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蒙福人生 • 14

第2 章  

 神必居首位

• 15

問題與討論

1. 本章我提到了一個小插曲，是神向一位在加油站當收銀員的女士啟示說，

我是個佈道家，並告訴她要為我的油錢買單。這個「神的靈會對某人說話

並指示該如何奉獻給予」的想法（見2頁）自此成為我無論在服事上或個

人基督徒生活的重心。如果用一到十來評分，你會給自己是否能夠聽到神

聲音打幾分呢？

2. 在一個接著一個的故事中，我提到自己從給車、給宣教士的特別奉獻和其

他奉獻中所得到的喜悅。你自己在奉獻時，所經歷過的最大喜悅是什麼？

3. 請描述下列每樣經歷中的差異，你認為在哪些情況下應該給予？

 ‧神要你去奉獻。

 ‧ 你的牧者或有個好心的義工要你奉獻給你的教會，或是為了其他值得的

理由而奉獻。

 ‧一個基督徒朋友或親戚因為個人的緊急突發狀況，向你借錢。

 ‧一個非基督徒朋友或親戚因為個人的緊急突發狀況，向你借錢。

我
們常常聽見這麼一句俗語說：要事第一。

有一大堆的聖經真理都可以是這句話裡頭的「要事」，那想過

一個蒙福的人生所應當首先具備的要事又是什麼呢？我們這麼來看吧，聖

經中有超過五百節經文是講到了禱告，而有將近五百節經文則是提到信

心，卻有兩千多節經文是講關於金錢和財物。

耶穌在祂所傳講的三十八個比喻當中，有十六個都講到金錢，因此從

聖經的立場來看，很明顯地我們必須對金錢有所瞭解，並知道應當如何運

用它。為什麼？因為金錢其實是個從神而來的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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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何看待金錢，將會徹底顯明你的優先次序、忠誠度，及心裡所愛

為何。事實上，你對錢財的態度，也決定了你能否得著生命中的許多福

分。

你必須緊緊抓住的首要原則，特別當我們講到給予，就是初熟之物的

這個原則，也可以說是頭生的或是什一奉獻的原則。

事實上，有太多的基督徒不明白什麼是頭生的或什一奉獻。（請不要

說：關於什一奉獻的信息我已經聽太多了，就因此決定跳過這章或認為

我只是在老調重彈。我接下來所要說的將會帶來生命，並使你得著完全釋

放的自由。千萬不要錯過了！）

若非獻祭，就當代贖

在出埃及記十三章中，我們可以讀到一個很重要的金錢原則，神這麼

說：

「以色列中凡頭生的，無論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別為

聖歸我。」 （出埃及記十三章2節）

這裡神說得很清楚：凡頭生的，都是「我的」，是屬於神的。其實整

本聖經裡頭，神總共說了十六次凡頭生的都是祂的！比方出埃及記十三章

12至13節就講得很清楚：

「那時你要將一切頭生的，並牲畜中頭生的，歸給耶和華；公

的都要屬耶和華。凡頭生的驢，你要用羊羔代贖；若不代贖，就

要打折牠的頸項。凡你兒子中頭生的都要贖出來。」

 （出埃及記十三章12∼13節）

明白頭生的原則是極為重要的，根據舊約裡面的律法，凡頭生的如果

不是當作祭物獻給耶和華，就是要用羊羔代贖，並沒有任何其他選項，包

括牲畜中頭生的，就是要歸給耶和華。除非是被認定為不潔的，那就必須

用潔淨、且毫無瑕疵的羊羔來代贖。總結來說，凡頭生若為潔淨的，就必

須獻給耶和華為祭；若為不潔的，則必須用羊羔代贖。

當我們明白這點之後，再來看新約當中，描述施洗約翰在約旦河邊遇

到耶穌時的場景。

某天施洗約翰在河裡為人施洗時，抬頭看見耶穌正走向他。當時施洗

約翰大聲呼叫說：「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約翰福音一

章29節）

施洗約翰那句充滿啟示的宣告，確實精準地說明了耶穌的角色，以及

祂來所要完成的任務。耶穌是神頭生的兒子，耶穌無論各方面都是潔淨、

完美且毫無瑕疵的。我們則是那不潔的，我們每個人生下來都是帶著罪性

的罪人。

現在讓我們再來回想一下，出埃及記裡所講到的頭生原則，記住，律

法是說只要頭生且是潔淨的，就應當作為祭物獻給耶和華，而頭生的若為

不潔，則必須以潔淨的羊羔代贖。

你是否看出這兩者中間的相似之處？耶穌基督是神頭生的兒子，並且

是完全潔淨的。祂是潔淨且絲毫沒有任何瑕疵的羊羔；因此，耶穌獻上自

己為祭，以救贖我們。

當耶穌獻上自己為祭並將我們贖回時，祂把我們買回來，讓我們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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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神。祂確實是那初熟果子的奉獻，事實上或許也可以說，耶穌就是神

