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奉献的对象和用途（其他相关经文的教导） 

  

a.  申 14：28-29（提前 5：16） 

【申十 四 28】「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將本年的土產十分之一都取出來，積存在

你的城中。」 

   〔暫編註解〕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將本年的土產十分之一，都取出來，積存在你

的城中 這裏並不是在每年的十分取一以外的另一個十分之一，而是每兩年的十分之

一或帶去中央聖所，或變賣換成銀子帶往中央聖所。第三年卻不帶走，也不變賣，而

是將之積存在本城備用。 

         28~29 每逢第三年，第二個十分獻一的祭物不用帶往聖所，卻要留在家裏，用

來供養利未人和貧窮的人。 

         28-29 節： 在社區中設立眷顧窮人的制度，聖經早有明文。神吩咐祂的子民，

每三年要將當年收穫的十分之一用來幫助無倚無靠、饑餓貧窮的人。這些條例可以防

止全地陷入貧窮的深淵，也防止富人欺壓窮人。眷顧比自己弱小的人，乃是每個人的

責任；家族的成員應當同舟共濟，義助族中的窮人，社區則要幫助住在區內的人。國

家的法律固然要保護窮人的權益，而幫助窮人也是敬虔生活的積極部分。 

         基督徒當負起供應窮人的責任，要使用神所賜的財物去幫助不幸之人。你要慷慨

施捨，幫助貧困的人，如此可叫你尊重神是創造萬民的主宰，使別人也同得祂的恩

惠，吸引人歸向祂。藉此，信心才能在日常生活中體現出來。 

         28-29 奉獻與生計不足者：利未人、寄居的，並孤兒寡婦，都因不同的原因而要

倚靠社會其他人士供應他們的需要。施與者每逢第三年將本來歸給神的十分之一份予

不足者，讓施受雙方都明白神的保守及慈愛的眷顧。 

  

【申十 四 29】「在你城裡無分無業的利未人，和你城裡寄居的，並孤兒寡婦，都可

以來，吃得飽足。這樣，耶和華你的神必在你手裡所辦的一切事上賜福與你。”」 

   〔暫編註解〕在你城裏無分無業的利未人，和你城裏寄居的，並孤兒寡婦，都可以

來，喫得飽足 這每三年一次的積存各家的十分之一收成，明顯的就由政府機關，而

不是由宗教機構來處理了。因為宗教中央集權之後，地方就俗化了。為這原因，這些

積存的「稅收」，也使用在「社會福利」事工上，而不單屬利未人的了。 

         這樣，耶和華你的上帝必在你手裏所辦的一切事上，賜福與你 這句話，不單是

用來總結每三年一次將出產的十分之一積存，用在利未人和貧困孤寡的身上，會令各

人所做的工蒙上主賜福，也是在每年一次的抽出十分之一作捐獻的事上，作個總結會

蒙主賜福的話。這句話，也是申命記對遵守上帝誡命律例者的常用語（參看十五 10，

廿四 19，廿八 12 等）。因為作者確信，喜愛並遵守上主律法的，便為有福。 

 

 

