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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版

第8课 2月17日-2月23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18年第1季•1～3月

什一奉献的影响

安息日下午

阅读本周学课经文

马可福音 16:15；彼得前书3:8,9；哥林多前书 9:14；罗马书 3:19-24。

存心节

“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
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哥林多前书9:13,14）

从上周的课程中我们学到，什一是信仰的重要表达。它是一种揭示或
检验我们信仰实质的方式。 “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
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
（哥林多后书13:5）
《圣经》中第一次提到什一奉献是亚伯拉罕将什一交给麦基洗德（创世
记14:18-20；希伯来书7:4）。利未人因他们在圣殿中的服侍可享用什一
（历代志下31:4-10）。今天，什一为福音的传扬提供支持。如果我们能
正确看待它，它其实是一把属灵的尺，衡量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什一奉献的影响、用途、重要性及分配方式是专为我们灵性增长而设计
的，以支持上帝圣工的开展，并为福音的传播提供稳固的经济基础。这
是上帝的计划，也被称为忠实管家的第一步。
本周我们将继续学习什一：它的分配方式、对他人的意义，以及对我们
属灵生活的影响。
■研究本周学课，为2月24日安息日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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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2月18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18年第1季•1～3月

【我们携手资助事工】

耶稣给我们的使命是“传福音”
（马可福音16:15），“使万民作
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
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马太福音
28:19,20 ）。这样看来，上帝想让
我们参与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工
作：将人带到耶稣面前。从上帝所
赋予我们的资源中取出一部分，来
资助这一使命就是每个管家的责
任。这种参与会加深我们个人在引
人归主这一使命上的委身感。每一
位门徒、管家和工人都应将什一全
然用于神圣的工作上。我们必须祈
祷，要在资助这一使命上团结一
致，正如成功的使命会加深我们信
仰的和谐一样。
为了完成大使命，上帝所亲自批准的
财政计划是怎样的？ “什一全然送
入”是什么意思（玛拉基书3:10）？
“使我家有粮”又是什么意思（玛拉
基书3:10）？

我们在《圣经》中看到，自从亚伯
拉罕和雅各的日子以来，或许比那
还早，以色列人一直进行什一奉献
（创世记14:20,28:22）。什一是为
上帝的教会提供资金体系的一部
分。可以说它是开展大使命最重要
的资金来源，以及最公平合理的方
式。

在现今的文化中，大多数基督徒只
会奉献相对较少的金钱以资助上帝
的使命。如果每个基督徒都能忠实
地缴纳什一，那么结果将是“几乎
难以想像，简直令人震惊，超出人
们预期的。” ─克里斯汀•史
密斯和迈克尔•艾默生，《传给
人》（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8），第27页。在每个时代，
上帝都有愿为他的事业慷慨解囊的
人。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了解，
并为这项为全世界而做的任务贡献
力量。在奉献金钱以推动圣工的事
上，我们必须有条不紊、仔仔细
细，切不可杂乱无章。如今我们所
面对的挑战，比起以色列人和利未
人对尼希米说，“我们就不离弃我
们上帝的殿”的时候要严峻得多，
也比十九世纪的信徒们所面临的状
况要糟糕得多。为了实现全球性目
标，并资助事工向前推进，今日的
教友和教会领袖们必须在灵性上联
合，且在经济上通力合作。

思考复临信徒在这个世界上的广大使
命（参见启示录14:6,7）。我们如何
认清在资助这项使命的事上，自己负
担着何种责任？

星期一

2月19日

第8课／什一奉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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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赐福】

我们在玛拉基书3:10中读到，对于
那些忠心献上什一的人，上帝预备
了丰厚的赐福。然而上帝的赐福是
多元的。若是仅仅将物质财富的累
积作为赐福，而无视其他一切美
善，这是一种对上帝赐福的极端狭
隘的观点。
玛拉基书中的赐福既包括灵性层
面，也涵盖世俗层面。上帝赐福的
意义通过救赎、幸福、心境平和来
表现，并且上帝所做的事总是对我
们最好的。那么，当我们享受上帝
的赐福时，就有义务与那些不幸的
人分享这些福分。我们被赐福，也
是为了赐福他人。这样，以我们作
为管道，上帝便可将他的福分扩展
至四面八方。

阅读彼得前书 3:8, 9。在这里彼得告
诉我们，承受福气与祝福他人之间的
关系是什么？

仅从什一上，我们就得到了双倍的
赐福。不但我们承受福气，还可以
为他人带来祝福。我们被赋予的福
气，还可以与别人分享。上帝对我
们的赐福不仅深入内心，还能向外
拓展，福泽四方。 “你们要给人，

