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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種的少收，多種的多收
神為聖民預備的，是何等豐盛、何等永遠的恩典！單單就看得見的世界而
論，宇宙是何等浩瀚無垠、無法測度，如此地豐盛、美麗；那看不見的靈界更會
廣大、豐盛、美麗到何種程度呢？神為聖民預備的永遠，會是何等地長久呢？神
正以永遠無限的慈愛、恩惠和豐富，在引導著蒙愛的聖民、供應所需、成全其生
命，也每日加添永遠的冠冕。聖民要看見、享受、跟從、感謝，並要傳揚！不應活

1 論到供給聖徒的事，我不必寫信給你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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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有一年了；並且你們的熱心激
動了許多人。3 但我打發那幾位弟兄去，要叫你們照我的話預備妥當；免得我
們在這事上誇獎你們的話落了空。4 萬一有馬其頓人與我同去，見你們沒有預
備，就叫我們所確信的，反成了羞愧；你們羞愧，更不用說了。5 因此，我想
不得不求那幾位弟兄先到你們那裡去，把從前所應許的捐貲預備妥當，就顯出
你們所捐的是出於樂意，不是出於勉強。6「少種的少收，多種的多收」，這話
是真的。

在狹窄、自私、貪婪的綑鎖和限制中，不應該脫離神豐盛的慈愛與恩典而活。
聖民正活在神所安排如此廣大的世界中，也活在如此永遠的時光裡。並且
那廣大的世界與靈界和永恆時光中的一切，與聖民今日的生命、生活有著密不
可分的關係，時常互相影響。今日聖徒在凡事上的眼光、思想、言行，會實際地
影響周圍環境（靈界和世界），也會影響未來時光。只要仍在肉身中生活一日，
便不可忘記這「事實中的事實」。並非如宗教人士所言：「在世短暫的日子不重要
永遠才重要；肉身不重要，靈魂才重要；錢財不重要，永遠的福份才重要。」應
當說：「在世短暫日子裡，要得永恆的意義和賞賜；要以肉身所做的，來得屬
靈的意義和福份；也應以錢財，得著永遠的生命和冠冕。」為此，聖徒應更認真
禱告，發現神在凡事上的美意，並喜愛順從神，以便得著永遠的福份和賞賜，
同時，也使身、心、靈、錢財、生活、人際、疆界，在世能得著更豐盛的能力、恩賜、
賞賜，能結出三十倍、六十倍、一百倍美好豐盛的果子！
接續上週，讓我們繼續學習哥林多後書第九章裡神所啓示有關奉獻的教導。
願神繼續恩上加恩、福上加福在聖徒在世的財務管理！

1. 奉獻不但是為神的家，更是為自己！
奉獻並非失去，乃是獲得；不是減少，乃是添加。便如將自己的財産投資
在必定成功的事業；又如以自己的材料建造一幢華麗的房屋，以自己手上的種
子播種、耕種、收割！譬如：某財主有個時常雇用的專屬木匠已屆臨退休，因其
一生幫助那財主的家庭，財主十分信賴、感謝他，因此財主於木匠退休之前，
最後一次請他建造一幢華美的房屋，並特別吩咐無須考慮成本，以最頂級的材
料建造。財主給付材料費後，便與家人出外長期旅行去了。但那木匠本性詭詐，
他以便宜的次等建材偷工減料建造，浮報、竊取費用。主人旅遊歸來，看見新居
建造完成，便將那新屋大門的鑰匙交給木匠，說：「這屋子原是我要賜給你的
禮物，以感謝你一輩子辛勞服事我家，這就是你退休後享受餘生所住的屋
子！」木匠萬萬沒料到主人如此地好意，知道真情後，既慚愧又後悔。聖徒在世
就像這故事一般，用神賞賜的材料來建造天國永遠的房屋。
1）神在永恆的時光中，為聖民預備的恩典是無限的：
神在基督裡賜給每位聖徒的救贖恩典都是一樣的，在每位聖徒生命條件裡
隱藏著無限的潛力了。不管世上日子貧富貴賤，凡在基督裡被發現的，都是主