 【提前五 16】「信主的婦女，若家中有寡婦，自己就當救濟她們，不可累著教會，好使教會能救濟那真無倚

靠的寡婦。」 



    〔文意註解〕「信主的婦女，」本句有兩種譯法：(1)大多數古抄本和中文翻譯均採

「信主的婦女」；(2)少數古抄本和呂振中譯文，則改採「男信徒或女信徒」。以上兩

種譯法，大多數解經家均同意第一種譯法較為可靠，第二種譯法可能因抄寫經文的文

士認為此處單單提到「婦女」不合理，而在用字上稍予更動。 

          「信主的婦女，若家中有寡婦，」本節乃是有關救濟寡婦之教導(參 3~16 節)的

結語，說出信徒和教會當如何分工照顧寡婦。保羅在此是命令『信主的婦女』，她們

當是寡婦兒女、孫兒女(參 4 節)之外的親屬，可能是寡婦的姊妹或妯娌；保羅未提男

性，因顧及男女獨處一室對基督徒的見證會產生負面的影響。 

          「自己就當救濟她們，不可累著教會，」『累著』含有以重擔壓著的意思；這裏

說出個人和教會分工照顧寡婦的第一個原則：寡婦若無直系至親(兒女或孫兒女)，則

其具有經濟能力的親屬，只要不妨害基督徒的見證，便須接下承擔照顧寡婦的責任，

以免讓教會負荷過度。 

          「好使教會能救濟那真無倚靠的寡婦，」『那真無倚靠的寡婦』按原文並沒有

『無倚靠』三個字，故應譯作『那真實的寡婦』；本句指明分工照顧的第二個原則：

教會必須對『那真實的寡婦』負起照顧的責任。 

                所謂『那真實的寡婦』，也就是可以記在冊子上的寡婦(參 9 節)，根據本段經

文，至少須符合如下幾個條件：(1)沒有兒女或孫兒女(參 4 節)；(2)沒有同性親屬(參

8，16 節)；(3)年紀在六十歲以上(參 9 節)；(4)從來只作一個丈夫的妻子(參 9 節)；

(5)過去曾有行善的名聲(參 10 節)；(6)不好宴樂，而專心仰賴神、禱告神(參 5~6

節)。此外，她們在被記在冊子上之際，可能須聲明無意再婚(參 11~12 節)。 

    〔話中之光〕(一)凡是信徒個人力所能及的事，應當自己盡力去作，而不可隨便推給

教會承擔。 

          (二)基督徒的見證非常緊要，特別是異性之間的接觸來往，必須小心守住分際，

不可隨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各 2：15-16（加 6：9-10） 

【雅二 15～16】從 15～16 節雅各所使用的例子中，我們看出他對那信心只在口頭上的人特別關心。他對此

人的描述，顯示他至少表面上與教會有關，因為那有缺乏的是他的“弟兄”或“姊妹”。所缺乏的是基本維生的

必需品：夠用的衣物（希臘字 gymnos，“赤身露體”，即穿的不夠，經常指缺乏外衣，chiton及“日用的飲

食”。這位“信徒”如何回應？他用虔敬的話語將那有需要的人打發走：“平平安安的去罷，願你們穿得暖吃得

飽”。“平平安安的去罷”是猶太人散會常用的句子，NEB 和腓力浦譯本頗能捕捉其意：“祝你幸運”。

thermainesthe（穿得暖）和 chortazesthe（吃得飽）這兩動詞可以是關身式也可以是被動式。如是關身

式，則此“信徒”在鼓勵那有需要的弟兄自己想辦法，“自找出路”：“使自己得以溫飽”（NEB）。如果此兩動

詞是被動式，則此打發之語就是禱告的形式：“願你穿得暖吃得飽”。這兩種情況的要點是相同：面對自己弟

兄姊妹的需要，這位元“信徒”除了表示好意之外，其它一概不做。雅各問：“這有什麼益處呢？”從這例子的

意思來看，這“益處”主要指的是缺乏照顧的情況：言語，不論用意多好，都沒有使這些缺乏令人受益。但是

用心的讀者決不會錯過雅各在 14 節所用相同的句子，這位信徒空洞的話語不但對他人無益，也同時不給他

自己屬靈的“益處”。──《丁道爾聖經注釋》 



 

 

【加六 10】「所以，有了機會，就當向眾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當這樣。」 

“所以有了機會，就當向眾人行善”，眾人指一般人，包括教外人。智人說：“你手若有

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辭，就當向那應得的人施行”（箴三 27）。在此“有了機會”是指，

當我們手中有“行善的力量”，而別人也有需要時，就應當趁機行善。神所賜給我們的

財物，未必一生常常充裕。若手中有力量時不行善，在缺乏時，也必難希望別人向你

行善了。 

“向信徒一家的人更當這樣”，本句清楚地指出，信徒在主裡已經是一家的人（弗二 19;

