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廿一世紀服侍的神學視點 

李子揚譯 

本神學反思有意採取歸納方式一一既處境化，同時亦是經 

驗性的。50位與會者參與開展約25個國家的各式服侍，帶來難 

題和新可能性的洞見，因為他們走進被邊緣化者的生命。在反 

思二十一世紀的服侍、41幽幽、時，與會者提出值得注意的挑 

戰，包括：不公義的制度化，特別是目前新自由主義經濟的全 

球化體制，也有氣候轉變及其影響；戰爭衝突並由此而來的摧 

毁、傷痛和破碎關係；具侵略性地伸張的宗教及族羣身分，會 

帶來社羣的支離破碎，弱勢者正失去土地和流離失所；而暴力 

亦施加於很多社會羣體，特別是婦女、兒童、體障者與長者； 

營養不良、疾病與愛滋病疫症；以及對少數族裔與宗教少數的 

邊緣化，其中包括原住民、源出非洲的社羣、南亞的達利特人 

(！)^!!^^)，其他社羣也因各種理由備受歧視。 

會議在斯里蘭卡舉行，當地飽受漫長戰爭與衝突的摧殘， 

正致力尋求治療與希望的可能性。大會的東道主是斯里蘭卡基 

督教協進會（！^011」0111-1511 &II 001111011 0^5！" 1 11^&)，代表較小、 

邊緣、公共展現空間有限的教會見證。各教會均有獨特的身 

分，但在治療與復和的見證中是合一的，因此大會選擇了三個 

顯著的切入點來理解服侍，詳述如下： 



第一、大會藉持守服侍，作為教會參與上主不住使命的首 

要表達。這選擇旨在強調教會不該是排他、內向的宗教羣體， 

而是被召回應世界。大會亦回應了一個常見的趨向，就是以體 

制形式檢視及尋覓服侍，並且只回應體制形式容許的挑戰。 

第二 、大會嘗試從傳統上被視為教會服侍的接受者或對象 

的出發點，來重新想像服侍一一即弱勢者和被邊緣化的社羣。 

這個選擇除了有神學理由外，亦是為了找尋較以人為本和資源 

較不密集的服侍形式；重新演繹服侍為傳統上的接受者或對象 

的期望，並且肯定他們今日也參與服侍的重新定義。這個選擇 

也指向從家長式的干預，轉向催化地同行的可能性。 

第三、基於現今很多服侍模式，被地緣政治北方教會的看 

法與偏好塑造，大會盼望從南半球世界的出發點，探索他們對 

服侍的理解，因為南北雙方的生活動態極其不同。其實住在南 

方的基督徒比北方多，前者作為分散的小眾羣體，往往四面受 

敵，在社會和經濟上被邊緣化，勉力掙扎求存。選擇南方並非 

暗示北方欠缺相同的挑戰或。]'能性，亦非否定北方教會對服侍 

和這個反思的貢獻，而是基於南方各生命表達和基督教呈現， 

以及當地致力回應關乎人類境況及地球命運與未來的複雜問 

以下綜合了上述出發點對主題的反思。 

生命的主，引領我們邁向公義與和平 

教會、使命與服侍 

「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 

〔約二十21〕 

1.上主的使命是祂的遠象在世界實現，這世界「不再聽見哭泣 

和哀號的聲音，那裏必沒有數日夭亡的嬰孩⋯⋯他們要建 

造房屋，居住其中；栽葡萄園，吃園中的果子⋯⋯他們必不 

徒然勞碌，所生產的，也不遭災害。」（賽六十五19-23〉這 

個「新天新地」（啟二十一 1〉的終末盼望並非被動，而是時 

常闖進我們的當下，邀請人們與上主同工，在每一時空的 

當下成就它。上主的使命是動態的，包括所有守護上主創 

造聖潔與整全的萬民及力量。 

！.教會作為羣體，藉洗禮被召存在，受聖靈帶領，藉着自己的 

本相、宣道與服務參與這使命。服侍通常被理解為服務， 

以羣體的方式活出信心與盼望，見證上主在耶穌基督內所 

做的。 

3，教會藉着自己的服侍，見證上主在耶穌基督內所要成就的， 

也參與上主的使命。教會在自己的服侍裏，跟從她作僕人 

的主，這位主宣吿祂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 

人」（可十45〗。教會在基督內被召在掌控的力量上持守服 

務的力量，使生命在一切豐盛中成為可能，因此教會不但 

把自己展示為上主將臨國度的標記，還是領到這國度的道 

路，即基督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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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會作為服侍的羣體，被召在本地與更廣大的範疇，同日夺 

