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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主題文章

在過往兩週我們學習以聆聽需要和共膳來祝
福別人。但是我們不要忘記繼續為我們去祝
福的對象禱告，同時求神賜下我們祝福，好讓
我們成為別人的祝福。這星期讓我們一同學
習以關懷服侍來祝福別人。

關懷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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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服侍的重點

近處的服侍(Proximity)

我們服侍的對象應該從近處而起。我們要明
白我們在某一個地區居住、上學、上班，甚至
在公共交通遇到的人，都是神在背後按著祂
的旨意安排的。這絕對不是偶然，他們便是
我們要服侍的對象。

敏銳的服侍(Perceptively)

我們在服侍之前應先聆聽和一同共膳，因為
我們不要只是服侍他們表面的需要，而是深
層的服侍。我們要學習存敏銳的心去聆聽並
了解他們的故事，好讓我們的服侍能夠體貼
他們真正的需要。

心靈的服侍(Personally)

服侍是地域近處的事奉亦是心靈近距離的
事奉。我們要去嘗試感覺他們所感覺的。但
是我們亦要小心為自己設立界限，不要讓他
們的需求掌管我們。同時，要先讓神的話語
和祂的愛充滿我們，好使別人的情緒不會佔
領我們心靈的空間。

能力的服侍(Powerfully)

要緊記我們服侍的能力不是從我們來的，而
是從萬軍之耶和華而來。聖經說：「神能照
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

一切，超 過我們所求 所想的。」( 弗
3 : 2 0 )。所以在服侍之先，我們首
先要求神賜下充份的能力，因為
我們要倚靠神才能成事。我們
也要以禱告來服侍，因為只
有禱告尋求神的大能，才能
完成神要我們成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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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2.	服侍的態度

犧牲的服侍(Serve Sacrificially)

耶穌說：「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
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
價。」(可10 :4 5)。耶穌的服侍是犧牲的，祂
捨去了自己的性命來拯救我們。當然耶穌沒
有要求我們犧牲性命來服侍人，但祂卻要求
我們存有犧牲的心志來服侍人。我們的時
間，金錢和才幹都是主耶穌所賜，就應當任
由主耶穌使用。

真誠的服侍(Serve Sincerely)

雖然我們很渴望我們祝福的對象能夠認識
主耶穌，但無論他們對福音的反應是如何，
我們都要以真誠來服侍他們。主耶穌知道門
徒猶大要出賣祂，彼得將會三次在人面前不
認祂，其他門徒在祂十架受苦時將會離開
祂，就算他們如此來回應耶穌基督的愛，祂
也在最後晚餐時為他們洗腳(參 約13:5)。耶
穌真誠的服侍是我們應學效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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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在過往服侍別人的過程中，有那些
重點和態度是我忽略了的？

每週挑戰

為你在第二週找到你要幫助的人， 
定出計劃去實行。

為你在第三週找到你要邀請共膳的人， 
定出計劃去實行。

恆久的服侍(Serve Sustainably)

服侍是建立關係的渠道，所以我們不可以視
服侍為一個短暫的行動。有些服侍可能是一
次性，但大部份的服侍，特別是對我們身邊
的人都是長線的。恆久的事奉會給別人看到
我們的真誠和愛。而且，我們的服侍也不應
該發怨言。聖經說：「殷勤不可懶惰。要心
裡火熱，常常服事主。在指望中要喜樂，在
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恆切。」(羅1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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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履行使命

 馬可福音8:34-38《新譯本》

於是把眾人和門徒都叫過來，對他們說：
「如果有人願意跟從我，就應當捨己，背
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凡是想救自己生
命的，必喪掉生命；但為我和福音犧牲生
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賺得全世界，
卻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好處呢？人還
能用甚麼換回自己的生命呢？在淫亂罪惡
的世代，凡把我和我的道當作可恥的，人
子在他父的榮耀裡，和聖天使一起降臨的
時候，也必把他當作可恥的。」

