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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的奉献

安息日下午

阅读本周学课经文

马太福音 6:19-21；以弗所书 2:8；彼得前书 4:10；路加福音7:37-47；哥林多后书
8:8-15；9:6,7。

存心节

“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
生。”（约翰福音3:16）

我们的上帝是喜爱厚赐众人的上帝；这一伟大的真理在基督的牺牲中
得到最有力的彰显。 “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
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还有这一节经
文：“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
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路加福音11:13）
上帝一直给予，不断付出；这便是他的品格。因此，我们若想反映出他
的品格，同样也需要不断给予。很难想像得出有比“一个自私的基督
徒”更加矛盾的说法了。
上帝给予我们的一切，可以通过奉献的方式进行回馈。奉献是一种表达
感激与热爱的方式。就在耶稣欢迎得蒙救赎的信徒进入天堂的那日，我
们会见到那些接受他恩典的人群，并且看明正是我们的奉献使他们有机
会接受恩典。

本周我们将从几个重要的方面对奉献进行探讨。无论是在财富、时间，
抑或是天赋上的慷慨奉献，都是实践信心，并彰显我们所服侍之基督品
格、强而有力的方式。
■研究本周学课，为3月3日安息日作准备。

星期日

2月25日

第9课／感恩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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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宝之处】

阅读马太福音 6:19-21。虽然我们很熟
悉经文的内容，但我们如何从世上财
物的强大诱惑力中逃脱出来呢？参见
歌罗西书 3:1,2。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
在那里。”（马太福音6:21），这
是耶稣发出的呼吁。想要全面了解
这句话的意思就要参照前两节经
文，它把积攢财宝在天上和地上作
了对比。存在地上会如何呢：虫子
咬、能銹坏、有窃贼（参见马太福
音6:19），这一切都说明我们世上
的财物是多么不牢靠，转瞬即逝。
有谁不曾有过世俗财物从手中快速
消失的感受呢？ “世上的一切物
质都是不稳定、不牢靠，且无保障
的；它们容易腐败，会遭到破坏，
会被偷走或丢失。在天堂则截然不
同：所有的一切都是永恒、持久、
安全、不朽的。在天国永远不会有
亏损。”──C•阿德莲娜•亚力
克斯，《你的心在哪里》，选自
《祝福以外》，尼科拉•撒特梅杰
编纂（爱达荷州南帕：太平洋出版
社协会，2013），第22页。
看看你现在所拥有的财富。即使你
只有很少的财物，但其中大部分的
东西迟早都会被抛弃。除非是传家
宝，也许会留久一点。不过，聪明

的管家应该出于安全的考虑将财宝
放在天上。那里不像这个世界，你
不必担心经济衰退带来贬值，也不
必担心有小偷或是强盗。
马太福音 6:19-21揭示了管家职分
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那就是你的
财宝正使出十八般武艺，用尽一切
手段，誓要控制你的心。在这个物
质世界中，你的心会紧随你的财宝
而行，所以将财宝放在哪里至关重
要。我们越是将注意力放在属世的
需求和收益上，就越难思想天上的
事了。

自称信靠上帝却将自己的财富存在
地上的人是伪君子。我们必须要做
到言行一致。换句话说，地上的财
宝是凭眼见，但若要看出我们奉献
的是天上的财宝就需要靠信心（哥
林多后书5:7）。当然，我们现在要
为生活的需求（甚至退休生活）努
力工作，早作打算，但重要的一点
是，我们要将大局──也就是永生
──始终放在心上。
阅读希伯来书10:34。针对地上的家业
和天上的财宝的对比，保罗在此有何
重要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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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2月26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18年第1季•1～3月

【上帝恩典的管家】

根据以弗所书 2:8,上帝还赐给了我们
什么？

恩典是“不配得的好处”。这是一
件你不配得到的礼物。上帝将他的
恩典浇灌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只
要我们不拒绝他的好意，他的恩典
将会进入并翻转我们的生命，从今
日直到永远。天国中所有的财富和
一切力量都被包裹在这份恩典的礼
物当中了（哥林多后书8:9）。就
连天使对这份终极厚礼也啧啧称奇
（彼得前书1:12）。

毫无疑问：在上帝给我们一切礼物
中，最珍贵的莫过于在耶稣基督里
所赐下的恩典了。没有恩典，人就
没有希望。罪恶给人类带来的阴霾
太过浓厚，以致没有任何人能冲破
它。即使是顺从上帝的律法，也不
能带给我们一线生机。“这样，律
法是与上帝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
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
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加拉
太书3:21）。毕竟，如果世间有律
法可以拯救我们，那一定是上帝的
律法才能做到。但是保罗告诉我
们，即便是上帝的律法也无能为

