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度的数学法则 
 
概观陈述: 

神邀请我们把我们手中所有的一切，无论多么微小，都献给祂，好让我们能有参与扩展祂

的国度的特权。透过我们牺牲的顺服，神会用超自然的方式加增我们所献给祂的。圣经一

再显明神的方式会使我们得着自由，不再需要依靠外部资源来成长和发展。 
 
基本概念 

1. 神要求所有信徒为国度的目的投入他们所拥有的。不论贫富都有可献上的。 
2. 即使当我们看不见增值时，神还是会大大倍增我们爱心顺服的献上。 
3. 牺牲越大，倍增也越大。 

4. 透过我们牺牲､爱心､和顺服的奉献，神得着荣耀，他人得到祝福。 
5. 若不把我们所拥有的献给神，其结果是很惨重的。紧紧抓住我们所拥有的而不愿意

将之投入神的国度中，是十分危险的。 
 

预期效果  

1. 目前： 
a. 全面领会并且用自己的话来表达课程的主要内容。 
b. 将本课程中的某个主要观念付诸行动，以示回应。带着牺牲顺服的心来计划

并走出新的一步，好让神的国度得以扩展。  
2. 将来： 

a.   确认神已经提供的种种资源，定意奉献这些资源来服事他人，并且认定神会

倍增所献上的。 
                  b.   作为领袖，教导、激励其他信徒，使他们能够牺牲顺服地献上他们所拥有的

来服事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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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度的数学法则 
学员纲要 

 
 
I.          回顾 
 
 
 
 
 
 
II         简介      
 
 
 
 
 
 
II.        主题经文：以赛亚书 40:29 
 

A.         你对这段经文的意义有何理解？ 
 
 
 
 

B.        你能否将这段经文用一个数学公式表达出来？ 
 
 
 
 
 
III.       辅助经文和问题探索 
 

A.        湖边的故事：约翰福音 6:1-14；马太福音 14: 
 

1.   耶稣能否用其他方式喂饱众人？如何做到？ 
 
 
2.   那么为何耶稣却“选择”一个只带了够自己午餐分量的小男孩呢？ 
 
 
3.   请带着这个问题继续下面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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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饥荒的故事：列王纪上 17:7-16; 18:1 
 

1.   神能否用其他方式喂养以利亚？如何做到？ 
 
 
 
2.   那么你认为为何神喂养以利亚的方式是让一个相当穷乏的寡妇献上她全

所有来喂养先知呢？ 
 
 
3.   请带着这个问题继续下面的课程。 

 
 
 
  

C.        神殿里的故事：马可福音 12:41-44 
 

1.   你认为耶稣知道这位寡妇有多贫穷，并且她只有两个小钱吗？ 
 
 
 
2.   那么为什么耶稣没有至少阻止她，也没有要她用她的两个小钱去买些吃

的呢？ 
 
 
 
3.   你认为那个寡妇所给的真的比那富人所给出的更多吗？如何来看？ 

 
让我们来用这个数学公式算算看。 
 

1.   耶稣有否破例让穷人不需要为神国尽他们奉献的责任？ 
 
 
 

2.  穷人当做什么来顺服耶稣爱邻舍的命令？ 
 
 
 

3.   当穷人将他们所有的分享给别人时，他们得拥有什么样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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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穷人有可能会因为拥有的太少、太微不足道而不能献给神吗？这种情形

会不会出现？ 
 
 
 

5.    有没有什么能证明神祝福那些奉献的穷人？ 
 
 
 

6.   当神祝福贫穷人凭信所献上的礼物时，祂是用“外加”还是“倍增”的方

式？ 
 
 
 

7.   那些奉献给神的人，是不是都能在今生看到或者经历到神给他们个人的

祝福? 
 
 
 

8.   耶稣说这个妇人比众人所投得更多，祂这话是什么意思？ 
 

 
 
  

D.        国度的共同公式 
 
 
 
 

E.        非常令人遗憾的故事：马太福音 25:14-30 
 

1.   思考这段经文，你认为如果穷人将穷困作为一个理由，不去遵守耶稣爱

邻舍的命令，会有什么结果？若有人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不去爱他的邻

舍，他的结局会是怎样的？ 
 
 
 
 

2.   不同的仆人怎样分别诠释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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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巩固 
 
 
 
 
 
 
 
V.        具体应用 
 

A.        基于以下各点，决意尝试牺牲地给予或服事 
 

• 对神的爱 
• 信心 
• 顺服/牺牲地付出 

 
            B.         写下你的决定： 
 
 
 
