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十一奉獻 
作為每週的提醒 : 

「我們的一切 都屬於上帝」 
             
 

▲主題經文:[瑪拉基書3:8-12] 
 

洪蓁蓁 
2020.08.16. 



林前16:1 論到為聖徒捐錢， 
         我(保羅)從前怎樣 
         吩咐加拉太的眾教會， 
         你們也當怎樣行。  
 
林前16:2 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主日), 
         各人要照自己的進項 
         抽出來留著(事先預備好)， 
         免得我來的時候現湊。 

◆作為「每週的提醒」:    
       (林前16:1-2) 



《主啊! 我到你面前》 
主啊 我到你面前  獻上我的*今天 
我的*身體  我的*一切 獻上當作活祭 
 
主啊 我到你面前 獻上我的*今天 
求你更新 求你潔淨 我的心思意念 
 
我與你  同釘十架   如*今不是我活著 
因我知道  你是深愛我  我只為你而活 
 
 主啊  我到你面前  獻上我的*今天 
 願我一生  蒙你悅納  成為你的喜悅 

◆【奉獻】的意義:   
              

▲上帝的兒女-  
  為了回應- 
 父上帝慈愛 信實的 
 供應與賞賜,而向父 
 上帝所獻上「愛心的 
 回應」; 
                               

▲獻上包括:個人「身、 
心、靈的委身事奉」與 
「恩賜、時間、財物的 
  奉獻」。 



1)因為:人看外貌,上帝看內心! 
▲撒上16:07下 耶和華不像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 
 
2)因為:上帝喜悅甘心樂意奉獻的人!  
▲林後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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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所喜愛的。  

◆「作奉獻」時-「上帝所最在意的事」 
        是: 
    「我們的態度-是否-甘心樂意 ?!」 



ˊ    ◆講章大綱: 

一、前言: 
二、上帝兒女對於「十一」 
        該有的認識:[瑪拉基書3:8-12] 

三、關於「實行十一」的問題: 
四、結論: 



詩50:7  我的民哪，你們當聽我的話！  
        以色列啊，我要勸戒你；我是上帝，是你的上帝！  
詩50:8  我並不因你的祭物責備你；你的燔祭常在我面前。  
詩50:9  我不從你家中取公牛，也不從你圈內取山羊；  
詩50:10 因為，樹林中的百獸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  
詩50:11 山中的飛鳥，我都知道；野地的走獸也都屬我。  
詩50:12 我若是飢餓,我不用告訴你, 
        因為世界和其中所充滿的都是我的。  

   上帝「設立十一」的「目的」之一: 
       為要提醒我們- 
        →我們所有的一切 都屬於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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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14:22 你要把你撒種所產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 
        十分取一分；  
申14:23 又要把你的五穀、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並牛群 
        羊群中頭生的，吃在耶和華－你上帝面前，就是他 
        所選擇要立為他名的居所。 
        這樣，你可以[學習時常敬畏耶和華－你的上帝]。  

    上帝「設立十一」的「目的」之二: 
        為要讓我們- 
    →學習敬畏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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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上帝兒女對於
「十一」該有的認識: 
(主題經文:[瑪拉基書3:8-12]) 



                 ◆瑪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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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無處可容。  
 

   ◆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並不加上憂慮。(箴10:22) 

 

 ◆?上帝應許給人-多到「甚至無處可容」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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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3:8 人豈可奪取上帝之物呢？你們竟奪取我(上帝)的供物。 
      你們卻說：『我們在何事上奪取你(上帝)的供物呢？』 
      就是你們在當納的十分之一和當獻的供物上。 
  
瑪3:9 因你們通國的人都奪取我(上帝)的供物，咒詛就臨到 
      你們身上。  

 ◆當我們「沒有奉獻供物/停止奉獻十一」時, 
      等同於 :  
  「我們是在奪取上帝財物!」(瑪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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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一的定律 : 
若非獻給「上帝」者,  
必被「吞噬者」收取/奪去(瑪3:10-11) 

瑪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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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無處可容。   

                                                     

瑪3:11 萬軍之耶和華說: 
       我必為你們斥責蝗蟲(原文是吞 
       噬者), 不容牠毀壞你們的土產。 
       你們田間的葡萄樹在未熟之先也 
       不掉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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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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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的教會)有糧，以此試試 
  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 
  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 
  至無處可容。  

   ◆我們的「十一當納的奉獻」應該「納到哪裡」? 
          →納到-我們所委身的地方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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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關於「實行十一」的問題: 



 
1.你這次打工,賺了600元。你的十一該是多少? 
     □ 6元; □ 60元; 
 
2.你撿到一個錢包,裡面有1500元。你的十一該是多少? 
     □ 150元; □ 0元; 
 
3.你母親給你1000元去買菜。你的十一該是多少? 
     □ 100元; □ 0元; 
 

 
         ◆ 測驗題-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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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4.你和朋友回收報紙去賣,一共賺了400元,你的十一該多少? 
      □ 40元; □ 20元; 
 
5.你每月的薪水是20000元;預扣你每月房租4000元。 
  你的十一該是多少? 
      □ 1600元; □ 2000元; 
 
6.你有一張發票-幸運中獎200元。你的十一該是多少? 
      □ 20元; □ 0元; 
 

 
                  ◆ 測驗題-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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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答題-1.  
     【「十一當納的奉獻」只限於金錢上的奉獻嗎? 】 