在個人和集體層次，活出自己的基督徒見證。這個見證應 

在所有教會的不同表達中反映，包括敬拜與宣道、接侍|5| 

探訪〈來十三1-3〗、公開見證與倡議。作為「禮儀後的禮 

儀」（！""！2&61^【116 ！！！！！！-^)，服侍受信仰的歡慶所充權。服 

侍涉及關懷、顧恤及服務的行動，但比這些走得更遠，並對 

應嵌於壓制人的制度和結構不公義之根本原因。面對帝國 

的致命力量時，我們在生命上主內的信仰及對祂的盡忠， 

支持為公義的持續行動。 

5，在各個地緣政治及社會經濟處境下，每個基督徒羣體均被 

召作服侍的羣體，透過呈獻上主國度的應許之服侍行動， 

見證上主轉化的恩典。這些行動治療關係，為上主的美好 

創造育成伙伴關係。為了招聚眾人與社羣圍繞生命與公義 

和平的議題，服侍突顯其作為合一的理由，也因而需要被 

視為合一的工具；而作為於世界參與上主使命的表達，服 

侍超越了一切目光如豆的利益和宗教傳播的議程。 

一些對應體制的較大服侍必須受到肯定，因為它們促進人 

力資源的發展，於危機情况下滿足人的需要，並推進易受 

傷害者的公義及經濟發展的呼聲角色。因為這些和其他傳 

統形式的服侍，傾向倚賴基礎建設、體制、專家與資源，很 

多基督徒羣體便自視為支持者或受益者，而鮮有自視為服 

侍參與者。這些專門的事工並不取代每個基督徒羣體服侍 

的召命。 

生命的主，引領我們邁向公義與和平 

服侍作為盼望上主要來國度的信心表達，其標記見於一切 

動蕩中有希望的經驗，亦在治療與育成人與關係的行動， 

還有追尋公義與肯定真理的鬥爭，服侍須是動態、處境化 

及隨機應變的，也必須促成伙伴關係，不僅是在全球或較 

大教會結構的層次，還要於地方、地區和全國層次上，委身 

公義、和平與人類尊嚴價值的會眾、專門事工和人際網絡 

中間。 

邊緣化者的服侍 

「匠人所棄的石頭。」 

(詩一一八22 ；徒四10 

對於很多人而言，服侍是對有需要者與危機情況的回應， 

性質是從權力與特權的位置，以資源和基礎建設出發，走 

向接受者。這個理解經常導致我們視有需要者為服侍的對 

象或接收者，而很多慈惠或人道的努力，就是由這些態度 

指引。這個理解不但不能肯定被邊緣化者的服侍，也只會 

視他們為對象和接收者。有些脲侍的形式沒有以尊重的態 

度來開展，也欠缺對本地社羣潛能的意識和伙伴精神。 

一些開始時旨在服務弱勢與易受傷害者的服侍，在歲月推 

移中成為服務社會上有特權和富裕者的工具。可惜，今天 

在世界的很多部分，服務貧窮者實非某些基督教教育與醫 

療體制的目標。尤有甚者，以牟利與消費主義主導的全球 

文化，也把新意義帶進服務，導致傳統的服務變成只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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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活動和利益需要。故此，向被社會與經濟結構去權者 

