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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神良善的僕人

『僕人、Servant』、『服事、Service』 
 
 
 
 
 
 
 
 



成為神良善的僕人

『Paradox 、似非而是』 

『公義』、『慈愛』 

『神子』、『人子』 

『牧者』、『羔羊』 

『奴僕』、『君王』



成為神良善的僕人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 
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Each of you should use whatever gift  
you have received to serve others,  

as faithful stewards of God’s grace  
in its various forms.  

（彼得前書：四10, NIV） 



忠於『主人的心意』



忠於『主人的心意』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著信⋯。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 

為要叫我們行善、 
就是神所豫備叫我們行的。 

 
（以弗所書：二8-10）



忠於『主人的心意』

『天職』 

『Vocation』 
 



忠於『主人的心意』

大衛按神的旨意， 
服事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 

After David had served his generation  
according to the will of God, he died... 

（使徒行傳︰十三36a, TLB）



忠於『主人的心意』

什麼是『服事』？ 

帶著幫助人的態度， 

因著愛心、為神而做， 

使人得好處、使神得榮耀！



忠於『主人的心意』

We are healed to help others.  
We are blessed to be a blessing.  

We are saved to serve,  
not to sit around and wait for heaven. 

我們被醫治、是為了幫助別人， 
我們被祝福、是為了祝福別人， 
我們被拯救、是為了服事別人， 

而不是什麼都不做、 
而單單等候天堂的來臨。 

— by Pastor Rick Warren from his book 
『The Purpose Driven Life』



忠於『主人的心意』

無論作甚麼，都要從心裡作， 
像是給主作的，不是給人作的。 

Whatever you do, work at it with all your heart, 
as though you were working for the Lord  

and not for people.  

（歌羅西書：三23, GNT） 



Why － 『服事的緣由』 

『服事的緣由』是因著父神的旨意 

良善的僕人、忠於『主人的心意』

忠於『主人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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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父神的託付』

若有人服事我、就當跟從我， 
我在那裡、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裡。 

If anyone wants to serve Me,  
he must follow Me.  

So where I am,  
the one who wants to serve Me  

will be there also.  

（約翰福音：十二26, NLV）



清楚『父神的託付』

專業中 家庭裡

事奉上

神的感動與帶領

周圍人的需要 受託付的資源



清楚『父神的託付』

真正認知自己的『天職』， 
並不是知道自己一輩子要做什麼， 
而是能認知在生命的不同階段裡、 

神要自己做什麼。 

 
【曠野微聲 2021-02-21】 



Where － 『服事的領域』 

『服事的領域』是因著父神的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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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父神的託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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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正確的動機』

No man can be a good bishop  
if he loves his title but not his task. 

若人只愛『頭銜』、 
卻不愛其相對的『工作』， 
決不能成為一個好的牧者。 

— by Aurelius Augustine、奧古斯丁  

from 『City of God』



帶著『正確的動機』

總要用愛心互相服事。 

Serve each other through love.  

（加拉太書：五13b, GW） 



帶著『正確的動機』

平常的人 

 
 
助教 (TA)  

 
教導、閱卷、諮詢 

 
指導、指教 
 
工作、職責

基督徒 

 
 

幫手 (Helper) 

 
幫助學生學習 

 
親切、善解人意 

 
服事

 
助教 

 
 
角色 

 
工作 

 

態度 
 
動機



帶著『正確的動機』

於是他按心中的純正、牧養他們， 
用手中的巧妙、引導他們。 

He cared for them with a true heart  
and led them with skillful hands. 

（詩篇：七十八72, NLT） 



How － 『服事的動力』 

『服事的動力』是因著從神來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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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所得的恩賜』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 
要按著神所賜的力量服事。 

Each of you should use whatever gift  
you have received to serve others. 

If anyone serves, they should do so with the 
strength God provides.  

（彼得前書：四10a, 11b, NIV） 



善用『所得的恩賜』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作。 

For I can do everything through Christ,  
who gives me strength. 

（腓立比書：四13, NLT） 



善用『所得的恩賜』

真正的『忠心、Faithful』， 
並不是『盡己所能、Do our best』， 
而是能『按神所託付的、來盡己所能， 
Do our best with what God entrusted us』。 

 
【曠野微聲 2015-11-14】 



What － 『服事的資源』 

『服事的資源』是因著父神的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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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所得的恩賜』



成為神良善的僕人



成為神良善的僕人

帶著服事、幫助人的態度， 

因著愛心、為神而做， 

使人得好處、使神得榮耀！ 



成為神良善的僕人

Why?  忠於『主人的心意』  

Where?   清楚『父神的託付』   

How?   帶著『正確的動機』   

What?   善用『所得的恩賜』 

來『榮耀神、祝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