的什一奉獻。

神甚至是在我們都還沒有回轉前，就已經憑著信心給出了祂的什一奉

獻（耶穌），請特別注意，是在我們還沒有回轉歸向祂之前，祂就把耶穌

給我們了。就如羅馬書五章8節所說的：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

我們顯明了。」 （羅馬書五章8節）

我們必須比照將我們自己初熟的果子也就是—什一奉獻—獻上，

甚至是在看見神的祝福臨到之前，就憑著信心什一奉獻出去。

神憑著信心將耶穌賜給我們，「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羅

馬書八章29節），從這點來看，耶穌確實是神所給出的什一奉獻。神先把

耶穌賜給我們，此舉乃是完全憑著信心，因為那是在我們還作罪人時—

甚至是當人在耶穌將死之際還在嘲笑祂、吐口水在祂臉上的那個時候。

神沒有看我們是否會先回轉或悔改，或是

讓我們自己成為配得上的，才決定行動與否，

因為祂完全明白要事首當先做的這個原則。

你有沒有想過，在出埃及記裡頭所記載的

第十災中，神奪取了全埃及地所有頭生之性命

的正當性呢？凡頭生的都是屬於耶和華的，神

有合法的權利可以拿走任何只要是頭生的，因為不論是在埃及人或是以色

列人中，凡頭生的都是屬於祂的！

但是那天晚上，在以色列人中凡頭生的並沒有死，為什麼他們沒有

死？因為有隻羊羔代替了他們被獻為祭，是那毫無瑕疵的羔羊替他們死

了！

你可以回想，是神指示摩西教導以色列百姓將羊羔的血塗抹在各人

家中的門楣及左右門框上，於是他們將血塗抹在門楣（就是門框的上方

處），及門柱上（門框的左右兩邊）（見出埃及記十二章7節）。

想像你自己站在其中一扇門外，正在用牛膝草蘸著羊羔的血。看著自

己先將血打在左邊的門框上，然後又將血同樣打在右邊門框上，最後將血

打在上方的門楣上，好讓血可以滴下來。

你是否發現，當你照著這些步驟做的時候，你其實就好像是用血在畫

一個十字。以色列的百姓是被用羔羊的血所畫成的十架給拯救的！而我們

也正是這樣被救贖的。神以同樣的方式—將祂頭生的兒子獻上為祭—

來救贖我們。

這個獻上初熟之物的原則帶有非常、非常大的能力，我曾經聽人這麼

說過，凡是獻上的初熟之物從來沒有一個會失落；但是凡初熟或頭生的，

若是沒有獻上，則沒有一樣不失落的。換句話說，凡是我們獻上給神的，

神必定會為我們贖回；但是當我們有所保留而不獻給神時，必會失去。耶

穌也回應了這個原則，祂是這麼說的：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得

著生命。」 （馬太福音十六章25節）

凡頭生或初熟的都是屬於神的，我們可以在神的話語中看見祂一再重

申這個原則。我們可以將自己最重要的精華時間獻給神，也可以將我們財

務上的第一筆所得交給神。而這就是什一奉獻的真諦—將我們所有的第

耶穌是神的什一

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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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獻給神。這就好像在說：「神啊，我願將我所有初熟的和頭生的都交給