伸出援手，似乎不再是某些教會的優先考慮了；有些其他 

服侍的措施亦被用作領人歸信的方法。服侍是我們作為基 

督徒不可分割的，我們不該誤用這些努力，而要為各教會 

這些和其他偏離上主使命的做法迫切悔罪，以保護教會的 

信譽與整全。 

10.縱使被邊緣化者沒有物質和財力資源，並以很多教會習慣 

的方式來服侍，他們卻藉着自己的生活和日常抗爭實踐服 

侍。被邊緣化者見證了世界的罪性，要世界為自己同流合 

污與沉默負責。因此上主之所以選擇被邊緣化者，並不是 

因為他們選擇成為弱勢，也不是由於家長式、由上而下地 

感同身受，乃是主要因為他們的生活指向社會轉化的迫切 
蒂 苗 一 
而 旻 。 

11.世界或許傾向視邊緣為恥辱和無權勢之地，然而，聖經的 

見證指向上主，祂必然臨到被不公義地推到社會邊緣的 

人。經文有好些記載指出，上主注意與關懷受壓迫及災劫 

的人民。上主聽見受壓迫者的呼號，維護他們回應，並 

與被壓迫者同行，朝向解放（出三7-8〗。這便是上主的服 

侍：解放的服侍，也恢復尊嚴，並確保公義與和平。 

12. 「拿撒勒還能出甚麼好的嗎？」（約一46〉這尖鋭的問題 

指出上主差派聖子進入世界時，祂使命的關鍵切入點。耶 

穌宣吿自己的服侍解放受壓迫者、開瞎子的眼睛，又治療 

病者（路四16及後），耶穌一再強調祂來是尋找失喪的與 

生命的主，引領我們邁向公義與和平 

最小的，藉以時常把自己定位於當時被邊緣化者中間。祂 

的服侍拒絕濫用權力（路四1-12〉，拒絕被現有的權力邏 

輯吸納（可十45〉，又逆反了壓制性的宗教傳統〖路十一 

37-54〗。耶穌的服侍選擇反而復原了被否定的生命，甚至 

最終把自己引到十字架（例如枯乾了手的人，可三1-6〗。 

耶穌藉着這樣的選擇，揭露了使人邊緣化的力量並正視它 

們。從這選擇的程度，可見邊緣成為上主憐憫和公義的特 

定空間，以及祂在易受傷害的境況和抗爭中的臨在。在這 

空間裏，病者得醫治、掌控的邪靈被打碎、被邊緣化者的 

尊嚴受維護，門徒亦被肯定生命事工的價值充權。 

13.再者，被邊緣化者不必然被視為有需要和絕望，他們以自己 

的方式抗拒不公義和壓迫，又透過為自己和所有人的生命、 

公義、尊嚴與權益鬥爭，展露上主在自己生命裏的臨在和權 

能，例如體障者推動敏感度和伙伴關係的價值；非洲族源社 

羣、達利特人和其他被歧視的羣體，呼顳教會和其他團體 

抵抗及克服歧視與非人化數以百萬計者的文化和習慣；縱 

使原住民的生命與土地受到威脅，他們仍為眾生互聯的價 

值發聲；年輕人在不利情況下，對抗剝奪自己教育和工作機 

會的政策；易受傷害的外勞為人權、尊嚴與公義的鬥爭，挑 

戰以國家利益之名否定其基本人權的政治制度。世界有很 

多這些表達，而全球化南方和北方的所有表達，都是忠於 

解放與轉化的信念而來。各教會今天有新的服侍及自我發 

現的新可能性，因此被邊緣化者的服侍，對教會投身使上主 

實現對世界（普天下）的另類遠象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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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從神學角度而言，「被邊緣化者」的説法也許會被認為是檫 