讀經：林後9:1-15
按照大綱分三段閱讀，邊學習、邊禱告、邊蒙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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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捨去自己榮耀尊貴的生命買贖回來的生命：「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為
我們眾人捨了，豈不也把萬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賜給我們？」
〈羅8:32〉；「願頌讚
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裡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他
網址:www.spring4li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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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向我們這信的人

不施捨，因此變為鹽份最高的湖，沒有生物能活在其中。神藉著以色列的地理

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弗1:3，18-19〉；「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

啓示，施捨的不但永遠不缺乏而能得著更多、更新鮮的恩典；不懂施捨而只一

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林前2:9〉。神賜給每位聖徒最大的

味多得、多積攢的，則不但不能祝福別人，連自己所積攢的也保不住。

恩典、也是同樣的恩典，就是與其同在，引導而要成全祂所定最完美的計劃，
隨時按事情供應所需用的力量。
2）那永遠無限的恩典和基業，是從每位聖徒蒙召時所擁有的條件中開始發
展的：
神在每位聖徒身上所賜的恩典，都是一樣，但在世上短暫的日子裡的條件
與恩賜則均不同：有得了五千兩銀子、二千兩銀子、也有得一千兩銀子的差別
〈太 25:14-30〉，主對多得的要求便多，對少得的要求便少。聖徒的每個條件都
是尊貴的，也帶著永遠的意義和賞賜。神向聖徒要求的，不會過於我們所能做
到的，乃是在小事上忠心，而逐漸得著大事。又要聖徒感謝、喜樂地接受微弱的
開始，而一步步發展昌大。當聖徒在自己的條件中明白神的美意而順從時，神
的能力就臨到他身上，神的賞賜也繼續加增。
3）「少種的少收，多種的多收，這話是真的」！
聖徒所獻的每分奉獻，如同一滴水在抽水機中，好將無限量的地下水抽上

4）多種的多收之後，能再種更多而得著更多，如此良性循環運作之下，能
繼續無限地發展永遠的産業：
聖徒的基業便應如此倍增性地發展。有的聖徒還在世時便能看見，有的聖
徒則離世之後，在後裔中才會看見大大興旺。總是今日以愛心、真心、盡心撒種
的，必將帶來無限豐盛的果子。亞伯拉罕、大衛、保羅的生命所結豐盛的果子，
在歷史上是顯而易見的；撒勒法寡婦所獻的一把麵、一點油，馬利亞所獻的一
瓶香膏，在每個福音傳到之處都被主的聖民記念了。主說；「凡有的，還要加給
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
〈太 13:12〉。有些聖徒一直
嘆息說：「我的一輩子為何如此貧窮！」或說：「我自己用的尚且不夠，怎能奉
獻？」為了脫離貧窮、為了更加昌盛，聖徒應更認真學習「施捨」的功課。歷史上
為主、為人、為天國行出偉大事工的聖民，都是從微弱開始的，神悅納了他們微
弱、貧窮中的奉獻，在貧窮中能獻上，是因其看見神為其所預備永遠無限的福
份，也由於其能時常享受神的同在、引導、供應、幫助、和成全而來的。

來。聖徒看見神家中的需要，按照自己的能力獻上時間、財物、恩賜時，其實所
獻的那份力量，不但將賞賜加增在自己永遠的基業上，在世上也得著更多時間
財物、恩賜。神悅納聖徒因所得各樣美好的福份而感恩。因愛神、愛人、愛國的心
而奉獻的，神必以該奉獻行出「五餅二魚」的神蹟，結出三十倍、六十倍、一百倍
的果子，並且將那果子還給奉獻之人，叫他在天上、世上同時發展基業。若那孩
童輕看自己僅有的五餅二魚，或帶著私心只想填飽自己肚子而不捐出，那令五
千人吃飽，並剩下十二籃的神蹟，便不會發生了。他奉獻之後，不但叫多人得
飽，自己也獲得更多了，什至有可能主將那剩下來裝滿十二籃的麥餅和魚，都
歸給那孩童和其家人。從利巴嫩山、黑門山上流下來的水，流經加利利海沿約但
江河繼續流出，所以加利利海繼續不斷得著清澈的水源，因此有許多活物在加
利利海中棲息繁衍，許多人也得著益處；但相對地，死海則只入不出、接納而
2

