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的慷慨
玛拉基书3：7-12



玛3：7-12
3:7 从你们祖先的日子以来，你们就偏离我的律例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
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却说：'我们如何转向呢？'

3:8 人岂可抢夺 神呢？你们竟抢夺我！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抢夺你呢？'

其实就是在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奉献和当献的供物上。

3:9 因你们全国上下都抢夺我的供物，诅咒就临到你们身上。

3:10 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

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3:11 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果实
未熟以先也不会掉落。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3:12 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必成为喜乐之地。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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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拉基时代信徒灵性的状况

https://www.dreamstime.com/royalty-free-stock-photos-3d-render-ladder-to-success-failure-image28629868



衰
败
的
起
因

1、埋怨：百姓长时间和多次受苦和被掳的经历。

2、失望：被掳归回后，期待弥赛亚国度马上到来；他们建城建殿，

但是国度迟迟没降临。

3、不满：外国（波斯）的政权仍然未被铲除。

4、健忘：百姓轻易忘记神与他们所立的约和与他们同在的事实。

5、蝗虫之灾（3：11）。

6、社会道德腐败（3：5）。

https ://www.vectorstock.com/royalty-free-vector/cartoon-arrogant-man-in-a-suit-with-a-tie-points-vector-18078250

以色列人信仰的衰败：

敷衍塞责



玛1：1-5

百姓怀疑神的爱



玛1：6-14
祭司和以色列人

藐视神



玛2：1-9    祭司（领袖）偏离神的道，使人在
真理上绊跌

歪理https ://j.17qq.com/article/fgehgibhz.html



https://levelfa.com/401k-beneficiary-rules-what-you-need-to-know-if-
you-divorc-and-remarry/ https://www.dreamstime.com/illustration/christian-wedding-couple.htmlhttp://www.theurdudictionary.com/default.asp?word=unfaithfulness&lang=en

“她虽是你的配偶，你誓约的妻，你却背弃她。” 玛 2: 14

不忠于妻子 娶外邦神明的
女子为妻

在婚姻关系上不忠（玛2：10-16）

离婚



“公平的神在哪里？”

https://www.quora.com/What-does-your-you-wouldn-t-like-me-when-I-m-angry-photo-look-like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yNQNZzvIJk&ab_channel=NestLearni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1GoVkEiDEE&ab_channel=RadioTVLaBonneSemencehttps://www.pinterest.es/pin/529173024944432706/



玛3：7-12

“人岂可抢夺神呢？你们竟抢夺我！”

抢夺神之物?!



主题与大纲

（一）神要求以色列民转向祂，但他们不知悔改，缺乏罪的意识

（3：7-8）

（二）以色列民严重的集体犯罪与后果（3：9）

（三）神给以色列民慷慨的悔改机会与福分（3：10-12）

主题：神的恩典永远超越我们的回应



（一）神要求以色列民转向祂，但他们不知悔改，
缺乏罪的意识（玛3：7-8）

3:7 从你们祖先的日子以来，你们就偏离我的律例
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
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却说：'我们如何转向
呢？’

3:8 人岂可抢夺 神呢？你们竟抢夺我！你们却说：
'我们在何事上抢夺你呢？'其实就是在你们当纳的十
分之一奉献和当献的供物上。



理解以色列民的十份之一奉献
以色列民的十分之一奉献，分为两类：

•按每年的十分之一奉献，供养
在圣所服事的利未人，以维持
生计。（利27：30；民18：21）

供养利未人

•在特别节期送到耶路撒冷作礼
物的十分之一奉献。每隔三年
送一次，用以周济本地贫民。
（申14：22-28）

周济贫困者



以色列民的问题在哪里？
表面的问题：忽视十一奉献，只顾自己的需要。



根本性的问题：长期犯罪，
远离神，心已麻木了！

“我们如何

转向呢？”

原意：我们不都好好的
吗，为何需要转向神
（悔改)？

以色列民似乎完全没有
察觉到自己已经跌倒、
犯罪、远离神很远了。



心对神麻木的现象：

以事奉的成就来合理化
犯罪的行为。
（藉口）

此等谎言来自何方？



例证：
一代杰出基督教
护教士的坠落

拉维·撒迦利亚国际传道
会（RZIM, Ravi Zacharias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
最近发布的一份12页的报
告，证实了拉维在美国、
泰国、印度和马来西亚的

性侵证据。

拉维·撒迦利亚



Official report – commissioned by the board 
of RZIM, the ministry he founded 

Report of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into Sexual 
Misconduct of Ravi Zacharias 

February 9, 2021

Lynsey M. Barron, Esq.

