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拜的生活 

第四课  服事中的敬拜 
      
有一次，我的祖母到一个女人的家里，向她见证耶

稣的福音。但那女人对祖母大声吼叫着说：“ 以后不要
再来我家！我永远不想再听到关于耶稣的事！”  

当祖母对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我说：“ 那个女人
对你真是无礼。祖母，既然你已尽了本分向她作见证，
以后就不必对她做什么了。”  

   “ 我已经多做了一点事，” 她回答说：“ 我烤了一个
苹果馅饼送给她。”  

我从祖母的这些话语中学会了一个重要的功课。我
经常看见祖母在祷告中敬拜主，她举起双手歌颂说：
“ 我们要将一切荣耀都归给耶稣，并述说他奇妙的
爱。” 但是，那一天我意识到她所做的不仅只是为主作
见证、用话语和颂歌来敬拜主，而且她还用她的实际行
动来敬拜主。 

 如果我们说我们爱主耶稣，就必须用我们的行为来
表明这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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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课里，你将会学到…… 
完全的服事              
服事的态度 

这一课会帮助你…… 
 比较基督生命里的仆人特质和你生命中所具有的品

质。 
 说明能使服事成为敬拜的行动所必须具备的态度。 
 认识藉着服事来敬拜神的重要性。 

完全的服事 

目标一：描述我们能藉着服事别人来敬拜神的方
式。     

一位年轻人这样问道：“ 你何时才不为主作工？你
肯定偶尔也会有些闲暇的日子吧。”  

这个年轻人以为基督徒的信仰是你所做的一些工
作，做基督徒不是去从事一份一天八小时的工作；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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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的信仰是一种新的生命。我们对神的服事，就好像呼
吸对于生命一样，不应有一刻歇息。我们不是只使用一
部分的才干，或部分的时间来事奉他，或只是在我们感
到欢喜时才服事他，而是时常用我们的一切心思意念及
身体去事奉他。完全的服事就是能够说：“ 主啊，我在
这里，请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及任何环境之下使用
我。” 我们要思想罗马书 12：1 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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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
的。” 当我们愿意为神的事工献上自己的时候，我们就
是献上真正的敬拜了。 

耶稣基督自己就是完全的服事的 伟大的典范，他
也像我们一样需要饮食、睡眠、运动和休息，但是他的
心思意念总是作好准备去完成他天父的工作（约翰福音
15：10）；他一直都在服事别人。 

耶稣的事奉乃是在属灵上帮助人们：教导他们，为
他们祷告，甚至为他们流泪哭泣；他也关心他们身体上
的需要，他从未离弃那些患病和受苦的人。 

 有一天，耶稣使拿因城孤苦伶仃的寡妇的儿子从死
里复活；他甚至为那些整夜在船上捕鱼以至筋疲力竭、
饥饿不堪的门徒预备烤鱼。 

耶稣与那些孤独无助、被人弃绝的人在一起，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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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他又接受那些不被社会接纳的人的邀请，同他们
一起吃饭；并且他与罪人结为朋友。神的儿子耶稣竟然
来服事他亲自创造的人类！ 

我们会试图少做一些服事别人的工作吗？绝不！我
们要以效法耶稣为我们的目标，或许主没有将教导或传
道的事奉工作赐给你，然而你却有能力做一个满有怜悯
和爱心的基督徒。人们需要明白的确有人关心自己，而
你的关怀可以帮助别人认识到神是看顾他的。 

藉着服事来敬拜的意思就是献上自己、以及我们所
拥有的一切，这意味着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时间和才能。
我们可以说一句和蔼的话，给予友善的笑容，或是探访
那些在医院里的人。主盼望我们愿意与那些有需要的人
分享他的爱。无论我们是富裕或是贫穷、有需要或是没
有缺乏，都必须作好准备，当主带领我们的时候，就可
以随时向人施予和分享他的爱。 

圣经并不是说：“ 要做见证” ，而是说：“ 要作见
证人” （使徒行传 1：8）。如果你渴望在你的一切经历
中以实际行动来为主作见证，请诚心向主如此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渴望不仅能在言语上，而且也要在我所行的一切
事上敬拜你。无论我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以及要作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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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反应和决定之前，我都祈求你宝贵的圣灵指示我应该
怎样做才是蒙你喜悦的。主啊，求你帮助我顺服你的带
领。 

愿你的爱藉着我发光，好让其他人也愿意成为耶稣
的样式。阿们！ 

                                                         

~ 你 的 作 业 ~ 

1.  请阅读左边所列出的每一节经文，然后将右边
所描述的服事样式的号码写在每一节经文的前面。 

     参考经文              服事的样式  
___a 马太福音 8：1-3      （1）喂饱饥饿的人 
___b 马太福音 8：23-26    （2）保护和除去惧怕 
___c 路加福音 19：1-6     （3）医治病人 
___d 约翰福音 6：1-13     （4）给予身体上的安慰 
___e 约翰福音 13：1-15   （5）接纳那些感到被弃

绝的人。 

2.  请阅读雅各书 2：14-17，然后完成下面的句
子。 

  只有信心是不够的，还必须用我们的___________
证明出来。 

3.  阅读下列所假设的情形，然后简要地描述在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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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情形中你将会采取什么行动来表明服事中的敬拜。 
    a)  你的牧师向会众解释教会急需建一个新的教

