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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009讲·3章 5-8 节 

献上感恩祭，尊敬神 
昊敏 

 

 
9 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初

熟的土产尊荣雅伟。10 这样，

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

酒 榨 有 新 酒 盈 溢 。（ 箴

3:9-10） 

9-10 节又是一句带有条件的应

许。应许是：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

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条件是：你要

以财物和一切初熟的土产尊荣雅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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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世人也讲

究礼尚往来，投桃报李，你敬我一尺，

我敬你一丈。

神是不是也跟

我们这些俗人

一样呢？ 

或者是不

是神教导我们

怎么样去投资赚钱呢？好像买股票一

样，你投资十块钱，赚了二十块，翻

了一番。现在你是把钱投在奉献箱里，

投十块，赚二十块。一些教会、传道

人、牧师就是这样鼓励人奉献的：施

比受有福，你给了神，神会加倍给你。 

所以看神的话也有两种途径，两

种视角：一种是属肉体的途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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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属灵的途径、视角。我们是什

么人，就会如何领受神的话。 

尊敬雅伟，就会将最好的献上 

“以财物和一切初熟的土产尊荣

雅伟”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来看“尊

荣”是什么意思，顾名思义，就是尊

敬、荣耀。箴言 14章 31 节说： 

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

他的主，怜悯穷乏的，乃是

尊敬主。 

这里的“尊敬”跟“尊荣”是在

翻译同一个希伯来文，所以“尊荣”

就是“尊敬”的意思。 

其实“尊敬”跟“敬畏”是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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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比如玛拉基书 1章 6节说： 

藐视我名的祭司啊，万

军之雅伟对你们说：儿子尊

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

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

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

在哪里呢？ 

这里就将“尊敬”跟“敬畏”连

在了一起。所以箴言 3 章 9-10 节还是

在谈敬畏神的话题。如何敬畏神呢？

就是向神献上财物和一切初熟的土

产，以此表达对神的尊敬。 

有人可能会说：我尊敬神就行了，

为什么还要献上财物和初熟的土产

呢？ 

我们人往往走两极：要么是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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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有心就行了，不讲究行动，“酒肉穿

肠过，佛祖心中留”，“爱你在心口难

开”。要么就是偏向于外在行动、形式，

却没有真心，成了仪式化，结果就都

走偏了。 

事实上，内心跟行动或者说外在

表达是不可分割的。这就好比信心与

行为的关系，你说你有信心，可是别

人怎能看得出来呢？就是凭你的外在

行动、外在表现。所以雅各书 2 章 18

节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

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

看，我便藉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

指给你看。” 

我们口上说自己尊敬神，但必须

在实际行动上表达出来，而且这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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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是由衷而发的。所以箴言这里教导

说，“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初熟的土产尊

荣雅伟”。 

神的话是非常平衡的，人却会走

极端。所以人要么变成宗教人士，要

么变成物质主义者。在马太福音 23章

23-24 节，主耶稣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

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

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

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

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

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

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

蠓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

去。” 

法利赛人、文士是谁呢？就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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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今天的牧师、传道人，是侍奉神的

人，是热心的基督徒。他们倒是什么

东西都献上十分之一给神，可是主耶

稣责备他们假

冒为善。但我

们呢？我们说

他 们 假 冒 为

善，可是我们

连他们的外在

行动都没有。 

为什么要尊敬雅伟？ 

回到箴言，为什么神要求我们尊

敬他呢？神是不是好像帝王一样，要

求臣民尊敬他呢？这又是人的想法，

我们以为神就跟我们一样，总想让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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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尊敬自己。但神是不是这样的呢？ 

1、神是我们的父 

换一幅图画，我们翻到出埃及记

20章 12 节：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

子在雅伟你神所赐你的地上

得以长久。 

这是十诫中的一条诫命，神吩咐

我们要孝敬父母。这里的“孝敬”跟

箴言 3 章 9 节的“尊荣”是同一个希

伯来文。人为什么要孝敬、尊敬父母

呢？因为父母给了我们生命。我们尊

敬父母是理所当然的，是天经地义的

事。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尊

敬，那他还能尊敬谁呢？他就太不可

救药了。通常父母对儿女的爱是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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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女对父母的爱的，他们在意我们给

