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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ul University – Service Day

at Humboldt Park area on Chicago’s west side

(芝加哥治安最差的地區)



1. 逾越節以前、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到
了．他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

2. 喫晚飯的時候、（魔鬼已將賣耶穌的意思、放
在西門的兒子加略人猶大心裡）

3. 耶穌知道父已將萬有交在他手裡、且知道自己
是從 神出來的、又要歸到 神那裡去、

4. 就離席站起來脫了衣服、拿一條手巾束腰。
5. 隨後把水倒在盆裡、就洗門徒的腳、並用自己

所束的手巾擦乾。

約翰福音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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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為門徒們洗腳
 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經文

 為人洗腳是一件容易的事嗎？

 對基督徒：

1. 不容易，但可能

2. 極不容易，非常難

3. 根本不可能

 許多非基督徒也可以為人洗
腳(服事人)，而且也做得很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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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事的原動力

愛

神愛我們

我們被神感動

我們愛神

我們愛人

我們服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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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愛？

我若將所有的賙濟窮人、又捨己身叫人焚燒。

這樣的愛夠大了吧？
但聖經清楚的說這不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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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

捨己身與捨己似乎好像沒有太多的分別？
捨己與愛有甚麼關係呢？



一般大眾對愛的認識：
情與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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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大眾對愛的認識：
愛心與熱心

 我們通常表現出的是愛心還是熱心，或只是熱情

 是否有些人(或我自己)很熱情，但不熱心

 是否有些人(或我自己)很熱心，但沒有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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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情 熱心 愛心



3. 耶穌知道父已將萬有交在他手裡、且知

道自己是從 神出來的、又要歸到 神那
裡去、
4. 就離席站起來脫了衣服、

洗腳(服事)與第三節有甚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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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的出發點

 這是許多心理學專家一直在探討的問題

 個人的基本價值觀 (self worth) 是我們行為的導
向
 個人對自己在環境中的重要性 (self significance)

 個人在團體/環境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角/配角/跑
龍套，有多重要？有何意義？有何價值？

 個人對環境的安全感 (sense of security)

 家是讓我們最有安全感的地方，因為在家中最能感
受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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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epest longings for significance and 

security going on inside my clients are needs 

that God actually intended to meet through 

the community of believers!

人內心最深處所追求的自重感與安全感,神
在祂的家中已為我們完全預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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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ry Crabb,

Christian Psychology



墮落前的人

 亞當與夏娃在伊甸園完全沒有這問題：

神付予他們神聖的工作 (創 2:15, 19) 

 生活有意義 (significance)

與神有美好的關係

從神來的安全感 (sense of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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墮落後的人
 失去了生活存在的價值 (significance)

 也失去了安全感 (sense of security)

 失落的人想如何找回這兩項：

工作 - 你必汗流滿面纔得糊口、直到你歸
了土

在工作中尋求自我價值

從他人得到安全感 - 你必戀慕你丈夫

在人際關係中尋求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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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婚姻》看人許多問題的根源:

在婚姻中
找自重感

在婚姻中
找安全感



從《服事》看人許多問題的根源

 得救的基督徒仍活在墮落的社會

 我們在下意識中，希望從服事中找到自重感 (self 

significance) 與安全感 (sense of security)

 這就是典型的在服事中尋求自我的建立

 問題是我們在服事中常找不到這些

 專家們經常從這一點來探討教會 中服事的問題

 其實教會中的問題，不亞於教會外面的團體。

 同樣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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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耶穌知道父已將萬有交在他手裡、且知

道自己是從 神出來的、又要歸到 神那
裡去、

1. 萬有交在他手裡 – 最重要的責任

2. 自己是從神出來的、又要歸到神那裡
去 - 最完美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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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生命是寶貴的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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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耶穌寶血所贖回的。神看重我們，我們也當
看重自己。

 彼得前書 2:5 - 你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

建造成為靈宮、作聖潔的祭司、藉著耶穌基督奉獻
神所悅納的靈祭。

 彼得前書 2:9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

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 神的子民、要叫你
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在基督愛裏的安全感
(sense of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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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無條件的愛

神愛我們不是因為我們有甚麼好，我們一
點都不好，但神仍愛我們

這是在基督理的安全感



在愛裏的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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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有愛，再有服事

 神先充滿我們 ，我們才會愛

 不是在服事中尋找人的肯定

 不是在服事中追求人際觀係的滿足

 服事是對神愛的回應

13:1 逾越節以前、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

時候到了．他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
他們到底。



可否選擇服事的對象？

05/25/2014愛裏的服事20

 洗腳前，耶穌知道猶大會賣他嗎？

 耶穌有沒有洗猶大的腳？

 我們能服事我們不喜歡的人嗎？

 若有人攻擊我，我仍願繼續服事他嗎？

13:2 魔鬼已將賣耶穌的意思、放在
西門的兒子加略人猶大心裡



成長之路
(彼得後書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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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

德行

知識
節制

忍耐

虔敬

愛弟兄(仁慈)

愛眾人 愛

信



主日信息的回應 (04/23)

 鍾牧師四月十三日：扶與不扶

 我們不能愛的重要原因之一:懼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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懼怕

愛

約翰一書 4:18  愛裡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
去．因為懼怕裡含著刑罰．懼怕的人在愛裡未得完全。



主日信息的回應 (04/20)

 龚文辉牧師四月二十日： 以馬忤斯的路上遇見主

 從懼怕到愛，真正在主裏的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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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糊

學習

明白

心裏火熱

懼怕

愛

學習

明白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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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服事常出問題，因為我們在服事中找自我的
價值與安全感。這是在服事自己。

 耶穌為門徒洗腳的榜樣

 真正愛的表現

 祂擁有萬有 (significance)

 祂與父合一 (security)

 基督徒的服事

 從愛中出發

 在愛中學習

 在愛中彰顯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