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你的邻居患了重病，而且没有人去照顾他的

家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事的态度 

目标二：列出每位信徒在藉着服事来敬拜主时所应
该具备的三种态度。 

当先知撒母耳想要膏立一个俊美的年轻人作以色列
君王时，主制止他说：“ 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
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象人看人，人是看外
貌，耶和华是看内心。” （撒母耳记上 16：7） 

我们的外表包括我们的言行举止和身体特征。有时
我们所表现出来的行动并不是我们真正所要表达的意
思。人们可能会交给我们去做一份工作，但工作的成效
却未达到我们起初所期待的目标，然而我们心里仍然可
以得着安慰，因为神知道我们的心，并且他也知道我们
的确很想为他做好这份工作。 

他也会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看我们的行为是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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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甘心乐意，还是勉强自己行出基督徒的好行为（其实
内心对此并不感兴趣）。如果我们的态度不正确的话，
哪怕是 好的行为也不算是敬拜。圣经给予我们有益的
指引，帮助我们有正确的思想和动机。接下来我们会研
究其中的一些教导。 

我们首先要谈论的是以欢欣喜乐的心来事奉主，而
不只是因为我们认为应该事奉主。当我们以喜乐的心情
来施予和分享爱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就是愉快的经
历。圣经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奉主的名来施予是基督
徒的特权。 

“ 各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
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
多地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
事。” （哥林多后书 9：7-8） 

我们看见神丰富的供应和恩惠，花朵和阳光也可以
称为从神而来的恩惠。圣经说，神丰丰富富地赐百物给
我们享受（提摩太前书 6：17）。当我们乐意施予，我
们就会越来越容易以慷慨的心来施予，就像罗马书 12：
8 告诉我们的话语：“ 施舍的，就当诚实。” 我们并不
是为了满足良心的安宁而施予，却是因为我们感到这是
主的吩咐而施予。   

施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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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主给的                                              
甘心乐意 
慷慨的 
谦卑的 

或许我们都很乐意施予，并且慷慨地施予，但圣经
却提及施予的另一方面，我们会以故事的形式来介绍这
一方面。假设你获得了一笔额外的款项，但主赐给你一
个强烈的异象，要你将部分款项奉献给城里的一小个宣
教队伍，你也高兴的遵行了。后来你听说这个宣教队伍
中的部分成员因神供应了他们的需要而欢欣雀跃，但他
们却没有提及你的名字。这样说来，那笔款项就好象是
从天上降下来，而不是由你亲手给他们的，你的感受如
何呢？自然的反应可能是你心里会感到有点儿愤慨。我
们都喜欢别人会因为我们所成就的事而称赞我们，虽然
希望被别人欣赏并不是坏事，但耶稣告诉我们应当如何
施予，才能得到更大的奖赏： 

“ 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要
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
你。” （马太福音 6：3-4） 

主在这里所说的是谦卑、没有一丝骄傲、不渴望得
到别人称许的施舍。施予给人就好象是施予给主的这种
态度，必蒙神的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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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
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地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
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 （路加
福音 6：38） 

我们可能在地上得着某些奖赏，但有一天，当我们
站在主面前的时候，他对我们说，感谢我们为神所作的
一切事，我们就必得着 大的奖赏了。他在马太福音
25：34-40 所说的话，让我们一瞥那一天的情景。 

“ 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 你们这蒙我父赐福
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
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
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
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 义人就回答说：‘ 主
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
什么时候见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
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
王要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
这弟兄中一个 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
（马太福音 25：34-40） 

这不是一段很美妙的经文吗？即使你为某个人做了
一些事，但他并不感谢你，也没有对你说一句多谢的
话，这也没关系。主鉴察一切，他记得你的善行，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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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你所做的事就像是为他而做的一样。我们从永恒的
奖赏来看，乐意、慷慨和谦卑的施予就成了易事---若遇
到某些使我们似乎不容易施予的时候，主必帮助我们，
他会赐下我们所需要的恩典和能力。 

 

                                                         

~ 你 的 作 业 ~ 

4.  请阅读马太福音 5：34-48，谁是我们乐意慷慨
施予的榜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５. 按照启示录 22：12 说，主_____， 

    他要按照______________赏罚和报应他/她。 

6.  请阅读路加福音 14：12-14。 

  a) 耶稣告诉宴请他的主人邀请哪类人参加筵
席？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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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谁会按照他所行的报答他？   _________ 

７. 当我们藉着服事来敬拜主的时候，我们应该有
哪三种基本的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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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课的答案 ~ 
１. a) （3）医治病人。 
     b) （2）保护和除去惧怕。 
     c) （5）接纳那些感到被弃绝的人。 
     d) （1）喂饱饥饿的人。 
     e) （4）给予身体上的安慰。 
5.  快要来， 
    每一个人的行为。 
2.  工作（或行为）。 
6.  a)  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 
    b)  神。 
3.  a)  你的答案。你可以奉献十分之一以上的收

入，奉献建筑材料，或者义务参与新建教堂的工作。 
    b)  你的答案。你可以帮他们照顾孩子，预备

食物，找一些可以帮忙的人，为他们清理家务。记住，
这种奉主名而行的善事是一种敬拜的方式。 

7.  甘心乐意、慷慨和谦卑。 
4.  我们在天上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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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 业 提 示 ~ 

 

现在，你已经学完前四课的内容了，可以准备解答
你的学业报告表的第一部分试题，请温习第一课至第四
课，然后按照学业报告表的指示，把答案填在答卷上交
给你的指导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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