William P. Eiselstein, Esq.



调查的结论：CONCLUSION 

Our investigation was limited to Mr. Zacharias’s sexual misconduct, and 
even as to that issue it was not exhaustive. We acknowledge that we 
have not spoken to all individuals who may have relevant information 
to provide. We strived to balance the need for completeness with the 
need for expediency, and we are confident that we uncovered sufficient 
evidence to conclude that Mr. Zacharias engaged in sexual misconduct.

我们确信已经挖掘出足够的证据来下这样
的一个结论，那就是拉维·撒迦利亚曾经参
与不当的性行为。



我们对神麻木是没有免疫能力的！

来3:12-13 

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邪恶不信
的心，离弃了永生的 神。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
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肠刚硬了。

请问，

1、最近圣灵借着圣经的话提醒了我们什么罪呢？

2、最近圣灵借着圣经的话提醒了我们要勉励谁呢？



约翰·卫斯理在问责小组中
每周必问的四个问题

1、自上次见面以来，你犯了哪些罪？

2、你遇到了什么诱惑没有？

3、你是如何脱离这些诱惑的呢？

4、你认为过去所说过或做过什么，

导致你怀疑它们是否是罪呢？



（二）以色列民严重的
集体犯罪与后果（3：9）

3:9 因你们全国上下都
抢夺我的供物，诅咒就
临到你们身上。(申28：15ff)

诅咒？（参下文 3：11），这诅咒
大概是指当时临到他们的天灾。农作
物歉收，没有榖物的收成，必有饥荒
的危险临到他们。

什么原因导致歉收呢？可能是因干旱，
也可能是蝗灾。但是人们却不觉察这
是神的刑罚。这是他们不照着律法的
要求献上供物，是抢夺神的一种行为，
完全是得罪神的恶行。——唐佑之



没奉献十分之一和供物就是抢夺神的物？

▪奉献不是施舍给神，

而是把神所赐的一部

分还给神。

▪若不肯按神的心意奉

献财富在神指定的用
途上，就是抢夺神的
东西。（管家）



请问，在上帝面前，你是管家还是
老板？



（三）神给以色列民慷慨的悔改机会与福分
（3：10-12）

3:10 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
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与
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3:11 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
们田间的葡萄树，果实未熟以先也不会掉落。这是万军

之耶和华说的。

3:12 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必成为喜乐之地。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3:10 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 [圣殿储存谷物的

地方]，使我家[圣殿]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
上的窗户，倾福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神将恢复正常的降雨,

带来丰收]。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3:11 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
间的葡萄树，果实未熟以先也不会掉落[旱灾常见的自然现象

与灾害，都是以色列人背约的咒诅（申28：15，30、38）]。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3:12 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必成为喜乐之地[蒙神喜

悦的地]。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神说：“以此试试我。”
我们可以试探神吗？

1、申6：16的 “不可试探耶和华。。。像你们在玛撒那

样试探他。”：“试探”的原文字根nawsaw 。翻译成

prove, tempt, try等。

2、玛3：10的 “以此试试我（耶和华）”：“试试”的

原文字根bawkhal。翻译成（try, prove, examine等）。

▪虽然两者翻译成的动词（试探、试试）意思很相近，但

是却有明显的不同。不同的是经文的处境：



1、申6：16 的处境是以色列百姓以不信为前提去试探神。
（参出17：7 他给那地方取名叫玛撒（试探），又叫米利巴（争闹），

因为以色列人在哪里争闹，并且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否在我们中

间呢？”）。态度：“摩西，你为何领我们出埃及呢？我们就不信神会

与我们同在，不然，为何会在旷野没有水喝呢。。。?”

2、玛3：10 是神主动邀请以色列人以信心去证实与经历

神的信实（悔改行动）。态度：“我们的神伟大奇妙，我们是可

以经历祂的实在的!”