讀經：林後 9: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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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經上所記：「他施捨錢財，賙濟貧窮；他的仁義存到永遠」。10
那賜種給撒種的，賜糧給人吃的，必多多加給你們種地的種子，又增添你們仁
義的果子！

2. 蒙神喜悅的奉獻所帶來的賞賜
1）無論何種奉獻，聖徒以愛心、真心、盡心所獻的，必帶來三十倍、六十倍、一
百倍的果子，在天上、地上也必得著更多能力、賞賜和基業！
網址:www.spring4li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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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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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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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徒看見神供應自己所需一切，而心被恩感將什一奉獻歸給神時起，不但完全

多行各樣善事…那賜種給撒種的，賜糧給人吃的，必多多加給你們種地的種子，

脫離〈創 3:18-19〉所講經濟上一切的咒詛，一生不再缺乏，也看見凡事興旺。歷

又增添你們仁義的果子。」蒙神悅納的奉獻，必帶來許多賞賜，這是絶對的原則

世歷代聖徒中均有許多美好的見證。

沒有例外！必看見神所賜更多的屬靈恩賜，心裡滿懷感恩、盼望、喜樂，身體健
壯、凡事興盛，遇見許多蒙恩的人，也看見禱告與代禱，均蒙應允。

② 感恩奉獻：什一奉獻是當納給神（神家）的，自感恩奉獻開始，才真正
算為聖徒「所獻的」。神說：「…誰也不可空手朝見我…」
〈出 23:15〉，神又吩咐以

2）因為神必信實地實現自己所承諾關於奉獻方面的應許！
① 關於什一奉獻的應許：什一，不算捐獻，乃是屬神子民都當納的，是歸
給利未族（全職聖工人員）和用在管理聖殿之上的。神說，凡出埃及的子民，
都要將長子歸給耶和華上帝〈出 13:1-16〉，凡蒙受基督的救恩、得著永生的福份
之聖徒，都應將自己生命全歸給主〈加 2:20，林前 6:20，羅 14:7-8〉。當以色列
人在迦南地分基業時，利未族並未分得任何的地，因其不應耕地、經營事業，
而應專注在聖殿的服事。所以其餘十二支派自其收入中，應納出十分之一歸給
利未族，利未族也應納出自己所得十分之一歸給大祭司亞倫及其後裔，大祭司
將收得的都歸聖殿使用〈利 27:30-33，民 18:21-32〉。什一奉獻的由來，並非出自
律法，乃是凡屬神、蒙受神供應與祝福之聖民都應獻的。律法是自摩西時期開始

色列人，他們每次獻祭時，不可忘記應一併獻上的感謝祭〈利 7:11-15〉。聖徒的
感恩，是神在基督裡所定的旨意〈帖前 5:18〉；無論做什麼，或說話或行事，都
要奉主耶穌的名，藉著他感謝父神〈西 3:17，弗 5:20〉；多加感恩時，神所賜出
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腓 4:7〉。神如何保護聖徒的
心懷意念？一次感恩，便能看見十個感恩的內容顯明。要因在基督裡蒙揀選、得
救恩、永生，永遠感謝神；要因每日的保護、引導、供應、成全而感恩；甚至因基
督的名，因榮神、益人、建國的事奉而受苦、受逼迫也要感恩。每個週六夜晩，要
察驗過去一週神所賜豐盛的恩典，而預備感恩奉獻，主日崇拜中，要將那感謝
的祭物獻給主〈詩 100:4，107:22〉。主必悅納聖徒那心被恩感的感謝祭〈利
22:29，來 13:15-16〉，也必將祂更多的恩典在凡事上彰顯。

的，但亞伯拉罕、雅各是在摩西之前的聖徒，但他們都做了什一奉獻〈創
14:20，28:22〉。耶穌也吩咐門徒說：「…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指什一奉獻）」
〈太