祢，並且我相信祢會為我贖回其餘的一切。」

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思考，當第一隻羊羔生下來時，根本無從得知

母羊之後是否會再產下更多的小羊。但儘管如此，神並沒有說：「讓你的

母羊先生九隻羊，再把接下來生的那頭羊給我。」並非如此，神是說：

「把你頭生的獻給我。」

要將頭生的或初熟之物獻上，總是需要具備相當的信心，這也是之所

以這麼少基督徒真正經歷到什一的祝福，真正的什一是在還未確定自己有

的是否足夠之前，就先獻祭給神。就好像我們是透過什一在對神說：「我

承認祢在我生命中是最重要的，我也讓祢在我生命中居首位，因為我相信

祢必定會顧念我生命中其餘的一切。」

這是為什麼什一奉獻是如此重要，將神視為首要是一切的根基。

第一的就是能帶來救贖的那份，換言之，只要將第一份獻給了神，其

餘的就必能被贖回。也因此，當我們在一個禮拜的第一天來教會聚會，也

就等同於將我們首要的時間獻給神。

遺憾的是，有些人認為禮拜一是一週的開始，並想著：我一定要在這

週有個好的開始，必須多讓一些單結案，好讓我的銀行存款再多一點。

於是，這些人將自己一個禮拜的第一日獻給了金錢。

然而，也有些人的一週是從禮拜五開始的，他們這麼說：「拜託，我

這個週末一定要去好好狂歡一下！」這些人將自己時間的初熟果子獻給了

娛樂消遣。

作為神的子民，我們必須將我們一週最先開始的那天給耶穌，新約時

代的教會選擇在禮拜天聚會，是因為他們在歡慶主耶穌基督的復活日，他

們在敬拜中，將一個禮拜裡頭最重要的時間獻給了神。

首要當中的首要

不光是頭生的屬於神，初熟的果子也一樣屬乎祂。

出埃及記二十三章記載：

「地裡首先初熟之物要送到耶和華─你神的殿。」

 （出埃及記二十三章19節）

這節經文甚至是說，神要的是首先的初熟之物，這表示最後的初熟之

物是不被接受的。不是初熟之物的第十份，而是首先的初熟之物，重新把

這節經文再讀過一遍：

 

「地裡首先初熟之物要送到耶和華─你神的殿。」

請注意這節經文特別指出「神的殿」才是應當獻上初熟之物的地方。

而不是說將這些供物去獻給某個電視台的事工，雖然我個人非常同意支持

優質的媒體事工。這節經文也沒有叫我們把當納的十分之一奉獻給某個宣

教士；同樣地，雖然支持宣教事工絕對是貼近神的心意，也是神所喜悅的

（我本人也相當贊同）。但是這節經文並沒有說你可以將你的首先初熟之

物任憑己意地到處奉獻，而是說要送到「耶和華—你神的殿」。

我們一定要使神的殿中先充足，這是初熟果子原則中，我們所必須了

解的面向之一，這也是為什麼箴言三章中這麼說：

「你要以財物和一切初熟的土產尊榮耶和華。這樣，你的倉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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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充滿有餘；你的酒醡有新酒盈溢。」 （箴言三章9∼10節）