他们什么吗？当然不在意。但我们会

心甘情愿献上礼物，以表达对父母的

尊敬和感谢。 

同样，神跟我们的关系就好像父

子关系，所

以紧接着的

箴 言 3 章

11-12 节就

说到雅伟神

管教我们，

好像管教自

己所爱的儿子。神给了我们生命，世

界万物都是他创造的，所以他当然是

我们的父亲。神不需要我们的钱财，

但我们这样做是表达对神我们这位父

亲、这位造物主的尊敬和感谢，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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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了我们这一切。 

财物、初熟的土产是什么呢？是

我们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人活着

要靠这些。但这些是谁赐的呢？是神

赐的。所以向神献上这些，是表达我

们承认他是造物主。他创造了我们，

也创造了这一切。此外，也是在表达

一种感谢。我们中国人讲究知恩图报，

饮水思源，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

相报。更何况是创造了我们的神呢？

我们岂不是更要感谢他吗？ 

2、神拯救了我们 

我们来看申命记 26章 1-11 节： 

1 你进去得了雅伟你神所

赐你为业之地居住，2 就要从

雅伟你神赐你的地上，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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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的 各种 初熟 的土 产取 些

来，盛在筐子里，往雅伟你

神 所 选择 要立 他名 的居 所

去，3 见当时作祭司的，对他

说：“我今日向雅伟你神明

认，我已来到雅伟向我们列

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
4 祭司就从你手里取过筐子

来，放在雅伟你神的坛前。5

你要在雅伟你神面前说：“我

祖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

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

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

数很多的国民。6 埃及人恶待

我们，苦害我们，将苦工加

在我们身上。7 于是我们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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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伟我们列祖的神，雅伟听

见我们的声音，看见我们所

受的困苦、劳碌、欺压，8 他

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

臂，并大可畏的事与神迹奇

事，领我们出了埃及，9 将我

们领进这地方，把这流奶与

蜜之地赐给我们。10 雅伟啊，

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初

熟的土产奉了来。”随后你要

把筐子放在雅伟你神面前，

向雅伟你的神下拜。11 你和利

未人，并在你们中间寄居的，

要因雅伟你神所赐你和你家

的一切福分欢乐。 

这是神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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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这里写得清清楚楚，为什么以色

列人要向神献上初熟的土产呢？是在

向神表达感谢，感谢神拯救了他们，

给了他们这块

土地。这是一

种知恩图报、

感恩的态度。

这样，他们就

会在这块土地

上 幸 福 地 生

活，得到祝福。所以这段经文的最后

一句话说，“要因雅伟你神所赐你和你

家的一切福分欢乐”。这跟箴言 3章 10

节的话是同样的意思：“这样，你的仓

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

溢”。这是蒙福的图画。 

神不需要我们向他献上礼物、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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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感谢，神也不需要我们尊敬他。但

关键问题是，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尊敬

神、感谢神的态度，那么我们就遭殃

了，最终受损的是我们，因为就得不

到神的祝福了。如果得不到祝福，那

么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咒诅，就是死

亡。 

想一想我们人类的问题，其实就

是不尊敬神、不感谢神。在罗马书 1

章 21-23 节，保罗总结出了人类问题

的根源所在，他说： 

21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

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

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

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22

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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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

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

禽、走兽、昆虫的样式。 

这里的“荣耀”一词就跟箴言 3

章 10 节“尊荣”是相近的词，就是尊

敬、荣耀的意思。保罗说我们人类的

问题就是不尊敬神，不荣耀神，不感

谢神，结果怎么样了呢？无知的心就

昏暗了，自以为聪明，反而做了傻事，

去拜偶像。 

难怪世上的宗教五花八门。你说：

你不信神就算了，为什么还另找偶像

来信呢？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世上真

正不相信神的人太少了，因为人是神

创造的，有没有神，他心知肚明。问

题是我们愿不愿意以他为神，还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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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以别的为神。为什么我们会以