就必有给你们的……因为你们用什
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
给你们。”（路加福音6:38）

阅读使徒行传 20:35。这一原则也适
用于什一奉献吗？

什一奉献带给我们最伟大的教导是
要倚靠耶和华（耶利米书17:7）。
“什一的特别制度，是建立于与上
帝诫命一样恒久的原则之上。这制
度曾经是犹太人的福气，否则上帝
不会赐给他们；同时也是末日时实
行之人的福气。我们的天父创设这
有系统的慈善计划，不是要令自己
富有，乃是要赐厚福予人。他知
道这慈善的计划，正是人所需要
的。” ──怀爱伦，《教会证言》
卷三，原文第404,405页。
思考一下，曾几何时，上帝借着其他
人的服侍来使你得到赐福？那么你该
如何做，使其他人也因你得到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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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2月20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18年第1季•1～3月

【什一奉献的目的】

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 “‘牛在
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

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

的。’”（提摩太前书5:18）他所

9:14）？关于供应传播福音之人的需
要，哥林多后书11:7-10有何教导？

引用的是申命记25:4中摩西关于牛

当保罗说“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

工人的话。牛在踹谷的说法似乎是

林多后书11:8）时，其实是以一种

的话，以及路加福音10:7耶稣关于
当时的一句谚语，意思是牛在劳作
的时候吃点谷子也无可厚非。同

样，第二句谚语的意思是忠心传扬
福音的工人理应得到报酬。

上帝以系统形态进行创造和管理。
他设计了太阳系、生态系统、消化
系统、神经系统等等。什一的制度
就是利未人（民数记18:26）用以照

顾帐幕，并维持生计的。放到现代
社会，利未人就是那些毕生致力于
宣扬福音的人。上帝的什一制度就
是他所选择用来推进事工的方式，
在整个救赎历史中一直被使用着。
因此，用什一来供养这些工人是上
帝工作的基础与根本。

当保罗说：“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
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他是什么意
思？这话有何道德意义（哥林多前书

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哥
略带嘲讽的语气，形容他从较为贫
穷的马其顿教会领了工价，却在富
有的哥林多教会事奉。他对哥林多
教会所提出的想法是，为福音效力
的人理应得到报酬。

什一将被用于特别之用，且必永远
不作更改。 “什一被分别出来作特

殊的用途；它不是周济捐，乃是指
定用来维持那些把上帝的信息传遍
世界的人；并且不应被转移离开这
用途。” ──怀爱伦，《给管家的
勉言》，原文第103页。

阅读利未记 27:30。我们在此所看到
的原则如何适用于今天的情形？

星期三

2月21日

第8课／什一奉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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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库】

上帝有一个储存风（耶利米书
10:13）、海水（诗篇33:7）以及大
雪和冰雹（约伯记38:22）的仓库，
所有的一切都尽在他的掌控之中。
但上帝最珍贵的府库便是存放什一
的库房。 “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
之一，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
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民数
记18:21）。这是《圣经》第一次提
到什一应置于何处，今天人们也将
其归结为“仓库原则”。上帝又吩
咐以色列人将什一奉到他所选择的
居所（申命记12:5,6）。在所罗门
当政的时候，什一被送入耶路撒冷
的圣殿中。所以当先知玛拉基对以
色列人说，“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
全然送入仓库”（玛拉基书3:10）
时，他们便很容易理解仓库的含
义，也知道其位置。仓库的意义就
是宗教服务的所在地，以及利未人
得以维持生计的地方。
《圣经》中还用其他什么名词来表示
仓库？历代志上26:20,历代志下31:1113,尼希米记10:38。

将神圣的什一奉入仓库是《圣经》
中表现的模式。在每种分配方式
中，上帝都设立核心仓库来管理什

一。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是世界性的
宗教组织／教会，也接受并奉行这
一仓库原则。本会鼓励教友们通过
其所属的当地教会将什一交给自养
区会／非自养区会。而自养区会／
非自养区会财务则负责发放牧师的
薪水。