③ 宣教奉獻：耶穌說：「…一個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這樣為他歡

23:23〉。什一的重要性，不但關係錢財上，乃是關係到聖徒與神的關係，彼此

喜。」
〈路 15:10〉，在那人的蒙召中有亞伯拉罕、以色列永遠豐盛的福份〈加 3：

之間的信任和倚靠，會影響聖徒的靈、魂、體、生活、財務的擺上，因此也會影響
聖徒靈、魂、體並凡事上的蒙恩、蒙福。神非常注重什一奉獻，祂說：「人豈可奪
取神之物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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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你們通國的人都奪取我的
供物，咒詛就臨到你們身上。」
〈瑪 3: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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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至無處可容。萬軍之耶和華說，我必為你們斥責蝗蟲，不
容他毁壞你們的土産。你們田間的葡萄樹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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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 3:10-12〉。一個

3

29，弗 1:15-23〉。那麼，在這使人脫離黑暗進入光明的榮耀事工上，蒙主使用
的聖徒、禱告、錢財，是何等地有福呢？主勸勉說，用不義的錢財得取永遠的肢
體〈路 16:1-12〉；「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人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
兄、姐妹、父母、兒女、田地，沒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
親、兒女、田地，並且要受逼迫，在來世必得永生。」
〈可 10:29-30〉。保羅祝福支
持他宣教事工的腓立比教會聖徒們說：「腓立比人哪，你們也知道我初傳福音
離了馬其頓的時候，論到授受的事，除了你們以外，並沒有別的教會供給我。
就是我在帖撒羅尼迦，你們也一次兩次的打發人供給我的需用。我並不求什麼
饋送，所求的就是你們的果子漸漸增多，歸在你們的賬上。但我樣樣都有，並
網址:www.spring4li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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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餘。我已經充足，因我從以巴弗提受了你們的饋送，當作極美的香氣，為

感恩的內容是否增多，也更加蒙恩、更有水準？宣教奉獻，是否帶來福音事工

神所收納、所喜悅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裡，使你們一

的興旺？所愛的、所遇見的肢體是否因此多多蒙恩，人際網絡和疆界是否繼續

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腓 4:15-19〉。

擴張？愛心奉獻是否使人得著安慰、幫助和造就？有無確據：因自己的生命和
獻上的祭蒙神悅納，所以我與所愛之人未來必定更加蒙恩、蒙福。

④ 愛心（救濟）奉獻：主說：「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他的善行，
耶和華必償還。」
〈箴 19:17〉；「好施捨的，必得豐裕；滋潤人的，必得滋潤。」
〈箴 1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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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 6:38〉；「凡因你們是屬基督，給你們一杯水喝的，我實在告訴你們，
他不能不得賞賜。」〈可 9:41〉。

讀經：林後 9 :11-15
11 叫你們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捨，就藉著我們使感謝歸於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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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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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他們也因神極大的恩賜顯在你們心裡，就切切的想念你們
為你們祈禱。15 感謝神，因他有說不盡的恩賜！

⑤ 建堂奉獻：當摩西建立會幕時，大衛預備建立聖殿時，均叫每個支派、所
有聖徒都參與一份，蒙受建殿所帶來的祝福〈出 35:4-29，民 7:1-89，代上 29:121〉。被擄的以色列民歸回重新建殿時，神藉著先知哈該督促以色列民參與重建

3. 成為好管家的五大原則

聖殿的事〈該 1:1-11〉。雖然，自五旬節聖靈降臨後的末世時代開始，聖徒的身
體即是聖殿，但聖徒相聚，一同學習、代禱、培訓、差傳所需的禮拜堂仍是不可
或缺的。一群基督門徒相聚，展開四大福音化的事工，到了預備聖殿的時間表
時，神非常喜悅每位聖徒、家庭都一同參與奉獻。常常聽到許多教會建堂時，聖
徒做出蒙神悅納的奉獻而帶來美好的見證。
無論何種奉獻，一個聖徒因基督的救恩、因神隨時的賜福而感恩，也看到
神家聖工上的需要而奉獻，神都悅納，使他增添仁義的果子，得著永生的基業
和冠冕，神也將各樣的恩惠多多的加給他，使他凡事充足，多行各樣善事。
3）聖徒不但要奉獻，也要時常確認：奉獻是否蒙神悅納，是否帶來美好的果
子！