提前三 15）。教會是永生神的家，信徒都是在這家裡面的人；我們對待主內的弟兄姊

妹，應當像家人一樣。當我們家裡的人有什麼缺乏或需用時，當然應該先照顧他們的

需用。 

    “更當這樣”表示：信徒行善，對外人與對主內弟兄，是有先後輕重之分別，這分別

就是：應優先和更多幫助主內弟兄的缺乏。這“更當”K.J.V., N.A.S.B., Williams, B.E.C.K.都

譯作 especially，就是“主要的”或“特別的”的意思。── 陳終道《新約書信讀經講義》 

  

【加六 10 善用時間“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也可譯

作：“若有時間就當行善。”】 

“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做工了。”（約 9∶4）時間是寶貴的，但我們並不知它的真正價

值，直到我們學會寶貴它時，為時已晚。朋友要求我們為他們付出時間，我們就毫不

吝惜地給予，有時我們甚至覺得度日如年。但總有一天會來到，我們會發現二十五分

鐘比世界上所有的財寶更有價值。厚賜百物給我們的那位自由而慷慨的神，要我們節

約使用祂恩典的供應，我們當何等小心地使用時間：因為祂從未同時賜下兩個時刻，

若不收回前一個時刻，決不賜下第二個時刻，而第三個時刻仍保留在祂自己手中，所

以我們完全沒有把握是否將擁有第三個時刻。神給我們時間預備自己進入永恆，在永

世裡我們會懊悔自己沒有善用時間而浪費了它。我們的一生和我們的心都歸屬于神，

完全奉獻不是太過分的事。祂給我們一切，是為了愛祂並事奉祂。所以不要搶奪神的

物。我們不是憑己力每時刻盡力為祂作什麼，乃是站在我們的地位上作合宜之事。要

安靜、受苦並禱告，這是蒙神悅納之事，即使沒什麼外在的行動表現。當失望、矛

盾、傷害來臨時，為神而忍受一切，其價值遠勝於長時間的禱告；這種操練謙卑和忍

耐的時間，永還不算浪費。但必須留意的是，這種受苦非出於我們自己的過錯。我們

當調整我們的生活並“愛惜光陰”，這是保羅說的，並遠離世俗和虛浮的宴樂，以及無

益的通信與談話，致使我們分心並落入自愛裡。借此我可以有更多時間事奉神，否則

我們實在是虛度光陰。－－ 芬乃倫《靈思默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加 6：6 

 



【加六 6】「在道理上受教的，當把一切需用的供給施教的人。」 

    “在道理上受教的”指一般信徒，“施教的人”就是撇下一切俗務，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

的人（徒六 4）。 

    “一切需用的”表示：所供給的應當足夠，不可缺乏。例如所供給的只足夠他吃，不

足夠他穿，或只夠他本人的飲食，卻不夠養育兒女等，這樣不是足夠的供給。── 陳

終道《新約書信讀經講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林前 9：9-14 

【林前九 9】「就如摩西的律法記著說：“牛在場上踹穀的時候，不可籠住它的嘴。”難

道神所掛念的是牛嗎？」 

    古時以色列人用牛來打穀，牲畜踹踏在穀米上，就把穀殼從穀粒上去掉。然後一齊

向空揚起，糠被風吹去，重的穀粒就落下來。律法上說明，牛在踹穀時，不可籠住牠

的嘴（申二十五 4），表示牠可以一邊吃。難道神所掛念的是牛麼？這問題，答案該

是“否定的”。這並不是說，保羅覺得神不掛念牛的需要（參太六 26；路十二 6～7），

也不是說這節經文與牛無關。要記住，這節經文出現的段落是關於人的，不是動物；

所以起初也可能是用來寓意的了。既然如此，拉比們就更可以用這節經文，堅持既然

適用于牛，就更適用於人了（《他勒目》，BM88b）。保羅正是這樣引用，他指出這

句話應用的重點何在，根本不是在牛。這乃是個原則；工人得作工的工價，應用在牛

身上，也應用在使徒身上。——《丁道爾聖經注釋》 

  

【林前九 10】舊約都當作如是解。―― 倪柝聲 

  

