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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讲：服事 

一、导论 

首先，我们要思想的是基督徒的事奉究竟是什么。我找到的一个很有帮助的定义是这样的：“基督徒

的事奉是用全人的生活向神献上真诚严肃的敬拜。”如果我们思想一个基督徒全人的敬拜，我们就应

当知道敬拜包含了对神的事奉和对神的赞美。正如其他的属灵操练一样，事奉也是属灵操练之一，

因为创造我们的神也在耶稣基督里拯救了我们的全人。 

 

神所呼召我们摆上的事奉首先是，基于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和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而摆上的顺服。这

些服事包括用我们的言语来赞美神（希伯来书 13:15），传福音的事工（罗马书 15:16），金钱的奉

献（罗马书 15:26），以及彼此服事（腓立比书 4:18），这些不同形式的事奉都指向同一个目标：

神的荣耀。 

 

事奉是艰难的工作，事奉可能不被人欣赏甚至不被人注意。懒惰和骄傲常常拦阻我们的事奉。如果

我们不把事奉看作是属灵操练，我们只会偶尔事奉，当我们方便的时候才事奉，或者给我们带来好

处的时候才事奉。如果你渴望荣耀神，你就会有事奉神的愿望。保罗在罗马书 12:11 呼吁基督徒要：

“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事主”。“火热”是“惫懒”的对立面。在原文圣经中，“火热”这个词

是基于“爱的唯恐失去”这个词变形而来。所以为神发热心，就是爱神的荣耀、唯恐失去神的荣耀，所

以我们在一切的事上都殷勤服事，让神能够得着荣耀。 

 

二、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事奉神 

基督徒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荣耀神，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事奉神。当神呼召他的选民来敬拜祂的

时候，神没有呼召我们懒惰和停留在原地，我们被拯救是为要荣耀神。 

A. 我们是基督的仆人 

作为基督徒，我们是被买赎出来的一群人，我们从罪的捆绑下被买赎出来，成为新主人的仆人。这

位新主人就是耶稣基督，耶稣付出了他的生命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有责任服事这位新主人。启示

录 5:9-10 这样说： 

“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

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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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书 6:22 写道，“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作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

永生。” 

作为基督徒，我们属乎基督而不是属于自己。这意味着说我们生活的方向和目的都发生了巨大的改

变，当然我们不再为我们自己而活，因为我们不再是我们自己的主人。哥林多前书 6:19b-20a 这样

写道：“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基督为把我们从罪的捆绑下买赎出来付了极其高昂的代价，他为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而摆上了自

己的整个生命，难道我们不该把我们的整个生活都摆上为他而活吗？难道我们不该努力地在事奉上

效法基督吗？ 

马可福音 10:45 这样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

的赎价。” 

我们对神的事奉应当成为生命中重要的一件事。事奉是有代价的，神要我们摆上整个生命。神有这

样的权柄，因为我们都是属乎神的。 

 

B. 神呼召我们事奉 

以弗所书 2:8-10 这样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9 也

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10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

是神所豫备叫我们行的。” 

第八节和第九节很清楚：救恩是靠着神的恩典，而不是我们的行善。作为可怜的罪人，我们唯一的

希望就是信靠耶稣基督。惟有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不能做任何事情来为自己赚得救恩。惟有在

基督里的信心才能拯救我们。但是真信心不是单独出现的，信心总是会结出事奉和顺服的果子来，

这也是保罗在第十节所说的。神给我们新生命，目的是让我们可以行善。我们得救是有目的的——

为了事奉神和荣耀神。 

希伯来书 9:14 说：“何况基督藉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

心，除去你们的死行，使你们事奉那永生神吗？” 

罗马书 12:1 更是指出神对基督徒的事奉有更高的要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

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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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们透过基督领受了神的诸多怜悯，我们正确的回应就应当是将身体献给神。我们是否毫无保

留地事奉神？我们如何使用我们的时间、精力、金钱、机会、关系、能力以及才干来事奉神？愿神

帮助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为了神的荣耀而献上。 

今天教会有一个急迫的需要，就是恢复对服事的正确观念。圣经告诉我们，每个教会的成员都应该

在积极地事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信徒皆祭司 --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为基督身体的益处而贡献自己的

力量，按着神给我们的恩赐和才干、以不同的形式造就教会。这是教会能够健康成长的一个前提。 

以弗所书 4:11-16 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12 为要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13 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14 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

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15 惟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16 全身都靠

他联络得合式，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

己。” 

并不是只有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领袖们才对教会的成长负有责任。事实上，保罗把责任放到了

