寶從地上轉到天上。這樣，你就
不是地上的百萬富翁，乃是天上的百萬富翁。你的本分就是獲得學位，然後去賺錢。但不要想成為百
萬富翁，卻要照著天父的生命和性情，作個樂意施捨的人。這乃是這段話的意義。
（節錄自《馬太福音生命讀經》第二十二篇 p.303-3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