【林前九 11】「我們若把屬靈的種子撒在你們中間，就是從你們收割奉養肉身之物，

這還算大事嗎？」 

    前面的子句表示條件已符合了：“我們若……撒在你們中間”。保羅所撒的，就是在哥

林多傳的道，建立了教會。雖說撒種，其實他也在其中有點收割。他實際上作工的性

質，在這裡並不重要；他關注的是，誰作工耕耘就該得收穫的莊稼物。保羅在屬靈事

上為他們勞苦，就有十足權利享受物質的收穫。——《丁道爾聖經注釋》 

  

【林前九 12】「若別人在你們身上有這權柄，何況我們呢？然而，我們沒有用過這權

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 

    保羅用阻隔一字很不尋常（新約只在此用過）。意思是“插入”，在敵軍進攻的路

上，阻擋去路。保羅不作任何事阻擋福音邁進的通路。——《丁道爾聖經注釋》 

  

【林前九 13】「你們豈不知為聖事勞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嗎？伺候祭壇的，就分領壇

上的物嗎？」 



    你們豈不知（見三 16 注釋），表示他們本該知道的。在聖事上勞碌的，從其中維

生，這是人所皆知的；更明顯的，是那伺候祭壇的（伺候是“坐在旁邊”的意思；代表

慣常的服事），就得以分領壇上的祭物（利七 6、8～10、14、28～36 等）。——

《丁道爾聖經注釋》 

  

【林前九 14】「主也是這樣命定，叫傳福音的靠著福音養生。」 

    主也是這樣命定，叫傳福音的靠著福音養生。其實，主的命令中並沒有記載有這樣

的話；其中一句可能相關，又或保羅當這句是類似的話：“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路

十 7；參太十 8、10；提前五 18）。Theissen 認為保羅避開不受“神聖的貧窮”，會被

人指他對神的恩惠不夠信心，因為真正的使徒可以兩袖清風，靠賴神供給日用所需的

（Theissen p.43）。保羅不同意，他視神聖貧窮為一種特權，而不是必須條件。——

《丁道爾聖經注釋》 

  

【林前九 14】祭司作為一種被利用的口實。平常一個猶太人的家庭一星期最多只喫一

次肉，而祭司則肉喫得太多了，形成一種職業病。他們的特權，奢侈的生活，貪心是

盡人皆知的；保羅，知道這一切事。他知道他們利用宗教以自肥；他決定他自己走到

另一極端，不取任何東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  提前 5：17-18 

【提前五 17】「那善於管理教會的長老，當以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勞苦傳道教導人

的，更當如此。」 

    “勞苦”二字（希臘文是 kopiontes）便刻劃出這一點，雖然保羅在論到一般性的牧職

事務時也常採用這個字（提前四 10；羅十六 12；林前十五 10；加四 11；腓二 16；

西一 29；帖前五 12）。── 周天和《教牧書信》 

  

【提前五 17】「那善於管理教會的長老，當以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勞苦傳道教導人

的，更當如此。」 

         這話告訴我們兩件事：(1)長老乃是管理教會的人。教會中的一切行政措施，都是

由長老們在神面前共同定規，並監督執行的。(2)他們這樣為主老苦，理當在財物上，

受到眾聖徒加倍的敬奉。我們該如何顧到『那老苦傳道教道人的，』也該如何顧到善

於管理教會的長老們。這件事我們不可忽略！──《讀經指引》 

  

【提前五 17】工人得工價是應該的，是耶穌所說的一句話（路十 7）；耶穌很可能引

述當時一句流行的格言。凡工作的人配得生活上的供養；他越辛勞工作，所得的報酬

應越多。――《每日研經叢書》 

  



【提前五 18】「因為經上說：『牛在場上踹穀的時候，不可籠住牠的嘴』；又說：

『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 

         這是神聖事奉的原則，一面殷勤服事，一面豐滿享受；並且所享受的，就是自己

所服事的。(例如正常傳信息者，自己先在信息中得了供應。)強令燒磚造城，卻不供

給燒火的草，乃是黑暗權勢轄制人的原則，只有勞苦服役，卻毫無供應，結果不過產

生了歎息、哀告(參出一 8~14；二 23；五 1~23)。請問，我們今天自己的事奉，以及

帶領別人的事奉，究竟是在何種原則之下呢？──《讀經指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   罗 15:23-24 

