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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僕人”的生活
新約助理教授暨助理教務長 / 曾思機

古代社會普遍存在著奴隸制度，估計初世紀的羅馬帝國約有三分

之一的人口是奴隸。在羅馬城的比例更是高達三分之二。然而，稀奇

的是古代文獻竟缺乏廣大的奴隸暴動記錄。為何這龐大的奴隸群體沒

有嘗試 ( 用武力 ) 爭取自由？或者古代的奴隸生活沒有我們想像中那

麼惡劣。跟近代的不同，羅馬時代的奴隸不分種族，多數的奴隸有望

在三十歲前就可得釋放。他們的服務多元及專業化。某些奴隸過得甚

至比貧窮的自由人好，以致有人是自願賣給別人當奴僕。

在上述的前提下，我們較易理解保羅在羅馬書 1 章 1 節稱自己為

「基督耶穌的僕人 [ 或譯作奴僕 ]」( 本文所採用的經文皆出自新漢語

譯本 )。保羅不以作基督的 “奴僕”為恥。新約學者 David Garland 稱

“奴僕”為 「一個基督徒所能得到的最高稱讚。」1 本文試著從“奴僕”

作為新約聖經常用的隱喻來探討基督徒的生活。

作神的“奴僕”
對羅馬時代的奴隸來說，“自由”就是：「我做我所願意做的；

我去我所願意去的。」這讓我們想到羅馬書 7:15：「因為我所做的，

我並不知道 [ 或譯作“同意”]。我所願意的，我不去做；我所憎惡

的，我反而去做。」 我們過去是罪的奴僕，是基督的死成就了 「使

罪身失效，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因為死了的人已經擺脫了罪」 ( 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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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神的擁有是一種專屬權 

(exclusivity)。馬太福音 6:4 所表

達的就是這概念：「一個人不

能服侍兩個主人，因為他不是

討厭這個，喜愛那個，就是忠

於這個，輕視那個。你們不能

既服侍神，又服侍瑪門。」基

督作為教會和信徒的“主人”，

他的專屬權是不容任何人侵犯

的。因此，保羅責備哥林多信

徒把基督的主權在人中間瓜分：

「我的弟兄們，革來家的人對

我提起你們，說你們中間有紛

爭。我的意思是，你們各自說 

“我是屬保羅的”、“我是屬

亞波羅的”、“我是屬磯法的”、

“我是屬基督的”。2 基督是分

割的嗎？」 ( 林前 1:11-13)。

全然委身服事神
顯然，“奴僕”的生活與

服務 (service) 有密切關係。信徒

作為“奴僕”服事神是全然委

身的事。關於信徒全然委身的

事奉，有三方面須留意。第一，

我們服事神是自願而非被迫的。

因此，保羅在羅馬書 6:16 這樣

說：「難道你們不知道嗎？你們

把自己獻上作奴僕去順從人，順

從誰，就作誰的奴僕：或作“罪”

的奴僕，結果是死；或作“順

從”的奴僕，結果是義。」同

樣，我們也是自願作眾人的 “奴

僕”服事人，也就是保羅所說：

「我雖然是自由的，不受任何

人管轄，卻讓自己成了大家的

6:6-7) 。然而，我們不要忘記，

脫離罪的主權是為要讓我們得

於成為神的“奴僕”，正如羅

馬書 6:20-22 所言：「因為你們

作罪的奴僕時，並不受義的約

束。那麼，你們當時得到甚麼

果子呢？不過是那些你們如今

看為羞恥的事，因為那些事的

結局就是死。但如今，你們既

從罪中得到釋放，作了神的奴

僕，就得了果子，以至於成聖，

這結局就是永生。」對保羅來

說，沒有所謂“完全自主”的

生活：一個人不是罪的“奴僕”