答案：不可以恶意和不信的动机去试探神，但可以

用信心与感恩的心态回应和经历祂的信实和伟大。



信心的建立虽然不是依靠理智，但是不能没有理智
（不理解神做事的原则blind faith)

也不可滥用信心。滥用就是在试探神

https://cogentchristianity.wordpress.com/2018/08/28/on-the-alleged-blind-faith-passages-in-the-bible/



例证：忘了锁门与故意不锁门

神会给我们平安的，不过神赐给我们的平安往往是出人意外
的平安（腓4:7）。比如：今天晚上你出外聚会，由于走的
匆忙忘记了锁门，神却保守了你的平安，使你也不至于被盗；

但是如果你明明知道锁门是安全的保障，你却故意不锁门，
说神与你家同在，给你看着门户，那么魔鬼也会利用这个机
会，激动盗贼去偷你，你的信心必然会因此受到很大的打击。
所以我们说，滥用信心就是试探神。

参：姚颂恕编，“小心！妄用信心就是在试探神，”《基督时报》，2018年04月09日



我们在解读玛拉基书3：10-12
时可能会陷入的试探（误用经文）

1

2
这不是感恩和
悔改的心态。



今天，信徒还需遵守十分之一奉献吗？

1、经文的处境

▪首先，这段经文的背景与以色列人没有按立约的
规定将他们的供物带到圣殿有关。

▪由于他们的背约，上帝按约的规定，审判他们。



2、经文的误用

▪其次，这段经文是教导以色列人在圣殿敬拜中，
奉献十分之一的要求，但并未教导基督徒也要奉
献十分之一给教会。

▪玛拉基书是在耶路撒冷第一个教堂开始之前的
400多年间写成的。将以色列人给予圣殿的十分
之一奉献的要求，强加在今天基督徒身上，是断
章取义的做法。



3、耶稣成全了律法

▪耶稣基督成全了律法（太5：17）。当教会开始
在外邦人中成长时，犹太人基督徒领袖们为是否
要命令这些外邦信徒遵守《摩西律法》而苦苦挣
扎。最后，为了和平的缘故，只给出了一些指示，
但其中没有什一奉献的要求。

（使徒行传15：19-21，29）



4、新约圣经奉献的原则

▪新约圣经的原则是自愿给予他人支持（徒2:45；罗15：
25-27），支持基督徒工人（林前书9：11-12；提前
5:18等。从来没有命令过具体的奉献数量，也没有建
议奉献的百分比。

▪十分之一也许是基督徒奉献的一个很好的标准，但很
显然，早期教会并不专注于特定数额，而是满足当时
的实际需求。因此，有时这奉献的数目会超过十分之
一。（参徒4：34-37）。



1.真诚与牺牲性的奉献（耶稣 可12：42-44）
42 有一个穷寡妇来，投了两个小文钱，就是一个大文钱。

43 耶稣叫门徒来，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银库里
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

44 因为，众人都是拿有余的捐献，但这寡妇，虽然自己不足，却把她一

生所有的全都投进去了。”

2.慎重（有计划的奉献）（保罗 林前16：2）
2  每逢七日的第一日，每人要照自己的收入抽出若干，保留起来，免得
我来的时候现凑。



3. 乐意：不勉强的奉献（保罗 林后9：7-14）
7 各人要随心所愿，不要为难，不要勉强，因为 神爱乐捐的人。

8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做各样善
事。

9 如经上所记： "他施舍，周济贫穷； 他的义行存到永远。"

10 那赐种子给撒种的，赐粮食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
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

11 你们必凡事富足，能多多施舍，使人藉着我们而生感谢 神的心。

12 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使许多人对 神充满更多
的感谢。

13 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宣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慷
慨捐助给他们和众人，把荣耀归给 神。

14 他们也因 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身上而切切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



圣经对奉献的教导

新约
原则

真诚与
牺牲

慎重：
有计划

乐意:
不勉强

守十一奉
献吗？



总结：神的慷慨与人的污秽
“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试试我。。。我必为你。。。”

神总是以激进的恩典来回应我们的无知与叛逆。



我们对神恩典的回应：作慷慨的门徒
一个被神激进的恩典（慷慨和昂贵）所触动和
更新的人，一定是一个很慷慨门徒。



今天，我们要如何规划
和使用神所赐的财富、
恩赐、时间、家庭、

经历等呢？

财富

恩赐

时间家庭

经历

https://www.dreamstime.com/casual -man-woman-thinking-clothes-isolated-vector-il lustration-image182641946

神啊！我该如何
使用这些呢？



神的恩典永远超
越我们的回应

我们的行为，无论有多
伟大，永远是回应神恩
典的行为，是爱的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