1）從感謝的心開始：
自十一至十五節中，一直出現「感謝」二字。感謝是奉獻的出發點，也是奉
獻所帶來的結果。人人都極易失去感恩的心，這是由於與生俱來嚴重的屬靈問
題所致。屬靈問題，使人時常忘記過去無限感恩的事，並且人在福中不知福，
都是因著人無止盡的慾望，「不能滿足」這屬靈問題便令人無法感恩。在基督裡
「靈眼」得開後，看宇宙萬物、永遠時光，會發現神為聖民所預備的福氣，是永
遠無限的，創造豐盛的世界，代其受死、復活而使聖民重生，時常與其同在、保
護、引導、供應、成全，每天加添永遠的冠冕，許多榮美的事永遠不斷地正在等
候。聖徒應凡事謝恩，要因基督、自己、肢體、神國遇到苦難而更加感恩，這就是
在基督裡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每天享受新生活、新恩典之上，所非有不可、最
重要的根基了。

要確認：什一奉獻是否確實，是否納出十分之一後到如今，神的應許成全
在我身上，經濟更加穩定，也越來越豐盛？感恩奉獻是否帶來蒙神悅納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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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恢復主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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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聖徒尙未恢復主人精神之前，不能完整地享受主人應享之福份、豐盛、

他的貪心、不喜悅他不忠心管理。主勸勉說：「不要為自己積攢財寶在世上；世

能力、自由和喜樂。聖徒都是神的兒女，也是繼承神一切豐盛基業的後嗣〈羅

上有蟲子咬，能銹壞，也有賊挖窟窿來偷。只要積攢財寶在天上；天上沒有蟲

8:15-17，加 3:29〉，已成為一家人了〈弗 2:19〉。每位聖徒，都在這神國、神家中

子咬，不能銹壞，也沒有賊挖窟窿來偷。因為你的財寶在那裡，你的心也在那

擁有無可取代的獨特崗位、角色、使命。每位聖徒的條件，經過耶穌的寶血後，

裡。」
〈太 6:19-21〉；主又說：「誰是那忠心有見識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裡的

都已變為神國中非有不可的尊貴條件了。已經恢復主人精神的聖徒，才能在自

人，按時分糧給他們呢？主人來到，看見僕人這樣行，那僕人就有福了。我實

己所屬的家庭、團契、教會、事奉中，發現自己盡忠的崗位，並能帶著發展事業、

在告訴你們，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路 12:42-44〉。唯有那些恢復主人

家庭的心獻上所有一切。神正四處尋找恢復此主人精神的聖徒：「耶和華的眼目

精神，享受知足的秘訣之聖徒，才能將主所託付的，按主的意思、按人的需要

遍察全地，要顯大能幫助向他心存誠實的人…」
〈代下 16:9〉。真正恢復主人精神

喜愛分享。當記念主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

而在教會事奉之人，他的條件無論如何卑微，開始無論如何弱小，必蒙神大恩
繼續發展而日漸昌大。
3）享受知足、滿足的心：
宇宙萬物都為恢復主人精神的聖民所造〈羅 8:19-22，32〉，天使天軍也為
伺候神的兒女而造〈來 1:14〉。聖徒不應僅將自己手上擁有的、或名字登記之下的

5）每一份奉獻，必要經過祝福禱告然後獻上：
奉獻前，先經禱告確認，是否是神所喜悅的、是否真正幫助人、造就人、建
造聖工，是否是心被恩感而獻上的。得著確據後，還要祝福為其祝福，能成為
蒙神悅納馨香的祭物，也能帶來美好的果效。特別宣教、愛心奉獻，不但要獻上
財物，更需要為受惠的人或事工代禱。