▼【答:不只限於金錢上】;  
   我們當樂意將我們[時間的第一個部分] 就如: 
[一個星期中的第一天(主日)] 、[一天的開始(清晨)] 
 都樂意來奉獻給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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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3:9-10 
  你要以財物和一切初熟的土產尊榮耶和華。這樣， 
  你的倉房必充滿有餘；你的酒醡有新酒盈溢。  



        ◆問答題-2. 
        【即使丈夫不同意, 妻子仍然-當作十一奉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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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不用! 】 
   *除了[救恩]之外,妻子所作的[屬靈決定]都在丈夫 
    的保護之下! 
    然而,妻子可以在得到丈夫同意之後,用其他方式- 
    作十一奉獻;  



        ◆問答題-3. 
        【若妻子反對, 丈夫仍然-當作十一奉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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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的! 】 
   →上帝要丈夫負責-以神的話教導妻子! 
     (丈夫有責任-引導幫助妻子一同來遵行神的話!) 
 



       ◆問答題-4 
       【 一個負債的人, 他應該作十一奉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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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的!】 
*通常-[債務問題]正顯明-這人沒有作十一奉獻! 
 因此,他應該開始作十一奉獻,讓上帝有機會-向他 
 彰顯大能,使他在財務上自由;  



    ◆問答題-5 
【我們應當-按照[總收入]還是[淨收入]實行十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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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總收入! ;】 
  
  (*「總收入」定義-對個人/家庭而言:是- 
     「所有工資/薪金/利潤/利息支付/租金/...和 
         其他形式收入的總和, 不包括任何扣除/稅項等」。) 



       ◆問答題-6. 
【若我已有幾年-沒有[作十一奉獻]了,應該怎麼辦呢? 】 
(或問: 
【我已信主/受洗多年了,從來都[還沒有-在神面前獻上 
    我的十一],應該怎麼辦呢?! 】) 

三8 

▼【答:1)當向上帝悔改並補上-過去在[十一當納的奉獻] 
         上的缺欠;這樣作-會使我們在上帝面前有-清潔 
         的良心,不至於-承受”奪取上帝之物”的虧欠! 
                                                                                                                      

   2)每個基督徒需要-自己決定-他的十一奉獻-應當追溯 
     到甚麼時候-開始算起-來作補付!  】 



▼【 答:否。 】 
 
 
*當一個孩子能自己賺錢時, 
父母應該教導他-從他自己的
收入中-拿出十分之一來奉獻;  

       ◆問答題-7. 
【作父母的人-是否-為了教導兒女作十一奉獻, 而- 
    需要拿錢給孩子, 讓孩子把錢放入奉獻袋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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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答題-8. 
 【若是我們奉獻了「十分之三/十分之四」;  
    上帝也會增加-我們在財務上的獎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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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不會。】 
 
*需要-查驗我們「作奉獻的動機」 
 -是否-是- 
 為了回應神的愛和恩典而行之?! 



      ◆問答題-9. 
 【若是我們「實在遵行了十一當納的奉獻」,  
     結果-卻未得著神的祝福」? 

 ▼【 答:需要檢討-看看-在自己的生命/生活-各方面- 
是否-有-*自己「並未遵行上帝的道/上帝的原則」之處, 
以至於上帝的責備/管教臨到?】(◆參看下一頁〜七項[上帝-普世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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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給世人【七項-普世通用的-生活原則】 
        (參考[真善美-基要生活講座]課程) 

7-1)設計的原則(自我接納);  
7-2)權柄的原則(回應權柄); 
  
7-3)責任的原則(清潔良心); 
7-4)受苦的原則(饒恕的靈); 
 
7-5)所有權的原則(放下權利); 
7-6)自由的原則(道德自由); 
7-7)成功的原則(成功人生);    

◆培基文教基金會的 
【真善美-基要生活講座】 
    線上課程九月開跑囉(yes)！ 
▲9/3 起至 11/9 日 
    每週四 
    晚上 7:00-9:00 
    共 11 次。 
▲報名方式：
https://iblp.ibooking.com.tw/
activitys/items?id=9 
▲講座介紹：
https://tw.iblp.org/training/b
asic-semi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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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改過去-沒有實行十一 
當納的奉獻-禱告文 

◆親愛的天父上帝 
▲我承認-我犯了「奪取上帝之物」的罪; 
  懇求主-赦免我的罪;按著主所應許我 
  們的話-說:[我們若認自己的罪,上帝 
  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 
  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謝謝主耶穌基督的寶血塗抹我、潔淨 
  我-使我在主面前-成為一個新造的人! 
▲我願意-在主面前-立定心志-從今天起, 
  我要甘心樂意地向主獻上我的十一,藉 
  此提醒我自己-我的一切都是屬於上帝 
  的! 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禱告, 阿們。 

 
▲耶和華的律法全備， 
  能甦醒人心； 
  
▲耶和華的法度確定， 
  能使愚人有智慧。 
       
        (詩篇19:7) 



◆四、結論 

1.▲獻上自己-當作活祭 
 
2.▲謙卑順服-甘心樂意 
 
3.▲忠心事奉-與主同行 
 
4.▲為主而活-宣揚主名 

《主啊! 我到你面前》 
主啊 我到你面前  獻上我的*今天 
我的*身體  我的*一切 獻上當作活祭 
 
主啊 我到你面前 獻上我的*今天 
求你更新 求你潔淨 我的心思意念 
 
我與你  同釘十架   如*今不是我活著 
 因我知道  你是深愛我  我只為你而活 
 
 主啊  我到你面前  獻上我的*今天 
 願我一生  蒙你悅納  成為你的喜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