别的东西或者人为神呢？因为我们对

这位神不满意。我们不满意这位雅伟

神，觉得他不好，不足够，所以我们

才会另找一位神。 

献给神体现在待人上 

回到箴言，神是看不见的，如何

将出产献给神呢？神又不需要。中国

南方很多人都拜偶像，广东人和福建

人好像每个月都有节日，比如每逢初

一、十五，他们就会摆上一桌丰盛的

供品，甚至一只烤乳猪，献给他们的

神。但到了晚上，他们自己就把这些

供物吃了，因为神不吃嘛。我们是否

也是这样走走过场，给神摆上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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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自己享用了？ 

如何给神呢？我们看申命记26章

12 节： 

每逢三年，就是十分取

一之年，你取完了一切土产

的十分之一，要分给利未人

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使

他 们 在你 城中 可以 吃得 饱

足。 

圣经的吩咐是很实际、很具体的。

你要献给神吗？那么就去献给人。你

要把“十分之一”、初熟的土产拿到神

的殿，献给利未人，就是那些在圣殿

里服侍神的人，还有寡妇和寄居的，

让他们吃得饱足。 

神是灵，并非物质构造，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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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东西。所以给神东西是很容易的，

就像那些人摆上烤乳猪，摆了一天，

最后是自己吃了。但是如果说给弟兄

姐妹，你就不太情愿了，觉得这些东

西太贵了。爱神很容易，爱人却很难。

但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体现在我们跟人

的关系上。这个关系要把握好，不能

颠倒过来，也不能变成世人的那种礼

尚往来。 

我们要看到背后有神，给弟兄姐妹

或朋友的一切，其实是在给神。当你

有这样的心态时，你就不会在意对方

是否投桃报李，你不会想——“我今

天给你烤乳猪，明天你至少给我只烤

乳鸽吧！”否则的话，一旦对方没有回

报你，你心里就开始嘀咕了，认为别

人小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人有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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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多的批评。 

或许我们可以不计较物质上的回

报，然而我们会不会计较其它方面的

回报呢？比如说，如果你对一个人付

出很多，他不但不领情，还背后说你

坏话，传到了你耳中，你会如何反应

呢？是否心里开始想——“这个人，

我白对他好了”？ 

如果你知道一切都是献给神的，无

论是献上感恩，还是善待别人，或者

物质上的付出，都是献给神的，那么

你的态度就会不同了，因为神看得见。

然后你就会发现，神会丰丰富富地使

你的仓房满溢。如果你没有经历到这

些，那么可见你还是在平行层面上，

即人的层面上行事为人。世人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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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带些“见面礼”，不然会觉得不好

意思，怕别人说自己小气，是“铁公

鸡一毛不拔”。 

你的心态若是对的，就可以经历

到仓房满溢——不但在物质上，更重

要的是在属灵上，你的朋友也会很多。

你有没有发现，不认识神的时候，你

几乎快成为孤家寡人了？我们都是很

有个性的人，会把所有人都打跑的。

当你真的认识神了，你开始不介意吃

亏了，结果到哪里都会有朋友。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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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焦点不再是人，而是神。你是因

为对神好，所以才对人好，结果就会

完全不同。 

物质上也一样，但我们在物质上

愿意付出吗？我们见人的时候，会不

会总是想让别人多付出一点呢？我们

要有这种意识，从小事做起，敏感别

人的需要。比如吃东西，可以和别人

一起分享。圣经上常常说到一起在神

面前吃喝。不要不顾别人，自己拿着

东西在一旁吃，这不是基督徒应该有

的行为。我们要从各个方面考虑到别

人的需要，学习给人倒杯水等等。我

们基督徒的生命要向外，要付出，因

为我们是在献给神，借此表达对神的

尊敬。然后神就会丰丰富富地祝福我

们，我们的生命也会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