力。如果我们想要得救，就必须依
靠恩典的力量。

阅读彼得前书 4:10。管家职分与恩典
有何关系？试着解释向上帝奉献或是
给予他人帮助如何表现出上帝的恩
典？

彼得说既然我们已经得到上帝的恩
典，就应该“作上帝百般恩赐的
好管家”（彼得前书4:10）作为报
答。也就是说，上帝已经赐予我们
礼物；因此，我们就应该从我们所
得到的礼物中回馈。我们借着恩典
所得到的一切，并不仅仅是为了自
己的喜悦或益处，而是为了推动福
音的发展。我们既然白白地得来
（这就是恩典的意义），那么就应
该想尽办法白白舍去。
想一想，上帝所赐给你的一切。那
么，你用什么方法才可以成为一位将
恩典白白舍给众人的管家呢？

星期二

2月27日

第9课／感恩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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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美的奉献】

阅读路加福音 7:37-47。这个故事告诉
我们，怎样才算是奉献给上帝的正确
动机？

走进房间，看到耶稣正坐在席上。
她便打碎了盛着昂贵哪噠香膏的玉
瓶，将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有些
人看她的做法极不妥当，因为她在
生活中是个不检点的女人。

但马利亚已经不再是那个被鬼附的
女人了（路加福音8:2）。而且，在
亲眼见证了拉撒路的复活后，她对
耶稣的感激之情简直无以复加。这
瓶香膏是她最宝贵的财产，于是她
便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对耶稣的感
谢。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向上帝奉
献时应怀有的真正动机：感激。毕
竟，面对无价之宝─ 上帝的恩
典，我们除了感激之外，还会有什
么反应呢？他的慷慨宽宏也激励着
我们去付出，若能与我们的感激之
心并肩而行，二者便成就了满有意
义的奉献，包括献上我们的时间、
天赋、财富与身体。

阅读出埃及记 34:26,利未记22:19-24和
民数记18:29。虽然当时的背景与今天
完全不同，但我们从中可以学到哪些
有关奉献的原则？

在我们看来，即便是最美的奉献也
不足以表达我们的感激，但在上帝
眼中，它们却极为重要。将最好的
献给主表明他在我们生命中居首
位。我们奉献给上帝不是为了谋求
什么好处；相反，我们奉献是出于
无比的感激，因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所得到的无比丰盛。

“那由感激的爱心所引发的完全奉
献和慈善之心，会传给那极微小的
捐献和甘心乐意的牺牲一种神圣的
香气，而使这礼物成为无价之宝。
我们向救赎主乐意奉献自己所能献
出的一切最宝贵的礼物后，若看到
自己对上帝实际所负恩情之重，就
要觉得之所献出的一切，是极其绵
薄的。然而这些我们视为绵薄的捐
献，却要被天使献到宝座之前，像
馨香的祭物而蒙悦纳。” ─怀
爱伦，《教会证言》卷三，原文第
3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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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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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的动机】

在上一课中，我们讲到一个寡妇慷
慨奉献的故事。虽然和其他人的奉
献相比，这两个小钱不值一提，但
它道尽了奉献之人的品格与内心，
可以说这奉献是十分慷慨的，因
为就连耶稣也这样评价，“这穷寡
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路加福音
21:3）。

只有上帝（雅各书4:12）洞悉我们
真实的动机（箴言16:2,参阅哥林多
前书4:5）。人能够以正确的行为来
掩盖错误的动机。奉献极多的金钱
并不需要多少信心，但是若为了他
人的益处而作出自我牺牲则能清晰
地反映出我们内心爱的本相。
阅读哥林多后书8:8-15。关于奉献以
及奉献的动机，保罗在此说了些什
么？我们从该段经文中可以学到有关
管家职分的哪些原则？