主耶穌預言自己要受害，十字架的陰影近了
(31節)。祂深深的明白在猶太人心中的彌賽
亞既不受苦也不受死的觀念，就向門徒三次
解釋彌賽亞的代價與意義(8:34-38;  9 :3 1 ; 
1 0 :3 3 )。這是耶穌首次的解釋。之後，衪把
眾人和門徒都叫過來，對他們說∶「如果有人
願意跟從我，就應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
來跟從我」(34節，新譯本)。

耶穌要門徒，也要今日的信徒明白：跟隨基督
和背十字架是不可分割的兩件事。「捨」的原
文是「否認、拒絕、放下」之意。「捨己」不是
自我否定，而是將自己交給神，意謂不再以自
己為生命和生活行事的中心。本來十字架是
一種刑罰的工具：「背起十字架」就是指在神
面前看自己是死的，將生命交在神的旨意
中。如果我們要跟隨耶穌，就必須「背起自己
的十字架」來跟從祂。換句話說，就是要放
棄我們自私自利的價值標準，遵行主的吩
咐，捨己為人。事奉就是一種放下自我，背起
十架，跟從主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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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要這樣做？耶穌清楚指出：「凡是想
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但為(祂)和福
音犧牲生命的，必救了生命」(3 5節，新譯
本)。「喪掉生命」就是前節所說的「捨己」
和「背十字架」。這些人願意為主和福音的
緣故，捨棄自己的願望、喜好、利益，甘心為
主受苦，甚至忍受不便或困難，效法主犧牲
的榜樣，在福音的事上擺上自己，透過服侍
人來事奉主。結果是怎麼樣？主說他們「反
而得着生命」(當代)。你我是否願意學效耶
穌的服侍，接受福音使命，同時也願意甘心
擺上自己？

接著，主給我們挑戰：「一個人就是賺得了
全世界，却賠上了自己的生命，有甚麽益處
呢？當然没有！」(36節，中譯本)試想想，若
果我們賺得全世界，只不過是讓自己得著今
生短暫的屬世享受，結果卻賠上了屬天永恆
的生命，叫自己的靈魂受到永遠的虧損。兩
者比較起來，何者有益？何況，我們若選擇
愛世界，因而「喪掉生命」，甚至「出賣了自
己的靈魂」(The Message)，又有甚麼好處呢？
人還能用甚麼換回自己的生命呢？(37節，
新譯本)這樣看來，不以福音為恥，在這彎曲
悖謬的世代，以事奉主為樂，以見證主為
榮，才是明智的選擇！

履行使命

反思

究竟我的生命是為自己而活，以賺
得全世界為追求的目標；還是被主
使用，以主和主的福音為榮，為追
求的目標？何者來得有價值？在人
在己，何者來得有意義？我肯為主
和福音的緣故付出代價嗎？

禱告

聖靈啊，幫助我善用生命，投資永恆；
把握機會使用自己的時間和精力，積
極與人分享福音，在家庭、職場、學
校、教會或社區內，以事奉主為樂，以
見證主為榮。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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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捨己服侍

 馬可福音10:35-45《新譯本》

西庇太的兒子雅各、約翰，來到耶穌跟
前，對他說：「老師，我們無論向你求甚
麼，願你為我們作成。」耶穌說：「要我
為你們作甚麼？」他們說：「在你的榮耀
裡，讓我們一個坐在你的右邊，一個坐在
你的左邊。」耶穌說：「你們不知道你們
求的是甚麼。我喝的杯，你們能喝嗎？我
受的洗，你們能受嗎？」他們說：「能。
」耶穌說：「我喝的杯，你們固然要喝；
我受的洗，你們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
右，不是我可以賜的，而是　神預備賜給
誰，就賜給誰。」其他十個門徒聽見了，
就向雅各、約翰生氣。耶穌把他們叫過
來，對他們說：「你們知道各國都有被尊
為元首的統治他們，也有官長管轄他們。
但你們中間卻不要這樣；誰想在你們中間
為大的，就要作你們的僕役，誰想在你們
中間為首的，就要作大家的奴僕。因為人
子來，不是要受人服事，而是要服事人，
並且要捨命，作許多人的贖價。」