這裡的經文亦提到「將當納的十分之一獻入神的殿中」，是指用財物

和我們所有收入中的第一份來尊榮耶和華。

當時在舊約時代裡，大部分的人都是靠畜牧或種植穀物維生的農夫。

對他們而言，收割下來的農作物或是繁衍出來的牲畜就是「一切初熟的土

產」。而對今天的我們來說，可能你是銀行家、律師、教師或是建築工

人，那麼這「一切初熟的土產」所指的就是你工作的收入。

不論是從事哪樣工作，或是這個初熟土產是從何而來，聖經相當明確

地指出，我們必須以財物和一切初熟的土產來尊榮耶和華。當我們這麼做

的時候，這節經文也說我們的「倉房必充滿有餘；（我們的）酒醡有新酒

盈溢。」（10節）

你還記得約書亞記中耶利哥城倒塌的事件嗎？可以回想一下，神有嚴

格地吩咐以色列人不得取任何耶利哥城中之物，因為那一切都要歸入耶和

華的庫中。

為什麼耶和華說耶利哥城中的金子和銀子都必入耶和華的庫中呢？因

為耶利哥城是在應許之地裡所攻下的第一座城，它就是那初熟的土產。

神在說的是：「將耶利哥城中的金子和銀子帶到我的殿中，接下來的

就都是你們的了。」神並沒有說：「你們先攻下十個城，再把從第十個城

中掠奪到的財物給我就好了。」事實上神在說的是：「把第一個給我，其

餘的就都是你們的了。」這麼做當然需要有信心—什一奉獻亦然。

你也有印象在以色列人中有一個人不顧耶和華清楚的指示，以色列百

姓被告知說金子和銀子都要「歸耶和華為聖」（見約書亞記六章19節），

但有一個名叫亞干的人卻擅自取了那當滅之物，並致使「受咒詛」（約書

亞記六章18節）。

好好思考一下，當城中之物歸給耶和華時，它們是歸給耶和華為聖，

或是為了耶和華的殿而被特別分別出來的；但就在某人將其中一部分佔為

己有之後，它們反而成了阻撓以色列百姓進入應許之地的咒詛。

歸為聖或是受咒詛—整本聖經就是這樣描述什一奉獻。如果是納入

耶和華的殿中，就是歸為聖；如果是個人佔為己用，則立刻因為是竊取而

成了咒詛。

在瑪拉基書三章裡，神說得非常清楚，如果我們不給出什一奉獻，我

們就是在奪取神的供物。你想想，人有可能因為竊取了神的供物而因此受

到咒詛，這事態可嚴重了吧！

「人豈可奪取神之物呢？你們竟奪取我的供物。你們卻說：

『我們在何事上奪取祢的供物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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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拉基書三章8∼9節）

令我感到相當訝異的是許多人會忽視這節經文，或者嘗試搪塞過去，

有些人會說：「那是舊約的經文。」但就在瑪拉基書同一章裡神也說：

「因我—耶和華是不改變的。」（6節）

我們已經看見神清楚地說：凡一切頭生的，都要歸給耶和華（見出

埃及記十三章2節），以及地裡首先的初熟之物也是屬乎祂（見出埃及記

二十三章19節），而前文中，也看到我們的什一也是當納給祂（見瑪拉基

書三章8∼9節）。

那我倒要在這裡問問那些聲稱什一奉獻的原則已不合乎時代的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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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神說「我⋯⋯是不改變的」（瑪拉基書三章6節），那前面所說的那些

原則是從什麼時候改變的？神又是在哪個時間點改變了？

什一奉獻、頭生的或是地裡首先的初熟之物都屬於神，這並不是律法

的規定，而是不改變的神所設立的不變通則！

許多人會說：「什一不過是個律法，但我們現在是在恩典的時代，所

以我不需要遵守。」他們必須明白，有許多事情過去是以律法規定，但直

到今天仍是神運行的原則。

難道你認為有人會覺得犯姦淫不過是過去律法所禁止的，在恩典底下

就成了可行的嗎？又或者你會同意如果有人辯駁說：因為偷竊是舊約的律

法時代所禁止的，而今天我們已經活在新約的恩典時代，偷竊就成了可以

接受的嗎？想必不會。

神的話中有許多永恆不變的原則，什一奉獻很明顯地就是其中之一，

是從創世記到啟示錄都通行的原則。

什一奉獻當納給神，凡頭生的當歸給神，地裡一切首先的初熟之物也

是屬於神的。

從我作牧師和佈道家的這些日子以來，我所聽過和什一奉獻相關的見

證不計其數，而對於它們的一致性，我著實感到訝異。服事神的這二十幾

年來，那些有什一奉獻的人跟我講的見證都很類似，而那些沒有什一奉獻

的人所作的見證也都大同小異，只是這兩者中間是有很大的出入。（也請

記得聖經的諄諄教誨：「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句句都要定準。」〔哥

林多後書十三章1節〕）

幾乎沒有例外，有什一奉獻的人都說：「我真的是很蒙祝福」或是

「神很祝福我」。他們都作見證說神很祝福他們；但相反地，每個我所遇

過沒有什一奉獻的人也都說：「我根本沒有錢來什一奉獻。」

我想邀請你重新思考上面所提的這兩種

人，與他們所做的兩種描述：每位有什一奉獻

的人都見證自己是蒙福的；而凡是沒有遵行什

一奉獻的人則說自己連什一奉獻的錢都拿不出

來。

我猜就連《阿甘正傳》裡的阿甘大概也可

以從這個模式中看出端倪，而且他可能會說：「我不是個聰明人，但是我

鐵定是要什一奉獻的，我要說的就是這些。」

值得尊敬的亞伯

什一奉獻、獻上頭生的和地裡初熟土產的這些原則不僅合乎聖經，也

是永恆不變的真理。當我們將自己的生命及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與這些原

則對準時，神的祝福自然而然就會臨到。

在創世記四章裡頭，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很貼切的例子：

「有一日，該隱拿地裡的出產為供物獻給耶和華；亞伯也將他

羊群中頭生的和羊的脂油獻上。耶和華看中了亞伯和他的供物，

只是看不中該隱和他的供物。該隱就大大地發怒，變了臉色。」

 （創世記四章3∼5節）

許多人可能花了很長的時間在想，為什麼神只看中亞伯的供物，而沒

有看中該隱和他的供物呢？但再仔細看一下，其實會發現聖經說得很清

楚，亞伯所獻上的是他羊群中頭生的，但是並沒有寫到該隱所獻的是地裡

難道你認為有人會覺

得犯姦淫不過是過去

律法所禁止的，在恩

典底下就成了可行的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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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熟的土產。