无论你是出于什么动机作出奉献，
它都是一个既包含自我、又涵盖利
他的矛盾总合。在自私与奉献之间
的斗争要比其他属灵的争战更加频
繁。自私会让一颗曾经为上帝火热

的心灵变得冰冷。一旦我们放任自
私成为基督徒经验的一部分，那么
问题就会接踵而来。因为我们已经
找到方法来为自私辩护，并以基督
之名堂而皇之地行事。
归根结底只有一个词：爱。若要彰
显爱，就必须克己，愿意为他人的
益处献出自己的时间与精力，就算
是生命也在所不惜。
除非上帝的爱彰显在我们的生命
中，否则我们的付出就不能反映出
上帝的爱。一个自私的灵魂往往只
爱自己。我们必须要求上帝“将
‘我们’心里的污秽除掉”（申命
记10:16），这样我们才能学会爱别
人，正如我们被上帝爱着一样。
爱是一切善行的根基，它涵盖了所
有基督徒慈善的总合。上帝对我们
的厚爱激励着我们以爱来回应，所
以爱才是奉献最崇高的动机。
倘若一个人的奉献更多地是出于一份
责任感而非出自于爱，会产生什么问
题呢？

星期四

3月1日

第9课／感恩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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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的体验】

如果基督来到世上是为了彰显上帝

强信心的最好方式，它意味着我们

了：上帝爱我们，他只把最好的赐

我们甘心且慷慨地付出时，就是以

的品格，那么有一件事一定错不

给我们。他要求我们做的事只会给
我们带来益处而不会对我们造成伤
害。这也包括他呼召我们成为慷慨
快乐的给予者，将我们所得到的分
享出去。这来自甘心乐意的慷慨奉
献，不仅为我们带来益处，对于接
受的人同样也是赐福。只有那些不
断奉献、不断付出的人才能真正体
会到什么叫施比受更为有福。

阅读哥林多后书 9:6,7。根据本段经
文，奉献时应当如何？

所做的事必须源自我们的信心。当
自己的方式来反映出基督的品格。
通过我们自己的行为进行体验，就
更能明白上帝的本相。因此，这样
的奉献只会建立起我们对上帝的信
任，使我们有机会“尝尝主恩的滋
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
有福了。”（诗篇34:8）

“他们将要看出：从耶稣脸上焕发
出来的，乃是自我牺牲之爱的荣

光。从髑髅地所发出的光辉中可以
看出：舍己之爱的律，正是贯通天
地的生命之律。那‘不求自己的益
处’的爱，本发源于上帝之心；而

进行慷慨的奉献可以、也应当是一
种非常个人的属灵行为。这是信心
的工作，因我们在基督里所得到的
一切而向上帝表达感激之情。

并且，如同其他任何信心的行为一
样，奉献只会增强人的信心，因为
“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雅各

书2:20）。将信心付诸实践才是增

且，那住在人不能靠近之光中的天
父的品德，显明在那位心里柔和谦
卑的主基督身上。” ──怀爱伦，
《历代愿望》，第20页。

将上帝所赐的白白地舍去，慷慨地奉
献，会使人的信心得以增长。你是以
何种方式体会到这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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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3月2日

安息日学研经指引／学课•2018年第1季•1～3月

进修资料

希腊文在新约《圣经》中只出现这

“慷慨好施的精神，便是天国的精

一次，同时它也是英文“hilarious”

十字架上。他为了要拯救世人，把

出，在奉献时我们的态度应该如何？

神。基督舍己牺牲的爱，是彰显在

（令人捧腹的）的字根。由此我们得

一切所有的，连他自己都献上了。

3 在一张纸上写下基督所赐给你的

主之人，发出行善的恳求；这里所

为什么要就所得到的一切作出回应，

基督的十字架，正向每一个跟从救
显示的原则，就是施舍、再施舍。
这种善举和义行，是基督徒生活中
的真正果实。世俗人的原则，就是
我要、我还要，以为如此便可得快
乐，但最后的结果，却是痛苦和死
亡。” ──怀爱伦，发表于《复临

评论与安息日通讯》，1882年10月
17日。

讨论问题

1 为什么说自私的心与基督的精神
格格不入呢？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做些
什么事情来帮助我们，不至于被堕落
人类的自然态度所困？
2 “各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
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
人是上帝所喜爱的”（哥林多后书
9:7）。中文的“乐意”，其对应之

一切。为你所写下的献上祈祷。我们
就这一问题，你所列下的单子带给你
哪些教训？同时，我们发现与上帝的
赐福相比，我们出于最诚挚的心所给
出的最好的礼物也显得微不足道了。
你从所列的清单中得出什么教训？
4为什么自私一定会使你感到非常痛
苦？
5 想一想在你自己的教会家庭中，
有没有谁如今正处于某种需要人帮助
的境地？那么现在你能够做些什么，
去伸出援手帮助这个人呢？即便是需
要你付出极大的牺牲，你能为他做什
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