籤，或把人約化為制度與結構的受害者。然而，服侍必須確 

認這些結構毁滅與非人化的力量，不只為了指出這些力量 

的悲劇效果，亦要指出被邊緣化者轉化世界的要求、合理權 

利和力量。在這個世界裏，人被視為物件及商品，又因着如 

性別、族羣、膚色、種姓、年紀、體障、性傾向和經濟與社 

會位置等身分而被苛待，服侍必須建立人與社羣，肯定所 

有人的尊嚴，並且轉變歧視與侵害某些人的文化和習慣。 

15.被邊緣化者透過渴求有尊嚴和公義的生命及參與運動，提 

供一個沒否定公義、尊嚴和生命力量的另類遠象。對很多 

教會來説，這是有要求的挑戰，但更是一個釋放的應許， 

更新服侍的習慣與神學反省的傳統模式，朝向新形態的包 

容、分享和轉化行動。當耶穌開始其宣吿上主要來國度的 

職事時，也發現自己置身於當時被邊緣化者之中。構成全 

球大多數基督教會眾的，均是貧窮和被邊緣化者，這實況 

可被視為機會與資源，讓教會合一的接觸更為實在。與受 

邊緣化者作伴及圑結，能確保教會宣稱自己參與上主使命 

的可信性。 

生命的主，引領我們邁向公義與和平 

為轉化服侍 

「行公義、好憐憫。」（彌六8〉 

16.如此，服侍能使歡慶生命成為可能，是達致轉變的信念，能 

轉化人和境況，使上主國度在每個時空、對每個人的生命 

成為真實。 

17.聖經中的上主在生命的實況中，尋求並達成改變，特別是 

在被否定生命者中間。因此服侍作為上主愛中的行動，必須 

致力轉化人、制度與文化；上主向對貧窮人濫權和拒絕公 

義者宣布審判，亦挑戰不公義的制度與習慣，呼召從中得 

益的有權勢者悔改，被愛、分享、真誠與謙卑的價值轉化。 

18.服侍不限於包紮受害者的傷口或憐憫的行動，雖然這些愛 

和關顧的表達是必要的，其目標卻不排除是努力正視和轉 

化導致受苦與被剝奪的力量和因素。因為服侍同時有關撫 

慰受害者和迎戰「執政的、掌權的」（弗六12〗，服侍必須既 

醫治受害者與加害者，也是完全的靈性，為轉化罪性的社 

會結構和解放其受害者而掙扎及委身。如果沒有達致轉化 

的工作，服侍便只是一種服務表逹，巧妙地藉遮掩壓制與 

剝削力量的罪責，而服務它們的利益。如果服侍不挑戰不 

公義與濫權，便不再是真實的了 。 

19.服侍也不滿足於和平與善意的表面表達。共鳴於耶利米先 

知的義憤：「他們輕忽地醫治我百姓的損傷，説：『平安了 ！ 

平安了！』其實沒有平安。」（耶六服侍揭露有權勢者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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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不公義與壓制現狀的企圖，也是向他們説出真相的先知 