可以注意到的是，上面的經文是說：「有一日」，也就是說該隱種植

穀物，然後「有一日」他抽出時間把他的供物帶到上帝面前。從這裡我們

也可以看出另外一層含意，就是該隱並不是以地裡初熟的土產獻給耶和

華。有沒有可能這就是為什麼神並沒有看中該隱的供物呢？我相信是的。

但反過來我們看亞伯，他則是獻上他羊群當中頭生的，而神就悅納他

的供物。

從這裡我們學習到，神看重的是當我們奉獻時，我們的心是如何，當

我們獻上自己首先初熟的果子或是十分之一當中的第一份時，神就會悅納

並看中我們所獻上的。什一奉獻就是我們的初熟果子，而且什一必須得是

獻上首先的那一份，聖經針對這個部分是描述得相當清楚的：

「地上所有的，無論是地上的種子是樹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

耶和華的，是歸給耶和華為聖的。」 （利未記二十七章30節）

就好像頭生的和地上首先的初熟之物是屬乎神的，十分之一也是當歸

給耶和華的，同樣地，這十分之一指的是那十份裡的第一份。因為祂是這

麼說的：「地上所有的⋯⋯十分之一是耶和華的。」（利未記二十七章30

節）

我曾經聽邁克‧海斯牧師打了一個很妙的比方來說明這個真理，他是

在美國德州卡洛爾頓鎮上的聖約教會牧會。

現在，假設我打算給出去十張面額一元的美鈔，並且我會問兩個和這

鈔票有關的問題，我猜大部分的基督徒可能會答對第一題，但第二題也許

就摸不著頭緒了。

試想一下，這十張一元鈔票就是給你的，而且它們一張張地排在你面

前的桌上。那麼現在我要問的第一個問題是：「這些錢的十分之一是多

少？」我想這題應該大家都不會答錯，十元美金的十分之一，無庸置疑的

就是一元美金。但是考倒人的問題來了：哪一張才是那十分之一當中的第

一份呢？是從左邊數、還是右邊數來的那一張呢？

假設你是禮拜四領薪水，一領到薪水，你就立刻把所有該付的帳單付

完，然後又把家裡吃的跟用的都買齊，最後在去教會前把什一奉獻的支票

寫好。這樣你算是把收入中首先的十分之一拿去做什一奉獻嗎？答案是否

定的。我們有沒有可能雖然給出去完整的十分之一，卻並沒有按照神的原

則在什一奉獻呢？絕對有可能！

讓我們重新看一次前面一元鈔票的例子，以更多明白這個道理。哪張

鈔票是我們應該什一的呢？讓我來告訴你應該怎麼做決定，什一奉獻應該

是我們最先花用或最先給出去的那一份。你最先支出的費用就形同你的初

熟之物，換句話說，什一奉獻的支票應該是你領了薪水之後所開出去的第

一張支票。

在我們還沒付其他帳單前，就先把這十分之一奉獻出去，難道這樣就

算得上是信心的行動了嗎？又或者如果你是把所有該付的錢都先付完之

後，才來看手邊剩餘的是否夠拿來奉獻給神，那這是否也說明了你的優先

次序呢？

我們的第一筆花費應該就是用來什一奉獻，因為那就是我們首先的初

熟之物。而且根據出埃及記十三章，首先的這一份就是能夠帶來救贖的那

份，它具有能夠贖回其他剩餘部分的能力。這也是保羅在羅馬書十一章16

節中所傳講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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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獻的新麵若是聖潔，全團也就聖潔了；樹根若是聖潔，樹

