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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信徒皆事奉

本書所說的事奉，是指每一位基督徒在生活和工作中
所必備的事奉。我們深信每一位基督徒皆有 事奉；每一位
基督徒都能活現上帝的愛；每一位基督徒都是基督在地上
的手足。
本書的構想源於某個夏天，牛津郡兩個相鄰堂區，
泰晤士河畔的珊福特（Sandford-on-Thames）和利圖摩爾
（Littlemore）合辦的課程。話說英國聖公會的教會年曆
和節期，每年都是由基督將臨期（Advent）至聖靈降臨節
（Pentecost，亦即五旬節）
，就嘎然而止。我們沒有聖靈降
臨期（Pentecost season，多數教會稱之為常年期）的傳統，
能讓信徒更深思考上帝的靈在地上開展聖工的新階段。我
們渴望能跟隨耶穌門徒的腳蹤，他們的人生因着與基督相
遇和被聖靈感動而徹底改變。我們成立了五旬節討論小
組，一起進深認識和討論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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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靈降臨節，我們慶賀和紀念耶穌門徒成為整全使

病，使死人復活，並向民眾宣揚天國近了的好信息。耶穌

徒的關鍵時刻。他們領受了聖靈，成為聖靈在地上的執行

說：「看哪！我 差你們出去 ，如同羊進入狼群，所以你們

者，由學習在基督身上看見上帝，轉變為讓其他人從他們

要機警如蛇，純真如鴿。」3

身上看見基督。透過全然奉獻予上帝，他們由信心不足的
追隨者，轉化為先知、教師、醫治者和領袖，有着各自的
召命和事奉。

我們不會視自己如同第一批使徒那樣，是信仰的英雄
豪傑和楷模，但立志一定要探索和找到上帝在何處和如何
差遣我們。身為基督的追隨者，我們頭腦上知道要效法使

與基督的相遇使我們的生命不再一樣，但我們要熱

徒的榜樣，跟隨他們的腳蹤；又會在聖靈降臨節唱〈靈氣

切探索，到底聖靈降臨對今天的我們又有甚麼影響和意義

歌〉、〈聖靈感化歌〉、〈遵旨做工歌〉等，但我們往往不敢

呢？

相信自己會如同昔日的門徒般，在聖靈降臨節蒙召成為使
我們當然明白，成為使徒遠遠不是經歷聖靈降臨的

徒，成為事奉者。

神蹟那麼簡單。馬太、馬可、路加三卷福音書將耶穌在世

我們這個堂區小組中有不少組員已是《聖經》中所描

1

時帶領的門徒描述為使徒； 後來的使徒行傳中，部分使

述的教師、醫治者和領袖。迪雅是護士；雷亞是聖約翰救

徒，特別是保羅，其實從未與地上的耶穌相遇，也不在五

護隊隊員；朱利安在學校教書；朱迪從事懲教工作；吉恩

旬節領受聖靈的行列之中。 可以說，成為使徒既是一個

任職區內小學；莫奧就為長者開辦跳舞班。每一位都透過

成長的過程，亦是一個轉化的時刻。自從第一個聖靈降臨

不同機構、學校、教會為社區作出貢獻。

2

節後，許多人都效法使徒的腳蹤。新約中記錄的使徒有一
個共通點，就是他們都委身事奉，蒙差派奉基督耶穌的名
作見證。

們是為基督而活。不過，我們想更進一步，是否還有其他
事奉等候着我們呢？

使徒（Apostle）解作「被差的那位」，源於希臘文動詞
Apostello，意思是「我發出」或「我差遣」。「耶穌叫了十二個
門徒來，給他們權柄，能驅趕污靈和醫治各樣的疾病。」
（太10:1）耶穌 差遣 門徒走遍以色列各城各鄉，趕鬼醫

10 事奉零距離：成為忠心信徒

我們視不同的工作和事務是表達我們信仰的途徑，我

耶穌給予所有追隨者最直白，又最重要的事奉就是
「愛主─你的上帝和愛鄰如己」。4 耶穌多次吩咐跟隨他
的人要與貧乏的分享他們物質上和靈性上的富足。「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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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光也要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把

職，一邊在教堂裏當義務牧者，一邊在大學當老師。這段

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

經歷使我更明白和體會何謂「俗世聖徒」。

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然後來跟從我。」5 此外，聖保羅
記述「聖靈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
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６