性行動。 

20^服侍在今日的世界也許意味政治行動一一正視不公義的軍 

事與經濟力量，質疑似是投資在國防而非人民基本需要及 

發展的國家政策，挑戰否定流離失所者生存權的反移民法 

律，反對摧毁地球與人民的發展政策，並與在社會及經濟 

結構中的易受傷害者同工，為其權利發聲。 

21.服侍也許意味致力拆除壓制文化之社會行動，其對象包括 

如父權體制、種族主義、種姓主義、懼外和其他歧視及排 

他的習慣。各教會也需要為這些文化的存在而悔罪，也要 

為傷害某些社羣的輕蔑態度與神學建構而懺悔。 

！！.然而，服侍並不僅是對抗和迎戰邪惡，亦對人類彼此相交 

和對待自然的方式提出另類選擇。如此，服侍是心意更新 

而變化的〖羅十二2〉。我們作僕人的主耶穌，呼召跟從祂 

的人要作地上的鹽與光和世上的酵（太五13， 14〉，换句話 

説，就是要作改變與轉化的中介。早期基督徒羣體的服侍 

受聖靈充權，以提出對世界的另類價值和遠象，來對抗帝 

國的力量；因此服侍除了是支持和幫助有需要者的表達外， 

本質上是創造性的行動，為要帶來上主願望的世界。 

生命的主，引領我們邁向公義與和平 

「我要行一件新事。」〔賽四十三19〉 

23，除了挑戰之外，二十一世紀的處境也展示了在世界上很多 

地方，人民為自由、公義、尊嚴和生命的努力與掙扎。這 

裏有新的機會，供各教會以具創意的方式嘗試服侍，過程 

中亦讓它們鮮活地重新發現自己，也許還有個別處境的其 

他機會和可能性。以下是在這次大會上分享別具洞見的建 

議，可作進一步的反思與行動： 

一、地方會眾的服侍 

八.意識到會眾作為服侍的羣體，以及在生活和民眾中社會、 

政治和經濟的實況，基督教教育的目標必須是培養社會責 

任感。 

致力藉敬拜和宣道，確認與肯定服侍的神學意義，教會需 

要成為富創意應對世界的訓練場。 

0在環境議題上啟動人類層次的行動。 

！).堅定不移地回應發生在家庭、社會與教會內，針對婦女的 

I教育人反對酗酒及濫藥，幫助受害者克服這些狀況。 

？.成為開放、公義、好客及包容的社羣，各教會必須努力成為 

無歧視的地方，以及安全與希望的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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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成員的能力，特別在諮商與戒瘾的計畫、教育與就業 

機會、性別敏感度等方面。 

在每個處境與其他教會、信仰羣體和民眾，努力配合和同 

工，回應關於人與生命的相關議題，包括肯定服侍的行動 

和分享資源。 

二 、較大的教會體系的服侍 

八.當地方教會發展和落實服侍的工作時，鼓勵、支持與同行。 

鼓勵團結與互相負責的表達，其中特別藉着城鄉間、貧富 

間、建制的與移居者的會眾間搭橋。 

處理教會內的歧視與排拒問題，在教會內外發起運動終結 

它們。 

政策和計畫。 

確認、加強與支持各種保障被邊緣化社羣人權、公義與權 

益的先知聲音和主動行為。 

？.與地區及全國層次的教會和組織建立伙伴關係，鼓勵草根 

與以人為本的努力。 

鼓勵神學機構在有需要時引入服侍為學科，以及與服侍相 

關的實踐，深入了解與研究。 

為牧者與平信徒開發易讀的服侍研經材料。 

生命的主，引領我們邁向公義與和平 

1.與不同信仰羣體者共同投身服侍行動 

三、普協與類似的國際組織的服侍 

人.肯定服侍是必須的教會表達，又承認這些組織的首要呼召 

不單是代各教會作某些服侍的行動，而是必須伴隨各教會 

的努力。這也許包括在有需要時建立各教會的能力、育成 

伙伴關係及動員資源。 

與正在跟歧視和被邊緣化鬥爭的人民、社羣及會眾一同上路。 

為公義、尊嚴與和平發聲，也為侵略、失地與被奪產的受害 

！).支持和陪伴草根民眾追求改變的努力，他們也許沒有所需 

的曝光和基礎建設來吸引支持。 

促進跟國際服侍機構的對話，鼓勵教會合作的形式，又促 

使各人為彼此負責。 

？.為教會間的神學支援、交換準備資源，並且促進相關過程， 

使之在不同處境都可有創意地參與服侍。 

承認為轉化而團結鬥爭的力量，因此在所有層次促成、鼓 

勵及培養這些圑結表達。 

24，這時這刻這樣來理解，服侍有時涉及與既有狀態中既得利 

益的權勢衝突；冒險有時在所難免，需要愛、謙卑、勇氣與 

委身的態度。耶穌堅稱作門徒是在十字架的影子下尋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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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太十六24〗。因此，作為一起被召服侍的羣體，走上在 

服侍時獻出生命的基督道路，各教會或能互相以彼得前書 

的話共勉：「你們若熱心行善，有誰會害你們呢？即使你們 

為義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嚇，也不要驚慌； 

只要心裏奉主基督為聖，尊他為主。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 

的理由，要隨時準備答覆；不過，要以溫柔、敬畏的心回 

答。」〖彼前三13-16】 

168生命的主，引領我們邁向公義與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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