 
            C.        具体应用报告（准备好在下个课程开始时报告） 



国度的数学法则 
课程叙述 

 
神会使我们的微小变为丰盛，这是一个强有力的真理，需要我们内化。 
 
有一群年轻人在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服事那些贫民窟的居民。他们当中的两个领袖曾经参

加过我们的特会，其间他们领受到神会倍增祂的儿女甘心乐意的奉献。在大会期间，他们跟那些

贫民窟的男孩们建立了友谊。仅仅两年之后，他们就发展成一个拥有四十位员工和志愿者的成熟

的机构。他们的策略包括帮助青少年不再在大街上游荡徘徊，以及使卖淫者恢复正常的生活。当

他们被问及这一切是如何成就的时，他们回答说：“因为国度的数学法则！”他们原本在一个纯正

的基督教会成长，但是本土文化的信念是只有借助外来资源才能全面改观贫穷的状况。他们曾听

过圣经中那些关于神以大能使资源倍增的故事，但在此之前，他们发现内化这项真理很困难。 
 
对外来资源的依赖思想束缚了很多当今发展中国家的教会，但是我们看到神使用这个课程信息里

所蕴涵的真理来帮助许多教会的领袖从依赖性的束缚中释放出来。与此相似，在发达国家的教会

中也有一种态度，认为我们这种简单的、牺牲的服事对破碎的社区并不会产生什么深远的影响。

这种态度使教会在这方面显得软弱无力。然而，对国度的数学法则的具体认识激励了一些最小甚

至最贫穷的教会去顺服地做那些看起来不可能的事。神要使用教会作为一个管道来释放祂转变的

大能，但是当教会倚靠资源而不倚靠神时，祂就不能做什么。的确，神可以使用“外部”资源，但

是当教会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上定睛在神以外的事物去寻求医治时, 这几乎等于是崇拜受造物而

非造物主。这是非常危险的。在某种意义上, 仰望外力而不仰望神就是一种无意识的偶像崇拜。 
 
国度的数学法则帮助了埃塞俄比亚的青少年和他们的领袖。这是如何成就的呢？让我们来看一些

我们所熟悉的圣经故事，从中学习神怎样奇迹式地带来转变。 
 

神的能力 

首先让我们来看以赛亚书 40:29，这里说：“疲乏的，祂赐能力；软弱的，祂加力量。”这节经文可

以用这个国度的数学公式来表达。 
                                                         我们的软弱 x 神 = 能力 
 
这节经文概括了有关于国度的数学法则。当我们把我们的软弱交给神，祂就使之变为力量。接下

来的经文告诉我们：“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

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 40:30-31）。这

个“转变”不是一个普通的转化，它是超自然的。国度的数学法则不是一种哲理，认为“如果你真正

相信自己，或者运用正面思维的力量，就可以改变你所处的环境。”反之，它源于一种认知，认为

我们本身是软弱不足的。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当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

软弱时，就得以来到神面前把我们的软弱交给祂。那个时候，祂就要超自然地运行祂国度的数学

法则，把我们的局限转变成祂的大能。 
 
许多圣经中的故事都可以用国度的数学的等式来解读，但我们接下来只看其中的四个故事。在每

个故事的结尾，我们会归纳出一个方程式。在总结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将会发现一些真理可以

帮助我们从依赖性和无力性中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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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边的故事 
这是第一个戏剧化的故事，选自约翰福音 6:1-14 和马太福音 14:13-21。一个十岁的男孩名叫白理

克(Barak)，他听说有位远近闻名的老师正在河边对很多人讲道。他恳求妈妈让他也去河边。妈妈

最终答应了，并且还为他用餐巾包了五个面包卷和两条烤鱼作为他的午餐。他到了河边，就穿过

拥挤的人群来到最前面。白理克并不能明白全部的内容，但是他觉得这位老师非同寻常地吸引着

他。当他觉得饿了，就小心翼翼的打开午餐盒。此时，那位老师的一个门徒建议老师遣散众人好

叫他们去买吃的。但是老师却说：“他们不用离开，你们给他们吃吧！”其中一个名叫安得烈的门

徒之前看见了白理克的午餐，就说：“耶稣，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和两条小鱼。”耶稣说：“拿过来

给我。”我不知道白理克那时候的心里是怎么想的，但他放弃了自己的午餐，并把它给了耶稣。耶

稣祝谢了，就开始掰饼分给众人。想像一下白理克之后对他妈妈说的：“老师拿了我的午餐，掰

开，喂饱了所有的人，还有十二个篮子的剩余呢！” 
 