聖職的範疇其實十分廣泛，由實務的教堂物業管理，
到在聖餐禮中代表基督的神聖角色。牧者被召要擔當先知
的角色，要為周遭不仁不義的事情發聲；無論得時不得時

歷世歷代都會有極少數非比尋常的基督徒完全遵行了

都要牧養和關懷眾人；要學習和教導《聖經》及典章；要

耶穌字義上的教訓：變賣所有去跟從他。然而，我們大部

為眾人禱告。在聖禮中，主領的牧者會成為上帝赦罪和祝

分人的領受都是既愛主愛人，又同時要養家活兒，工作謀

福的中介，傳遞上帝的恩約。最重要的是，他們要盡心、

生。我們的事奉就正正建立在如此凡夫俗子的日常之中，

盡性、盡意、盡力事奉上帝，並且要活現和傳達上帝對世

我們在不同的場景中與不同的人一起生活、工作，並交

界的愛，使萬民皆能接受這份神聖之愛，在愛裏得蒙轉

往，我們就在當中學習和實踐愛鄰舍和向眾人分享聖靈所

化。

結的果子。

我從來不會把自己的角色分割，在教堂就是牧者，在

本書整合了七個單元，首先聚焦於我們能於日常生
活不同工作和場景中實踐五種不同形式的事奉－愛心、聆
聽、先知講論/訓誨、復和及教導。然後，書中暢談了兩
種能幫我們更好事奉的方法：消除使我們自私自利的無益
偏情（unhelpful passions）
，以及要在日常生活中不住禱告。

大學就是講師，我要在任何地方都活出一致的生命見證。
於是，我一點一滴探討如何在職場上履行聖職。
除非人們不介意，職場上的聖徒肯定不可以滿口都是
宗教術語和話題。我的大學同事大部分都沒有宗教信仰，
或是其他宗教的信徒。我在個人層面非常尊重他們的宗教
與各種人生信念；我沒有打算在午餐時不斷死纏爛打，催
迫他們應該相信上帝。於我而言，在職場傳道，你所做的

信徒皆祭司
我既是傳道人，又在職場打工好幾年了。當我最初
蒙召被按立聖職時，我是一名大學講師，我也不曉得為甚
麼當時強烈地感到我應該繼續教學工作。於是，我身兼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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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你所說的重要得多。
在校園裏，我會常常留心身邊的人，特別是留意他們
是否需要我提供實質的幫助，是否需要我的鼓勵或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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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我是先知？！

五旬節討論小組用了三次聚會去反思彼此相愛及彼此
關顧的重要性。我們同屬一個身體，除非每一個肢體都能
興旺，否則不會全體得興旺。對於這一點我們沒有甚麼爭
論，但對於接下來的事奉主題─先知職分（Prophecy）
，
卻極具挑戰和爭議。我期望能說服組員同意，先知同樣實
踐愛及關顧，只是他們是面向整個特定群體，帶着特定的
目標。先知對人的愛和關顧就是去明辨和指出群體在愛裏
的缺欠，並提出建言。
當《聖經》中的先知聆聽及回應上主的呼召時，他們
踏上了一段超越他們所在群體視野的征途，從上帝的視角
來審時度勢。部分先知如同以利亞般，遠離人群，進入曠
野；另一些先知則如同以西結和約拿般，放下他們原有
的職業、家庭及社會地位。在過程中，他們跳出先祖的假
定，和固有的思想模式，以全新的眼光來看世界。先知的
洞察力往往令他們極具批判性，有時令他們陷入極大的沮

62 事奉零距離：成為忠心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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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失望中，有時又有助他們看到別人所未能悉透的神蹟奇

極大的煩擾；先知有時下場悽慘，可能被殺或被囚。沒有

事。就如在路加福音中的女先知亞拿，她是極少數能夠認

多少人渴望這種帶來麻煩的「壯志」，或引發騷動，所以，

出嬰孩耶穌就是彌賽亞的人。

我們非常同情約拿先知對上主召命的逃避。

先知的召命其實就是呼召我們站於凡人生活、日常

有組員指出敢言者和善聽者的性格應該頗不同，當我

事務及既定思維之外，以上帝及基督的眼光去看人生。從

們善聽就通常未必做到敢言；亦有組員指出，我們這些黎

上帝及基督的角度來看，我們是否表現出彼此相愛呢？我

民百姓根本沒有經驗或資歷去處理重大的社會問題。

們為自己所建立的制度，無論是政治、經濟、或文化上，
是否以愛為本呢？我們在生活和工作之處能榮神益人嗎？
上帝的兒女得着公義和尊重嗎？如果得不着，為何會如此
呢？

先知事奉是一個挑戰，其實任何事奉都是一個挑戰。
先知事奉要我們離開自己的安舒區─不論是頭腦上的、
社會上的，或靈性上的。然而，我懷疑人們經常對於承擔
先知職分過度杞人憂天。小組檢視了一個《聖經》中的先
知，以及幾個當代先知的「職業生涯」，可以看到原來先知
職分是「多姿多采」，超乎我們想像的。先知職分不一定