枝也就聖潔了。」 （羅馬書十一章16節）

有許多的祝福都是伴隨著什一奉獻而來的，不過是讓神居首位以及信

心的法則讓這些祝福成形的，也可以說它們是啟動祝福的開關。

首先的那一份能夠使其餘所剩的都得以贖回，也是首先的這份承載著

祝福，這就是為什麼你不應該把首先的部分拿去付房貸。不過很可惜的

是，許多的基督徒似乎敬畏國稅局與銀行比他們敬畏神還要多。    

或者也可以說，我們看國稅局及房貸比看重神還要多。有什一奉獻的

人會說：「是，我有這一疊鈔票，但第一張我要先獻給神，並且相信祂會

祝福剩餘的『全團』。」

但與奉獻金錢相比，當亞伯拉罕要奉獻他頭生的兒子以撒時，他所冒

的風險著實是大得多了。請注意，亞伯拉罕並沒有等自己看是不是生完了

十個兒子之後，才來把這個頭生的兒子獻上，神也沒有在他只有以撒這個

惟一的兒子時告訴他說：「等你的老四或老五出生之後，我再來向你要他

們其中的一個。」

不是這樣的，神向他要這個頭生兒子的時間點，是在他也僅有這個獨

生子的時候啊！亞伯拉罕有的只是神曾給過他將會有許多後裔的這個應

許，所以他真是憑著信心在獻以撒；而這也正是我們什一奉獻時所需要擁

有的信心：因著信，將自己頭生的或首先的初熟果子獻給神。

當神要我們將頭生的羔羊獻上給祂時，我們僅能緊抓住神的應許，並

相信母羊將會產下更多的小羊，並憑著信心將牠獻給神。許多人都說自己

有將神放在首位，但是什一奉獻就是見真章的時候，也是檢視我們是否言

行一致的時刻。

如果你告訴我，你有讓神在你的生命當中居首位，那請讓我看看你的

支票簿或記帳本，這樣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見居首位的到底是誰。支票簿

會不會說居首位的其實是房貸的銀行呢？又或者它會全盤托出就連賣車的

地位都比神還要高呢？還是它會為你的消費習慣作好見證，證明神確實是

居首位的呢？

當撒但想用恐懼來恐嚇我們說：「你準備破產吧、你的婚姻註定是要

失敗的、你就要生大病了⋯⋯」你可以堅定地回牠說：「才不是呢，我都

有什一奉獻，就因為我有什一，聖經說神會為了我的緣故而斥責一切的吞

噬者，是為了我的緣故！神是我生命中最首要的，神也會為我贖回並保守

我生命中的所有！」

請問你寧願一生中的收入全歸自己所有，卻都是受咒詛的？還是情願

保有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且這剩餘的是全然蒙受祝福、神也因著祂的承諾

而保護它們呢？

這實在是許多基督徒需要自我反省與思考的問題，最近我從一位牧師

那裡聽到一個令人擔憂的數據：

1998年間，全世界基督的身體總收入所得約為美金十五兆兩千億元。

其中事工相關的部分，包含教會及各樣事工等的奉獻，共收到美金兩

千七百億元；你可以稍微算一下，這僅佔總數的1.8%。

當我聽到這個數據時，第一個念頭是一定是因為那些貧窮國家把平均

值都拉低了，不過我馬上就聽到了單就美國本身的數字。

1998年一年內，基督的身體在美國的總收入所得是美金五兆兩千億

元，然而教會及相關事工所收到的奉獻是美金九百二十億元，僅佔總收入

的1.7%。

試想一下，我們這些住在美國神的百姓在財務上是何等蒙神恩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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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卻只願意將收入的1.7%投入耶穌的事業，而整個世界也不過投入