如果你是白理克，你会有什么感受？如果耶稣要你把仅有的食物给祂，你会作何反应？难道耶稣

不能用其他的方式喂饱这些人吗？祂当然可以，然而祂却没有。相反地，祂却要一个小男孩把他

所有的献出来。这里有一个可能的等式，代表着 5000 倍以上的加增。 
   男孩 
+ 5 个饼和 2 条鱼 
x 耶稣____________ 
= 能喂饱 5000 个男人的食物 
+ 喂饱其余女人和孩子们的食物 
+ 12 篮子的剩余食物 

 
饥荒的故事 
下面是第二个故事，选自列王纪上 17 章到 18:1。以利亚因为以色列民的不义就求告神降下饥荒以

施行审判。这场饥荒持续了超过三年之久。当时的亚哈王正追杀以利亚，所以神就叫以利亚去藏

在一条溪水旁，并且使用乌鸦来为以利亚提供食物。当溪水渐渐干涸，神差遣以利亚去一个偏远

的城镇。当以利亚到达那个城镇的时候，他又饿又渴，就向一个妇人寻求帮助，向她要一罐水和

一些吃的东西。那个妇人非常贫穷，她给了以利亚水喝，然后说：“我只有一点点面粉和油，为我

自己和我儿子做最后的一餐。”以利亚向她保证神必有供应。凭着信心，这妇人就拿出她仅存的面

粉和油为以利亚做食物吃。奇妙的是，面粉和油仍在坛里，足够喂饱妇人、她儿子、以利亚和其

他人，直到饥荒结束。假设一下，这里是一个等式，代表着 6000 倍以上的加增。！ 
    寡妇 
+  1 个面饼 
x  神_______  
=  每天每餐 1 个面饼 
x  3 个人（她，她儿子和以利亚） 
x  一天两餐 
x  365 天 
x  两年半的饥荒________ 
= 5475 个面饼/餐 

神供给以利亚食物的方式， 其实是一个更大奇迹。难道神不能用别的方式来供应以利亚吗？当然

可以，但是祂却转而使用了一个只有一点食物来喂养她自已和儿子的寡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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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殿里的故事 
第三个故事选自马可福音 12:41-44。耶稣在神殿里，观看众人投钱入库。有些富人昂首站在奉献

箱前，像做秀一样地奉献。另有一个穷寡妇努力避开人们的注意，往奉献箱里投了两个小钱，也

就是她一切所有的。耶稣在观察她。事实上耶稣可以阻止她，并告诉她神不缺她的那一点小奉

献。但是祂却没有，甚至也没有去和寡妇说话。然而，祂却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

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马可福音 12:43)。无可否认的，就比例来说，这寡妇所奉献的是

比那些有钱人更多，因为她献上的是她一切所有。就实质数量来说，她的奉献也还是多过那些富

人，这可以从下面这个可能的等式看出来。 
    寡妇 
+  两个小钱 
x  耶稣_______ 
=  2000 多年来关于奉献教导的典范 

这个寡妇的奉献在这 2000 多年间到底倍增了几百万次？历代的基督徒都因着她的榜样做出了牺牲

的奉献。除了十字架的故事以外，这可能是整本圣经中最伟大的倍增故事。 
 
上述三个故事可以归纳成一个总的国度的等式： 

    所有的人 (包括穷人) 
+  对神的信心 
+  牺牲的奉献 
+  有求必应的奉献 

 x  神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神所带下的巨大倍增 
+  带个他人的祝福 
+  神的名被称颂 
+  个人的祝福 (有时候) 

这与耶稣的一生相符。耶稣在物质上几乎一无所有。祂说:“狐狸有洞, 天空的飞鸟有窝, 人子却没

有枕头的地方(马太福音 8:20)。” 然而, 祂却作了最大程度的牺牲, 祂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耶稣的献

上在这 2000 多年间为所有求告祂名和信靠祂的人带来的永恒的祝福, 也使神得到了极大的荣耀。 
 
令人遗憾的故事 
最后要提到的故事是一个没有美满结局的故事。耶稣在马太福音 25:14-30 中，用这个比喻来描述

神的国。有一个富人在长期旅行之前叫来了他的三个仆人，给他们吩咐指示。他将他的部分钱财

分给每个人，五千银子，二千银子和一千银子，并期待他们在他回来的时候有所盈利。当富人回

来的时候，他要仆人们向他汇报结果。得了五千和两千的仆人报上了所赚得的合意的利润，主人

便邀请他们成为家中的一员。而那个分到一千的仆人承认他的惧怕使他保护他所仅有的，把它埋

在地下，而没拿去投资。于是，这个仆人不仅被主人指责，也被主人逐出门外。难道主人不能向

这个“可怜”仆人表示一点怜悯吗？难道祂一定得如此严厉吗? 我们可以想想下面这个可能的等式: 
    仆人 
+  1000 两银子 
x  0 (一无所有) 
=  0 
+  仆人被扔在黑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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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所有基督徒和当地教会的功课 