財產才視為屬己之物，應打開眼睛看清神為兒女所預備豐盛的福份。整個宇宙
何等廣大，其中萬有何等豐盛，永生何等長遠，都是為聖民而存在的，聖徒不
可過著「井底之蛙」的狹窄人生。聖民在世事奉上所需用的，主以天上的飛鳥、野

結語：

地的百合花為例〈太 6:25-34〉，祂必按時豐盛地供應。主又命聖徒：「先求他的
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
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太 6:33-34〉。主給多少，就管理多
少。聖徒一生的終極目標要放在：要活在主的國度、榮耀、權柄裡，繼續享受主
所賜豐盛的慈愛和恩典，步步跟從主所帶領榮神、益人、建國（四大福音化）的
腳步即可。其實，帶著此知足的心態而事奉之人，才能在一切事奉上看到事工
迅速發展。
4）喜愛將所有的與他人分享：
聖徒積攢財物，必將帶來虧損。他的心時常在財物上面，時常在多得、管理
享樂上，必浪費世上有限的尊貴光陰。主不喜悅他不相信神會隨時供應、不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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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承認、順從與否，聖民的生命即是管家的生命了，神已將我們一生的
生命、條件、時間、恩賜、能力託付給我們，吩咐我們良善、忠心地管理，好叫我
們世上的日子更加豐盛，也得著更多、更榮耀的永遠基業。奉獻並非有錢人才能
做到的，乃是心裡知足、富裕的人才能做到；也非有餘之人才做得到，乃是蒙
恩的人才能做到；並非帶來損失，乃是帶來更多恩典。聖民在世的日子所剩幾
何？身上有多少財物、時間、能力、恩賜？如何用來發展永遠無限的果效？應祈
求主賜給我們智慧，以便成為聰明的工頭、成為忠心的好管家！

「親愛的主，我們已經看清了：基督福音所帶來那永遠無限的恩典，經過
多少人的奉獻和犧牲，又經過何等艱難的路程，今日才能臨到我們身上。我們
已知明了：高舉基督、召聚聖民、建造天國的那榮耀神聖的職份，已來到我們身
上，我們要用一生來發展，也要傳授給後來的世代，直到主再來。願主向我們
顯明從天而來時代的異象，能成為我們一生察驗主在凡事上美意的基準；願主
網址:www.spring4li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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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給我們每個條件、每份恩賜、每段光陰，都能成為榮神、益人、建國尊貴的材料
願我們所獻上每份祭物，都蒙主悅納，使主能將各樣恩惠多多加給我們，使我
們凡事常常充足，多行各樣的善事，我們的仁義也能存到永遠。求主明亮我們
蒙蔽的心眼，使我們能看見祢的恩惠慈愛繼續隨著我們；求主挪去我們無止境
的私慾，使我們享受知足所帶來豐盛的恩典；求主幫助我們能成為恩賜的好管
家，使我們一生的歲月，能成為我們永遠的冠冕，也能成為我們後來世代的祝
福。阿們！」

本週禱告題目（10.09.26~）
1）奉獻不但是為神的家，更是為自己！在我心裡，有沒有一種"「在世上每天
的禱告、生活、事奉、奉獻，都被記錄在生命冊上」的概念呢？我確信主喜悅我每
天的事奉麼？從我蒙恩後直到如今，我永遠的基業是一直發展、擴張的麼？有
哪些具體的證據呢？

2）蒙神喜悅的奉獻所帶來的賞賜：我奉獻之後，能看見神在奉獻方面應許的
成全麼？確認一下：過去我所納的十分之一，帶給我「生活的安定和豐盛」的賞
賜了麼？我所獻的感恩奉獻，叫我得著更多感恩的內容麼？我所獻的宣教奉獻
帶給我們教會宣教的門路繼續被打開，也使我所愛的兒女、家人、親友多多蒙恩
的賞賜了麼？我所獻的愛心奉獻，帶給我蒙神憐憫、過平安的日子麼？

3）成為好管家的五大原則：用講章裡所提五大原則：①感恩；②主人精神；
③知足；④喜愛獻上、分享（奉獻）；⑤ 經過祝福禱告後奉獻，檢討、整理一
下目前自己的奉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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