1.8%，我們竟然給得比世界上其他的貧窮國家還要少！1

請特別注意，並不是因為神需要錢，所以我才這樣大聲疾呼關於什一

奉獻的真理，我說這些全是為了你好。神不需

要你給祂什麼—而是你需要從神而來的祝

福。

就是因為我們對於這些原則不熟悉，以至

於我們無法走在神的祝福裡，為了這點，我真

是為基督的身體大大感到痛心。我之所以痛

心，就是因為許多的肢體因著竊取了神的財

物，而落入咒詛當中，我也輔導許多因著這樣的咒詛，而在婚姻或家庭失

和的痛苦中掙扎的弟兄姊妹。他們不知道凡頭生的、地裡首先的初熟土產

以及什一都是屬於神的。

我們讀到哥林多前書十六章：

「論到為聖徒捐錢，我從前怎樣吩咐加拉太的眾教會，你們也

當怎樣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各人要照自己的進項抽出來留

著，免得我來的時候現湊。」 （哥林多前書十六章1∼2節）

保羅在說的是我們應該照自己的進項（新譯本譯為：按著自己的收

入），每個禮拜在當週的第一日奉獻。換句話說，我們應該一有收入就按

比例什一奉獻。

也注意保羅在這章的一開始就講明不能在他來的時候現湊（見2

節），也就是沒有要收其他特別奉獻的意思。我真的渴望有一天在我們的

教會裡面，只要每位會友都納什一，我們就不再需要在穿堂裡賣糖果或是

提供週六的洗車服務了。

教會之所以需要特別收一些額外的奉獻，還不就是因為我們的收入只

有1.7%是給了神的殿。

你可以想像一下，如果神的百姓都守信用地把自己收入十分當中的首

份獻給神，神就會履行祂的承諾，並賜福那所剩餘的九分，在這樣的情形

之下，我們在全地所能達到的成就將無可限量！又試想如果教會清楚知

道，當我們因著信獻上初熟之物，祝福將隨之而來，而神的計畫與旨意將

可以更迅速地施行在全地！

哦，但願神的百姓都讓祂在他們生命當中居首位啊！

代代相傳

我想用一開始所引用的經文作總結—出埃及記十三章，我們在本章

一開始看的是12、13節，現在仔細地來看這段重要經文接下來的兩節：

「日後，你的兒子問你說：『這是什麼意思？』你就說：『耶

和華用大能的手將我們從埃及為奴之家領出來。那時法老幾乎不

容我們去，耶和華就把埃及地所有頭生的，無論是人是牲畜，都

殺了。因此，我把一切頭生的公牲畜獻給耶和華為祭，但將頭生

的兒子都贖出來。」 （出埃及記十三章14∼15節）

這裡神是在教導以色列人該怎麼將這個頭生的原則傳給後代，神在說

的是：「當你的孩子問你說：『爸爸，我們為什麼要獻上這隻頭生的羊

神不需要你給祂什

麼—而是你需要從

神而來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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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你要讓你的兒子或女兒坐在大腿上，告訴他們說：『我告訴你，我

們以前還在埃及地時，我給你看我背上的疤痕，讓我告訴你作奴隸是什麼

樣子，還有我們那時候是多麼不自由。當時我們雖然是為奴的，但神用祂

大能的手救我們脫離那樣的束縛。祂釋放了我們得自由，所以這是我們與

神所立神聖的約—代表我們永遠將祂放在我們生命當中的首位，這也是

為什麼我們樂意將一切頭生的、地裡首先的土產以及所有收入的十分之一

都獻給祂。』」

告訴你，這樣的情境，也經常在我家裡上演，不過是新約的版本。

我每個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可能都會在某個時間點，碰到我剛好在寫

什一奉獻的支票，他們會來到我身邊並問我說，可不可以幫我把這張什一

的支票在聚會的時候拿去奉獻。而每次當我把支票交給他們時，也幾乎沒

有意外地，他們總會看一下支票的面額然後說：「哇嗚！這金額還真大

耶！爸，我們幹麼要給教會這麼多錢啊？」

我都會這麼對我每個孩子說：「你知道嗎，爸爸不是從小就信主，而

是一直到我十九歲的時候才認識耶穌，而在那之前我的生命是一團糟。讓

我告訴你作奴隸—作罪的奴僕—的生命是個什麼樣的光景，但神大能

的手救我脫離了那一切，這就是我為什麼願意且樂於將每樣神所祝福我們

的第一份都獻給祂—不是出於義務，也沒有人強迫我。沒有，我甘心樂

意獻上我的什一給神，因為我想要讓祂知道祂是我生命中的首選。也因為

我們將自己首要的獻給了祂，祂就賜福、保護也供應我們一切的需要。」

我們必須先以身作則活出這些真理，並且將它們傳承給下一代。

一個蒙福的人生是從清楚地理解並採納「獻上頭生的、地裡首先初熟

之物，以及十分之一當中第一份」的這個原則開始，不然就算神預備了要

給那些願意讓祂居首位的人一段精彩的旅程，卻也只能與它失之交臂了。

研經教材

鑰節經文

出埃及記十三章12至13節

思想重點

‧ 金錢是神所給你的考試。

‧ 什一奉獻是在你還不知道自己所有的是否足夠之前，就先獻給神的奉獻。

‧ 我是否正在搶奪神呢？

僅供試讀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異象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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