这四个故事对于所有的基督徒来说，都有非常重要的教训，尤其是对那些认为自己所有的仅够己

用的人。那么这些教训究竟是什么呢？ 
 
所有的人，无论财物多寡、地位高低，神都呼召将其所有的献上。任何人都不例外，就算是穷人

也应如此。在任何情况下，我们所拥有的都不可能“太少”或“太微不足道”以至于而不能被神使

用。神向我们要的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给。我们目前的处境并不能做为借口。无论我们身在何

处，处境如何，只要神向我们要，我们就该献上。我们奉献的动机应该是基于我们对神的信靠和

爱，而不是物质上的回报。回报和供应可能会出现，但我们的奉献永远不该基于对祝福的期待。 
 
在以上所有的故事中，要求我们有所牺牲的是神。出于顺服神而有的牺牲的奉献会带出倍增的果

效。我们若顺服地向神献上，倍增就不可能不发生。而且牺牲越大，倍增就越多。是祂的爱呼召

我们献上。爱和顺服的献上能释放出国度的大能，不仅对这些故事里的人物，就是对我们也是如

此。神爱我们，因此祂希望我们能够有份于祂在地上所作的工。祂不要我们单靠自己来做，同时

祂也不愿意祂自己来独揽。神正在寻找那些愿意做自己的部分又愿意全心倚靠祂的人，来将希望

和生命带给这个破碎的世界。这个献上的呼召来自爱我们的神，一位本身就是爱的神。 
 
最后的那个教训很不容易。如果我们不好好经营神所委托给我们的，我们不仅会失去它，也可能

会被扔在主人的房子外面。可见，不顺服是很危险的。 
 
这些故事可以给我们当地的教会带来什么借鉴，尤其是那些物质和经济来源很有限的教会？这里

蕴含着一些意义：我们并非毫无能力，神会接过我们以爱心和顺服所献上的，并使之倍增，好荣

耀祂自己，扩张祂的国度。其次，教会若出于自身的利益紧抓不放所拥有的，那是很危险的。当

教会为彰显神对人的怜悯而将其资源全然献上时，这会带给会众和国度之外的人正面的影响。国

度的数学法则教导人们去给予，不把这个法则教导给信徒，就是剥夺他们得到神为他们预备的祝

福。教会还应反映出信徒中全然的献上。 
 
最后，我们不应当惧怕。那两个拿到五千和两千的仆人以“冒险”来解释信心，而那个拿到一千的

仆人却以“惧怕”来解释信心。教会在传达神的爱时要表现得勇敢无畏。让我们为神的国度来大胆

投资，切记我们所投资的并不是我们自己的，乃是神托付给我们的。我们荣耀神所需用的一切，

神都已经赐给我们了。圣经告诉我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

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彼得后书 1:3) 
 
我们有盼望。这不是盲目的盼望，而是一种在神里面的盼望，确知神有一个计划，祂尊荣祂儿女

的忠心，并倍增他们的顺服和爱心的献上。这就是神的法则：国度的数学法则。 
 

Last Updated 3/10/2009 9



Last Updated 3/10/2009 10

本章作者：  Bob Moffitt, Harvest Foundation 
末稿修订： Nadia Chandler 和 Karla Tesch, (2007 年 8 月)  
万国归主协会版权所有© 2007  
地址：  701 N. 1st Street Phoenix, AZ  85004 
电子邮件： bmoffitt@harvestfoundation.org 
网址：  www.harvestfoundation.org 和 www.disciplenations.org 
 
使用许可： 在下列前提下，我们允许并鼓励您以任何形式复制并分发本资料： 

1) 您不对本资料的内容进行任何删改； 
2) 在复制费以外，您不收取额外费用； 
3) 您所复制的数量在 1000 份以下。 
上述任何一项如有例外，需事先得到万国归主协会的明文许可。 

 
 
 

Suggested Resources (参考资料): 
 
 
Harvest Website:  www.harvestfoundation.org. Sections:  Materials – LTDP II or LCMT Part 2 
 
Disciple Nations Alliance online course:  www.disciplenations.org/resources/course.  Section:  Wholistic 
Ministry 
 
If Jesus Were Mayor, Bob Moffitt and Karla Te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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