先知職分的挑戰
耶 和 華 的 話 臨 到 亞 米 太 的 兒 子 約 拿 ， 說 ：「 起
來，到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因為
他們的惡已達到我面前。」約拿卻起身，逃往他
施去躲避耶和華。
約拿書1:1-3
組員都認定《聖經》中的偉大先知有着神聖及權能的
光環。然而，若被召的是我們，就是另一回事了，甚至我
們都不想做先知。先知要勇於向前，要敢言警世，但這經
常會招惹麻煩；先知引人注目，但通常是敵意的；先知的
使命即使不是完全佔據了他們原本的人生軌跡，也會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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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批判性或對抗性的，有着很多聆聽及對話。做先知也不
是必然要顛覆蒙召者原有的生命軌跡，反而是源於日常經
歷及逐步建立的。先知事奉的獎賞豐碩，能深化我們對上
帝與世界，及上帝與自己關係的了解；容許我們與基督同
工，在世人世事以及上帝與世界之間，增強愛的關係。

向以利亞取經
住在基列的提斯比人以利亞對亞哈說：「我指着
所事奉永生的耶和華— 以色列的上帝起誓，
這幾年我若不禱告，必不降露水，也不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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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的話臨到以利亞，說：「你離開這裏往東

我們相信他這份工作做得相當好，只是作者認為不值得

去，躲在約旦河東邊的基立溪旁。你要喝那溪裏

記述而已，直至上帝叫以利亞前往曠野。很明顯，以利亞

的水，我已吩咐烏鴉在那裏供養你。」於是以利

不是瞬間被召的，是在他多年一直委身服事上帝後才發生

亞去了，他遵照耶和華的話做，去住在約旦河東

的。（以利亞不是唯一的例子，當以賽亞被呼召作先知之

的基立溪旁。烏鴉早上給他叼餅和肉來，晚上也

時，他已經是聖殿中的一位祭司。）

有餅和肉，他又喝溪裏的水。過了些日子溪水乾
了，因為雨沒有下在地上。

從某個角度看來，以利亞蒙召的過程印證了所有不願
當先知者的理據。在以利亞成為我們所熟知的先知前，他

耶和華的話臨到他，說：「你起身到西頓的撒勒

必須學會如何以新視野看社會。於是，他由一位有名有利

法去，住在那裏，看哪，我已吩咐那裏的一個寡

的專業人士「淪為」乞丐，無家、無助及靠救濟過活。最

婦供養你。」以利亞就起身往撒勒法去。他到了

初上帝救濟他，然後竟然是靠社會最底層的一位貧窮寡婦

城門，看哪，有一個寡婦在那裏撿柴。以利亞呼

接濟。

喚她說：「請你用器皿取點水來給我喝。」她去取
水的時候，以利亞又呼喚她說：「請你手裏也拿
點餅來給我。」
列王紀上17:1-11
我們通常以為舊約中那些先知蒙召的故事是十分突然
或戲劇性的，只要深入察看，就發現根本是另一回事。
當以利亞在列王紀上十七章初次登場時，他已經是
一位某類型的先知。先知的職分似乎是當時宗教體系的建
制，所以，我們大可以想像以利亞是一位宗教界的高官，
是以色列亞哈王的資政。雖然列王紀上的作者沒有說，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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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婦在故事中的角色相當重要，當以利亞起初向她
要食物時，婦人稱她連養活自己及兒子的食物都不夠。以
利亞向她應許，如果她願意給他食物，上主將會源源不斷
供應她的所需。寡婦信任以利亞，願意冒險帶他到自己家
中。寡婦和以利亞一起學習了一個必要的功課，明白互為
好鄰舍的意義。《聖經》未有交代寡婦姓甚名誰，但她可
以說是信心和愛心的典範。她提醒我們即使是宗教領袖都
可以從貧窮及不被重視的人身上獲益良多。寡婦的豐富獎
賞不是來自早已一無所有的以利亞，而是來自上帝。上帝
令以利亞有能力不斷補充寡婦瓶內的麵粉和油，及後更使
寡婦的兒子從死裏復活。

©2021 by Religious Education Resource Centre
All Rights Reserved

第３章•我是先知？！ 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