有一天，西庇太的兩個兒子雅各和約翰來見
耶穌，求耶穌答允他們一個特別的請求：就
是當主坐在榮耀寶座上的時候，讓他們分別
坐在耶穌的左右兩邊(35-36節)。這兩兄弟
求主的左右座位，意思是想在耶穌建立彌賽
亞的國度裏，得著僅次於主的地位。耶穌
說：「你們不知道你們求的是甚麼，我喝的
杯，你們能喝嗎？我受的洗，你們能受嗎？」
(38節；新譯本)他們毫不考慮就回答說：「我
們能！」

耶穌說：「我要喝的杯，你們固然要喝；我要
受的洗，你們固然要受；但是誰可以坐在我
的左右，卻不是我能決定的，這些坐位，上帝
為誰預備，就賜給誰」(39-40節；中譯本)。
其餘十個門徒聽見這事，就對兩人非常不
滿。因此，耶穌叫他們過來，教訓他們說： 
「你們知道各國都有被尊為元首的統治他
們，也有官長管轄他們，但你們中間卻不要
這樣；誰想在你們中間為大的，就要作你們
的僕役；誰想在你們中間為首的，就要作大
家的奴僕。因為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而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許多人的贖
價」(42-45節；新譯本)。

當雅各和約翰請求坐在主的左右，要耶穌將
顯要的地位賜給他們時；這種私慾的祈求，
被主稱為「你們不知道所求的是甚麼？」由此
可知，他們仍在追求屬世的名譽、地位，完全
沒有理解到作主門徒應付上的代價。我們不
要只顧怪責雅各和約翰虛榮心重，你我的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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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心絕不在他們之下。虛榮心並不限於貪圖
世上的名利和富貴，基督徒的虛榮心可能以
另一種方式出現，例如爭奪或追求教會事奉
的名聲和地位，就如十二個門徒沒有一個例
外，彼此爭論誰為大(參  可9 :3 4 )，互不相
讓，竟至嫉妒、惱怒、生氣和不滿一樣。

世人喜歡處於高位，操權管治、支配人，但
主卻吩咐跟隨祂的人不要這樣做。主耶穌並
非要我們不尊重世上的權柄，而是要屬神兒
女對屬靈的權柄有不同的看法。主指出跟從
祂的人在服侍的態度上，要持甘心作僕人的

心態(43節)。在神的事工上，信徒服侍的原
則與世界的方法完全不同。在教會中為大，
並不是要掌權管束人(42節)，乃是要甘心服
侍人(4 4節)；就如主自己到世上來服侍，捨
己犧牲的態度一樣(45節)。原來，在天國裏
的大和小，不是按照地位，而是根據「服
侍」的態度如何；在天國裏的首與末，不是
根據身份，而是基於你我謙卑的品德—是
否願意作眾人的僕人？原來，在神國度中服
侍人的為大，肯犧牲的才受到尊重，跟屬世
的標準迥然不同。

捨己服侍

回應

我有多渴望學效主耶穌服事的榜樣，
不在意地位身份，甚至不惜犧牲自 
己的精神、體力、時間和金錢；甘 
願為主和福音的緣故，專心致力於 
服侍人。

禱告

聖靈啊，幫助我效法主捨己的服事； 
不求權、不求位、不求名聲， 
作個肯服侍、肯犧牲、不發怨言， 
謙卑事主事人的信徒。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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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關懷服侍

第三天

全然擺上

 馬可福音14:3-9《新譯本》

耶穌在伯大尼，在患痲風的西門家裡吃飯
的時候，有一個女人來了，拿著一瓶珍貴
的純哪噠香膏。她打破了瓶，把香膏澆在
耶穌的頭上。有幾個人很生氣，彼此說：
「為甚麼這樣浪費香膏呢？ 這香膏可以
賣三百多個銀幣，用來賙濟窮人。」他們
就向她發怒。 但耶穌說：「由她吧！為
甚麼難為她呢？她在我身上作的是一件美
事。 你們常常有窮人跟你們在一起，只
要你們願意，隨時都可以向他們行善，然
而你們卻不常有我。她已經盡她所能的作
了。她預先用香膏膏了我的身體，是為了
我的安葬。我實在告訴你們，福音無論傳
到世界上甚麼地方，都要傳講這女人所作
的來記念她。」