全体会众。教会长老（就是牧师）的责任是装备神的百姓来事奉神，这样教会的“众人”才能使身体渐

渐增长，并在爱中得着建立。 

在这段经文的光照下，我们需要问自己：我们是否只是享受了教会的教导，还是在为了事奉主而装

备自己？我们积极地使用我们所学到的在服事别人吗？或者，我们只是一个旁观者，只是要求邀请

教会来关系我、来爱我，而我自己并不体恤牧师和执事们的辛苦，反过来来关心他们？ 

我们都在建造教会这件事上扮演着某个角色，没有一个教会成员对此可以不负有责任。16 节鼓励我

们照着自己的功用来服事，这样身体（教会）就会增长。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比喻：身体上的每一个

肢体都不能说自己太小或者太没用，每个肢体都很重要，当所有的成员都为着身体的益处而服事的

时候，身体自然就会成长。 

【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感想】 

 

三、事奉的动机 

刚才讲到，很多时候，懒惰和不忠心会让我们退后不事奉神。激发我们事奉上帝热情的一个好方法

是默想圣经给我们看到的事奉动机，当我们默想圣经中的动机时，我们也借此检验我们自己的动机。 

A. 因为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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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记 13:4 说：“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事奉他，专

靠他。” 

我们事奉神，因为神命令我们事奉祂，而我们想要顺服神，对吗？基督徒不应该坐在一边，看着别

的基督徒为天国而努力服事，而自己视而不见。 

B. 因为感恩 

撒母耳记上 12:24 说：“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地尽心事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

大。” 

如果我们常常思念神为我们所做的，事奉神就不应当成为我们的重担。在这节经文之前，撒母耳提

醒以色列人说，“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作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所以，神的恩典给

到所有祂的子民。 

我们事奉神，是因为我们蒙了赦免，而不是为了得到赦免。基督徒的服事不是劳动改造，劳动改造

是用服务换取饶恕，是因为负罪感而劳动。但是基督徒不一样，我们事奉因为基督的死和复活已经

从负罪感下拯救了我们。你相信是这样的吗？如果是的话，就服事祂吧！ 

C. 因为喜乐 

思想神在基督里为你成就了什么不应当只是给我们感恩，同时也应当给我们喜乐。我们喜乐，因为

我们纪念基督的工作，我们喜乐因为我们盼望基督的再来，到那时我们可以在他里面得荣耀。这些

喜乐也激励我们事奉神，我们向神的事奉应当是带着喜乐的，而不是带着埋怨的。 

诗篇 100:2 说：“你们当乐意事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 

我们是否把事奉神当作一个特权？如果是的话，我们的事奉就会带着喜乐。我们不单为神为我们做

了什么而感到喜乐，我们也为神能够借着我们的服事而使别的基督徒成长而感到喜乐。神在其他基

督徒生命中所结出的属灵果子也会给我们带来喜乐。正如罗马书 16:19 所说的：“你们的顺服，已经

传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 

D. 因为谦卑 

在我们的里面，有一种罪的倾向是说，“如果我不得不服事的话，我就希望得到肯定。”骄傲和自我中

心常常妨碍基督徒的服事，我们必须把这种罪的欲望钉死在十字架上。同时，我们也要效法基督的

事奉。基督是用谦卑事奉的一个完美的例子（参考马可福音 10:35-45）。在约翰福音 13 章，耶稣

为门徒洗脚，成为我们的好榜样。同样的谦卑使基督愿意将自己献上，成为赎罪祭，为我们死在十

字架上。腓立比书 2:3-8 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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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各人不要单顾自己

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

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

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如果基督这位创造者和君王都如此谦卑，愿意服事我们，难道我们作为基督的跟随者不该效法基督

的样式吗？ 

E. 因为爱 

爱心是基督徒事奉的中心，如果没有爱，任何服事都是虚伪的、不合神心意的。爱激励我们、鼓励

我们为事奉神而发热心。 

首先，是神在基督里先爱了我们，才激励我们去事奉祂，这应当是爱心的起点。我们能够爱神和爱

彼此，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哥林多后书 5:14-15 这样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

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

复活的主活。” 

保罗意识到，因为基督为他而死，所以他不应当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这位救主活。基督对我们的

这种爱心激励了我们的服事。正如祂对我们爱从不改变，我们对事奉他的热情也应当稳定和持久。 

其次，我们对其他基督徒的爱应当激励我们事奉神。 

加拉太书 5:13 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事。”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向观看我们的不信的世界呈现了福音，透过彼此相爱，我们证明了我们