【羅十五 23】保羅見證說，他在馬其頓、亞該亞一帶，已把福音傳遍，甚至『再沒有

可傳的地方』，所以他就要去更遠的羅馬，直到士班雅(即今西班牙)，為主作工。這

裏說出兩個原則：(1)事奉主者，必須在一處盡了神在當時當地所給他的託付，才可另

調他處。(2)事奉主的人，若在一處已經盡了他的職事，就應該接受更廣闊的負擔和引

導，把基督供應到更遠之處；不可死守一方，緊抓所已有的成就。――《讀經指引》 

  

【羅十五 25】「但現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給聖徒。」 

    供給聖徒。耶路撒冷教會的成員格外是“聖徒”（參 31 節，林前十六 1；林後八 4；

九 1、12）但是保羅的信徒以及其它外邦基督徒現在與他們“同國”（弗二 19），因此

他也常稱他們為“聖徒”，神聖潔的子民（見一 7 注釋），這個說法十分正確。“供給”

一詞所譯的字，是動詞 diakoneo“服事”的現在分詞（參十二 7；十五 8；十六 1）。—

—《丁道爾聖經注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   罗 15:25-28 

【羅十五 26】「因為馬其頓和亞該亞人樂意湊出捐項給耶路撒冷聖徒中的窮人。」 

    耶路撒冷聖徒中的窮人。耶路撒冷信徒顯然自稱為“窮人”（參加二 10，這裡是用同

一個字，ptochoi）；這個稱呼的希伯來文是～ebyonim，後期的猶太基督徒仍然沿

用，人稱他們為以比安奈特人（Ebionites）。賀爾假定，事實上保羅的捐款是為耶路

撒冷整個教會，但是他不好意思說明，使用這種說法為託辭。這個假設並無必要。保

羅屢次提到“為聖徒的捐款”等類的話，表明他對這個理由毫不引以為恥。——《丁道

爾聖經注釋》 

  

【羅十五 27】「這固然是他們樂意的，其實也算是所欠的債。因外邦人既然在他們屬

靈的好處上有分，就當把養身之物供給他們。」 

    其實也算是所欠的債。捐款是外邦教會主動要採取的行動（保羅只是在他們的熱情

冷卻時，再度提醒他們而已）；然而這也是承認他們的債──是道德上的債，不是法律

上的債。 



  就當把養身之物供給他們。有一種看法認為，這不僅是愛心的行動，更是一種貢

奉，是母會理當從外邦基督徒得著 234，這可能足以代表耶路撒冷教會的態度，卻不是

保羅的態度。他堅持這是一種出於恩典的行動，並不是捐款的教會正式的義務（參林

後八 6～9）。或許，他也存著盼望，希望這個神在外邦中施恩的物質象徵，能激起他

在十一 14 所提到有益的“憤恨”235。這裡的動詞“供給”是 leithourgeo（參 16 節的名詞

leitourgos，及其說明；並參林後九 12，那裡稱捐款為一種 leitourgia，“服事”）。—

—《丁道爾聖經注釋》 

  

【羅十五 27】「既然在他們屬靈的好處上有分，就當把養身之物供給他們。」屬靈的

恩典雖非買賣的，但蒙恩的人，願意在財物上，為著主的緣故，交通給幫助他們的

人，也是應當的，且是蒙神喜悅的。――《讀經指引》 

【羅十五 28】「等我辦完了這事，把這善果向他們交付明白，我就要路過你們那裡，

往西班牙去。」 

    把這善果向他們交付明白。直譯為“向他們印證了這個果子”。保羅用了正式的商業

用語；參 NEB：“在我本人的印證下交付了這筆款項。”然而，這裡所提的可能不是保

羅自己的印證，而是聖靈的印證；這是他在外邦人當中工作的總成績。——《丁道爾

聖經注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