耶穌在伯大尼、患痲瘋的西門家裡吃飯的時
候，有一個女人，拿著一瓶珍貴的真哪噠香
膏進來，打破了瓶，把香膏澆在耶穌的頭上
(3節)。有些在座的人看見，就很不高興，議
論紛紛地說：「為甚麽這樣浪費？賣掉這瓶
香膏，起碼有三十多兩銀子可以用來賙濟窮
人」(4-5節；當代)。因此，他們對那女人很
生氣。

耶穌說：「由她吧，何必難為她呢？她為我
做了一件美好的事。你們常常有窮人在一
起，願意的話，你們隨時可以救濟他們，可
是我不能常跟你們在一起。她已盡她所能的
做了；她把這香膏倒在我身上是為我的埋葬
先做準備。我告訴你們，普天之下，福音無
論傳到甚麽地方，人人都要述說她所做的
事，來記念她」(6-9節；中譯本)。

當馬利亞用珍貴的真哪噠香膏膏耶穌時，她
是否預先想到會有人批評她這樣做是太浪
費呢？似乎，她並不在乎別人的反應，為了愛
主的緣故，即使受到別人的誤會也在所不
辭。

在馬利亞身上，我們看見事奉主的三種態
度：(一)她將最「珍貴」的獻給主。這價值三
十兩銀的香膏(5節)，約等於當時一個普通
工人一年的工資。這樣看來，馬利亞豈不是
看主比香膏更寶貴？可見，金錢在一顆愛主
的人的心中，算不得甚麼。我是否像馬利亞
那樣覺得主寶貴？(二)她把玉瓶打破，香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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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

聖靈啊，教導我願意為主獻上犠牲、不
吝嗇的愛，甘心為主獻我所有，阿們。

反思

我是否願意在物質和心靈方面，學
習不惜代價為主犠牲？在愛主的行
動上，我會否學習不吝嗇，因為沒
有一樣東西是太寶貴而不能奉獻給
主的？我對主的愛，對真理的渴慕
和追求，對事奉的付出和擺上，對
屬靈成長上的委身，許多時會遭受
別人的批評和誤解，特別是未信主
的人對我們信仰生活並不認同，但
無論別人怎樣說，主耶穌仍是我們
摯愛的終極追求。我如何在事奉主
的事上，向前邁進一步？

不但不能再保存，馬利亞也絲亳沒有為自己
留下半點。我是否也像她不為自己留下分
文，把所有歸主用？我願意為愛主而犠牲？
願意在主的事上擺上金錢、時間和精力，甚
至為此忍受別人的批評、誤解和指責？(三)
她把香膏澆在耶穌頭上，表明她在愛主的行

動上不吝嗇，全為主擺上一切。我能否將自
己最好的獻予主，認為祂是配得的？對比在
座的門徒(參  太26 :8 )，在愛主和事奉主的
事上，論斷、干涉人。我有否對別人愛主、服
侍主的行動，作出批評和指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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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關懷服侍

第四天

柔和謙卑

 馬可福音9:33-37

他們來到迦百農，耶穌在屋裡問門徒說：
「你們在路上議論的是什麼？」門徒不作
聲，因為他們在路上彼此爭論誰為大。耶
穌坐下，叫十二個門徒來，說：「若有人
願意做首先的，他必做眾人末後的，做眾
人的用人。」於是領過一個小孩子來，叫
他站在門徒中間，又抱起他來，對他們說：
「凡為我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
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
待那差我來的。」

耶穌和門徒回到迦百農的居所，耶稣問門徒
說∶「你們在路上爭論些甚麽？」門徒們一聲
不響，因為他們在 路上彼 此爭論誰為大
(33-34節)。門徒缄默不言，無疑是因為他
們心知剛才在路上辯論着「誰最大」的議
題，不能讓主知道，或許他們也覺尷尬，只
好不作聲，沉默以對。