是基督的门徒。 

F. 因为回报 

我们并不能用服事来换取救恩，但是从某种层面来说，我们将来在天国的奖赏是和我们在今生如何

忠心服事主直接相关的。基督呼吁我们为将来的永恒价值而劳苦，在马太福音 6:19-21，“不要为自

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

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 

我们身体必然复活这一事实也应当激励我们事奉神，我们有一个确定的盼望就是基督必定使我们得

荣耀，这应当鼓励我们服事神，因为这也鼓励了保罗服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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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书 15:58 如此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

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G. 因为渴慕敬虔 

服事神也是对神顺服，忠心地服事神是成圣的一部分。服事是一个属灵操练，我们服事是因为服事

能够促进我们的成圣和敬虔。 

【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感想。】 

 

四、 每个基督徒都有服事的恩赐 

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有圣灵的内住。圣灵装备每一个基督徒属灵的恩赐，使我们有能力服事神。哥

林多前书 12:4 和 11 这两节经文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

行，随己意分给各人的”。有很多不同的恩赐，但是这些恩赐都有同样的目的：为了神的荣耀而服事

神。 

彼得前书 4:10-11 写道，“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

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事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事。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

来荣耀权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在努力地学习圣经以外，最好的发现和确认自己恩赐的方法就是透过服事。有些基督徒认为做一些

属灵恩赐的测验可以发现自己应当怎样服事，但我认为一个更好的方法是思想其他人的需要。我们

不应当从自己出发，考虑“我的属灵恩赐是什么？”而是从别人出发，思想“神百姓的需要是什么？我

可以怎样做来服事他们、爱他们，满足他们的需要？” 

这可能也是神要我们走出自己安全区域的方法。神可能呼召我们用全新的、我们所不熟悉的方式去

服事祂，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倚靠神而不是倚靠自己。正如神给我们新机会去服事，神也给我们完

全的恩典，使我们甚至可以用自己不擅长的方式服事神。 

【教师举一个自己用不熟悉的方式服事神的例子，例如教导、儿童事工、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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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服事需要操练 

我说“服事需要操练”的意思是，我们需要主动地安排时间、精力和资源来服事主。例如，我们可能需

要减少花在网络上的时间或者休闲的时间，或者我们也需要采取一些措施，不让工作使我们过于劳累

或者过于繁忙以至于不能服事主。 

些人说，我们不应当在事奉的事情上“燃尽”自己或者使自己枯干。这样说当然没有错，但是我们也常

常用这种说法作为拒绝艰难服事的借口。让我们听听保罗是怎么说的吧，在歌罗西书 1:29，“我也为

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 

这里保罗说“劳苦”，这个词往往指的是一种工作到几乎耗尽自己。希腊文的意思是“挣扎”。保罗在这

里向我们展示他没有保留，完全地服事主。 

保罗并不为自己是否会被耗尽而忧虑，因为他知道他的能力是从神来的。有没有注意到，这里保罗说

的是“他的大能”。我们也应当尽力的事奉主，信靠神会给我们恩典和能力去服事祂。怀特腓说，“我在

服事中疲惫，但是我并不因为服事而疲惫。” 

 

六、为成圣而服事 

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服事，而且每个人都有服事的恩赐。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是：我愿意服事吗？ 

【问题：大家想到哪些可以服事教会的方法？】 

我这里有一些建议： 

1) 在教会的报告中寻找服事的机会。 

2) 找教会的执事或同工并且告诉他自己很愿意服事（影音、儿童事工、招待、关怀，等等） 

3) 和其他基督徒建立关系并且鼓励他们。 

4) 开放自己的家庭招待小组和客旅。 

5) 为教会事工和教会成员祷告。 

6) 开车带弟兄姊妹来教会。 

7) 向新来教会的朋友问安和认识他们。 

8) 带领小组查经或者小组中的其他服事。 

9) 和教会成员一起去传福音。 

10) 为教会聚餐而准备食物。 

11) 参与慈善事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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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勤做工，无嫌劳苦 

波纳 Horatius Bonar (1808—1889) 

 

殷勤做工无嫌劳苦，欢喜来做天父工程；这是我主所行的路，奴仆跟主是应该行。 

殷勤做工不致空空，眼前损失最后胜利；虽然无人欢迎看重，给主嘉美足满心意。 

殷勤作工遇着苦境，身体软弱心里忧愁；皆无妥志坚心向前，至终可得荣光冕旒。 

殷勤做工当趁机会，日时快过暗夜将到；救人的工当尽力做，专心致意才有功效。 

殷勤作工有人失迷，要到坟墓黑暗惨苦；咱有福音亲像火把，应该举起照耀前路。 

殷勤做工警醒祈祷，想出好法拯救罪人；上帝恩典四围传报，催迫众人得主怜悯。 

殷勤做工当尽本分，工程明白安息享福；到时天军号筒要吹，新郎到来同赴宴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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