“上帝的圣工一经扩展，则求助的
呼声就必愈来愈频繁。为了答应这
些呼声，基督徒就应当听从主的命
令：‘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
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玛
3:10）如果自命为基督徒的人肯忠
心将什一奉献和当献的供物献与上
帝，他的府库就必丰足。这样，就
根本无需依赖举办展览会、开彩发
奖、或召开同乐会等来募捐维持福
音了。”─ 怀爱伦，《使徒行
述》，原文第338页。
想想看，如果人们按着自己的心意随
意处置什一奉献，将会有什么后果？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那么会对上帝
的工作造成什么影响？这样看来，我
们将什一奉献到上帝所指定的地方，
这一做法的重要意义何在？

page

62

星期四

2月22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18年第1季•1～3月

【什一奉献与因信称义】

阅读罗马书3:19-24。该段《圣经》教
导了什么重要的真理，可称得上是我
们信仰的核心？我们为何要将这一教
训作为我们信仰的基础？

这段经文的要旨是，我们所有人
都是不配得救赎的人（罗马书
3:23）。如果我们配得，那么评价
的标准应是我们的美德或是善行，
这种想法与《圣经》的教训背道而
驰。
阅读罗马书 4:1–5。相较于功劳，这
几节经文带给我们什么对于恩典的教
导？

这样看来，得蒙拯救是赐给不配之
人的一件礼物（以弗所书2:8,9）。
我们能得救是因为基督自己的完美
牺牲，被算作我们的功劳。所以谈
到奉献什一，实在算不得什么功
劳。毕竟，收入的什一本就是上帝
赐予的，将本属于上帝归还给他，
又算得了什么呢？

奉献什一并不是什么能够拯救我们
的行为，它和其他上帝预备基督徒
所做的善行并无二致。“我们原是
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
叫我们行的”（以弗所书2:10）。
不过，什一奉献的确能反应人的态
度，对待上帝所要求我们做的事，
是谦卑顺从呢？还是顽固反抗？如
果我们爱上帝，我们就会听他的
话。奉献什一是一种外在的表现，
说明我们认识到自己仅仅是上帝的
管家，在一切事上我们都亏欠了上
帝。正如每周的安息日都提醒我们
上帝是创造者和救赎者，缴纳什一
也有类似的作用：它提醒着我们，
我们不是自己的，我们的生命与救
赎都是来自上帝的馈赠。这样一
来，我们可以认清现实，过信心的
生活，并且认定什一奉献就是我们
信仰的切实表达。
路加福音21:1-4告诉我们，什么叫作
凭信而活？

星期五

2月23日

第8课／什一奉献的影响

进修资料

我们的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心跳、
每一刻的存在都来自于上帝的大
能，但人们很容易忘记这一点。在
使徒行传17章中，保罗与雅典人就
真神展开探讨，作为上帝，他不仅
是创造者（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
物的上帝”‘使徒行传17:24’），
也是维持者（我们生活、动作、存
留，都在乎他）。雅典人并不知道
真神上帝。但作为基督徒，我们知
道，而且这应成为我们生活的中
心。上帝对我们有许多要求，因
此，我们必须按照这些要求来生
活：
“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要求权也是如
此。他将他的财物交在人的手里，
但却要人忠心将什一拨出为他工作
而用，他要人将这一部分全然送入
他的仓库。因为这原是属他的，理
应缴纳给他；这也是分别为圣的，
当为神圣的目的而用，就是供应那
将救恩讯息传至普天下各处的人。
上帝保留这一份，为的是使财物能
川流不息地归入他的仓库，以便将
真理的光散布给远近各方的人。借
着中心顺从这种要求，我们就表示
承认万有都是属上帝的。” ──怀
爱伦，《教会证言》卷六，原文第
3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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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问题

1“时间迅速消逝，永不复返。我们
切不可扣留那原属于上帝之物。我
们切不可拒绝，不将那奉献了固然
无功可夸，不奉献则必招致败亡之
物献给他。他既要你整个的心；就
当献给他；无论就创造或就救赎而
言，这都是他的。他要你的才智，
就当献给他；因为这原是他的。他
要你的金钱；也当献给他；因为这也
是他的。” ─怀爱伦，《使徒行
述》第566页。怀爱伦所说的，“我
们切不可拒决不将那奉献了固然无功
可夸，不奉献则必招致败亡之物献给
他”是什么意思？当我们不忠心缴纳
什一时，我们是以什么为代价？
2若是所有教友都将所得的什一按着
自己的心意来用：也就是说，他们将
什一用于投资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
业，而非送入“仓库”中，会有什么
后果？我们应就此做更深刻的思考。
为什么这样做有害无益？会对我们的
教会造成什么影响？为什么这样的行
为会在我们中间造成可怕的分裂呢？
3在路加福音21章中，尽管耶稣对圣
殿中所有的贪腐之事瞭如若指掌，但
他仍旧称赞那把钱捐入圣殿的寡妇。
对于那些对什一的用途怀有疑问，而
将其转作它用的人，这个故事有何教
训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