接著，耶稣坐下，叫十二個門徒到他面前，向
他們解釋「為大」的屬靈原則。主對他們說：
「誰要居首位，誰就得跟在大眾後面，作大眾
的僕人」(3 5節；中譯本)。於是，他找來一
個小孩，站在門徒中間；抱起他說：「有人為
我的緣故接待這樣小的一個門徒，就等於接
待我；凡接待我的，不單是接待我，也等於
接待了那差我來的父」(37節；當代)。

事實上，喜歡為大、為首是人的傾向。顯然，
門徒心內的大與小與主耶穌所認為的大與
小不同。門徒的觀念正像我們的觀念一樣，
以為職位、權力大的就是大。主耶穌卻明明
指出在神家裏論說大小的新標準，並不是在
於權位如何；乃是在於我們是否比眾人更謙
卑？是否喜歡服侍人？是否不輕看任何一個
小人物？是否為主名的緣故而去服侍？

不單門徒，我們作信徒的也要知道，在教會
中，惟有願意謙卑自己服侍人的，才是真正
的領袖。耶穌把小孩領過來，站在門徒中間，
又抱起他，是要表明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
一樣的，他在天國裏就是最大的。謙卑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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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和謙卑

禱告

主啊，幫助我不自大、不自高；學效主謙
卑的服侍，願意作眾人的僕人。阿們。

反思

我存著怎樣的心態去服侍？在家
庭、工作或教會事奉中，我傾向講
求權位、吩咐別人去作事，還是我
也樂意去幫助、分擔別人的事？本
週，當我接觸社會上基層服務的人
士，如收款員、酒樓食肆的侍應等，
用愛心對他們禮貌一點或讚賞一下，
這會給別人和自己一些甚麽的感受？

是基督徒事奉的根本態度，也是進天國的基
本法則(參  可10 : 1 5 )。原來，主所要求的與
我們現時的價值觀完全相反。因為在神國度
的屬靈原則是：「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
的，必升為高」(路18 :1 4)；就好像主耶穌自
甘卑微，順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
以，神就將祂升為至高(參 腓2:8 -9)。我們
能否學效主謙卑作僕人的態度去服侍人？

主更指出，凡為著榮耀主名或因著主的緣
故，去關心、接納、服侍和幫助軟弱及有需
要的人，這種接待，就如同接待主 (參   可
9 :36 -37;太 10 :42 ; 25 :4 0)。我們要緊記：
謙卑作僕人，不是天生的美德，而是要操練
得來的。讓我們學效主謙卑的服侍，因為衪
來世上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參 可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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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

完全順服

 馬可福音15:25-39

釘他在十字架上是巳初的時候。在上面有
他的罪狀，寫的是：「猶太人的王。」他
們又把兩個強盜和他同釘十字架，一個在
右邊，一個在左邊。從那裡經過的人辱罵
他，搖著頭說：「咳！你這拆毀聖殿、三
日又建造起來的，可以救自己，從十字架
上下來吧！」祭司長和文士也是這樣戲弄
他，彼此說：「他救了別人，不能救自
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現在可以從十字
架上下來，叫我們看見就信了！」那和他
同釘的人也是譏誚他。從午正到申初，遍
地都黑暗了。申初的時候，耶穌大聲喊著
說：「以羅伊！以羅伊！拉馬撒巴各大
尼？」(翻出來就是：「我的神！我的神！
為什麼離棄我？」)旁邊站著的人，有的
聽見就說：「看哪，他叫以利亞呢！」有
一個人跑去，把海絨蘸滿了醋，綁在葦子
上，送給他喝，說：「且等著，看以利亞
來不來把他取下。」耶穌大聲喊叫，氣就
斷了。殿裡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對
面站著的百夫長看見耶穌這樣喊叫斷氣，
就說：「這人真是神的兒子！」

耶穌基督為世人的罪在十架上受死，是神救
贖計劃的核心；也是主完全順服父神旨意的
具體表現。被門徒出賣(參 可14：45－46)、兵
丁戲弄、鞭打、戴上荆棘的冠冕(參  可15： 
15-20)，主耶穌最終被釘在各各他山嶺的十
架上。

從巳初(上午九點；25節)，到申初(下午三
點；33節)，被掛在十字架上六個小時的耶穌
基督，在前三小時已經受盡人的逼害和譏誚
的苦。過路的人譏笑衪，搖著頭說：「哼！你這
個要拆毁聖所，三日之内又把它建造起來的，
從十字架上把自己救下來吧！」祭司長和經學
家也同樣譏笑祂，彼此說∶「他救了别人，却不
能救自己」(可15:29-31；新譯本)。其實，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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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譏誚的重點是：主若真是神的兒子，便應有
能力救自己，至少神也不會坐視祂愛子被釘至
死。可是，人豈知道主耶穌不從十字架上下
來，正要表明祂是神的兒子(羅1：4)，為要藉
著十架上的死，完成神救贖的計劃。

在逼迫和周圍的冷嘲熱諷中，耶穌依然沒有發
出半句呻吟。但在後來三小時受神的離棄和審
判中，祂卻大聲呼喊：「我的神！我的神！為甚
麼離棄我？」(參 34節)為何？在主被釘的後期
時間，從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參 33節)
。黑暗正是罪的表徵，也象徵著神轉臉不顧。
此刻在十架上的耶穌，站在罪人的地位上「親
身擔當了我們的罪」(參 彼前2:24;3:18)，並且
替我們成為罪(參 林後5:21)；叫世人的罪和一

切黑暗的事，都與主一同在十架上接受神的審
判與懲罰。主耶穌因著擔代世人的罪而成了被
詛咒的罪身，以致公義的神不能不棄絕祂(
參 詩22：1)，使祂承受被神離棄的痛苦。

到了申初，耶稣大叫一聲，氣就斷了(可15：37
；新譯本)。主耶穌的死使隔開聖所和至聖所
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參 38節)。幔子
預表著主的身體，衪的身體為罪受刑受死，在
十字架上為我們裂開，是為我們開了一條又新
又活的路，使我們藉著祂能夠坦然無懼進入
至聖所。藉著主的死，我們可以亳無阻隔地來
到神的施恩寶座前，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
的幫助(參 來10：19-20；4：16)。

完全順服

禱告

聖靈啊，幫助我學效主耶穌對父神的
順服﹔教導我在事奉上，能甘心獻上自
己，並以基督耶穌的捨己作為服侍的最
高榜樣。阿們。

反思

神的僕人耶穌對父神甘心順服，甚至
願意捨命完成十架救贖計劃。祂雖本
有神的形像，但卻虛己，取了奴僕的
樣式，自甘卑微，順服至死，而且死
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將他升為
至高(腓2:6-9)。同樣，神要我明白
「凡自卑的，必升為高」，但「凡自
高的，必降為卑」。在事奉中，我如
何學效謙卑的神僕耶穌-願意以犧牲
捨己的態度去服侍主、服侍人？



1.	重温講道的信息	(15分鐘)
a.	你認為講道的信息嘗試去探討或處理的問題是甚麼？請與小組分享。	
	

	
	

	
	
講員如何透過講道的信息回答這個問題？	 	
主題文章如何幫助你去回答這個問題？	 	
	

	
	

	

b.	講道的信息曾直接或間接提及神的屬性？	 	
	

	
	

	
	

	

c.	如果你向一個缺席的組員用一分鐘時間來總結講道的信息，你會說甚麼？	
	

	
	

	
	

	
	

此指引的目的是幫助你去重温和應用講
道的信息並把它個人化，這是和閱讀每
週主題文章和靈修材料一起做的。

講道回應／小組討論  
– 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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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把講道的信息個人化	(20分鐘)
a. 講道的信息給了你甚麼鼓勵和安慰？

b. 講道的信息給了你甚麼挑戰和責備？

3. 應用講道的信息	(20分鐘)
a. 主給你甚麼啟示去個人應用講道的信息?

你可以如何應用這次講道的信息，把它融入在你「每週挑戰」的生活中？	

b. 如果你努力不懈地去應用講道的信息，
它對你計劃時間表、抉擇、人際關係、事奉和你每日靈修會有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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