就是神的“奴僕”。

全然屬神 
“奴僕”的生活涉及擁有

權 (ownership)。本文就三方面

來說明「神全然擁有信徒」的

概念。首先，神的“奴僕” 在

新約聖經中是指一個有位格的

人，而非羅馬社會的觀點，即

奴僕僅是主人的 “活資產”或

“活工具”。其次， 一般上用

來表示 “身體”的希臘字 soma

在某些語境中是雙關語，同時

表達 “奴僕”和“身體”的概

念。例如哥林多前書 6:19-20：

「難道你們不知道，你們不是

屬於自己的嗎？因為你們是重

價買來的，所以你們務必用自

己的身體 (soma) 榮耀神。 」

保羅要同時說的是信徒是神的

soma( “奴僕”) 及信徒的 soma 

(“身體”) 完全屬神及榮耀神。

奴僕，為要贏得更多人」( 林前

9:19) 。關於基督徒作奴僕和得

自由之吊詭性 (paradox)，新約

學者 Murray Harris 說得很妙：

「我們從作罪的奴僕中得釋放，

為要得著自由選擇作基督的奴

僕。」3 第二，作神的 “奴僕”

就要完全按照神的吩咐去行。

主人所要求奴僕的是完全的順

服。所以主耶穌在路加福音 6:46

說：「你們為甚麼稱呼我` 主啊，

主啊´，卻不遵行我的話呢？」

第三，正如奴僕是要討好主人，

信徒服事神也是單討神的喜悅。

保羅在這方面是很清楚的。在

加拉太書 1:10 他就直言：「其

實，我現在是要討好人呢，還

是討好神？難道我想討人的喜

歡嗎？如果我仍然要討人的喜

歡，我就不是基督的僕人 [ 或譯

作奴僕 ] 了。」

最後，借用 1924 年奧林匹

克運動會四百米冠軍得主，也

是宣教士的 Eric Liddell 的座右

銘來勉勵我們這些全然屬神和

全然委身事奉神的 “奴僕”：

「神讓我事奉。當我事奉時，

我能感受到祂的喜悅。」4

2 羅馬時代記錄奴隸的文獻常用的格

式用語是 “某某人是屬某某人的”。

3 Murray J. Harris, Slave of Christ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1999), 
86.

4 改編自 Eric Liddell 的座右銘：「 神
讓我跑得快。當我快跑時，我能感到

祂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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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會西盛教會 蘇亞藍師母

2018 年我初次參加第二屆

ABC 基督徒大會時，很難想像

可以在精心安排的一個聚會中

提供許多專題，透過邀請大師

級的講員，使人廣泛的觸及不

同類型的基督教議題。當時心

中就下決心，2019 年，我一定

要讓教會的家人們，可以與我

一起經歷這樣的悸動，當聖靈

賜下更新的時刻，我們也要有

敏銳跟上的責任。

2019 的 ABC 大會，神在我

們教會做了美好的工作。當天，

其實有兩位慕道友在當中，開

會禮拜時，院長傳講的是跟接

受救恩有關的信息，並訴說一

段主怎樣讓奇蹟發生在家庭中

的美好故事時，我發現許多人

默默拭淚，想必是院長的坦誠

透明，觸動了每個人內心不為

人知最敏感的角落。而且後座

力持續到隔天主日，慕道友們

在靈修分享時，激動落淚，感

覺聖靈輕輕觸碰了他的心。另

一位傳訊息給我說 :「今天參加

大會，整個氛圍讓我對基督教

有更進一步的了解，我也決定

用詩歌的歌詞先學習禱告。」

本來她擔心自己無法吸收三門

課，我建議先聽一堂，如果覺

得可以，再繼續聽其他課，如

果真的吸收不了，可以先回家

沒有關係，沒想到他一直參加

到閉會禮拜結束，而且非常認

真的做筆記。其他許多個人的

回應也都奇妙真實，若要一一

述說，就無法停筆了。

2020 年 10 月 24 日，我們

勢必要相約在 ABC 基督徒大會

的，今年我們所要做的，是將

所領受的實踐在信仰與生活當

中，並且滿心期待 2020 年的屬

靈饗宴。

信義會新莊教會 周文治牧師

10 月 27 日有幸又再參與

第三屆台灣 ABC 基督徒教會大

會，本次的主題為“福音 ‧ 熱

情 ‧ 行動”，真是一次滿滿得

著的屬靈饗宴，一開頭陳敏欽

院長的信息 - 不以福音為恥，深

入我心，特別陳院長見證他大

姊信主的經歷，他認為最不可

能信主的家人，竟然要受洗了，

還邀請他親自來主持聖洗禮，

姊弟倆抱著擁哭，聽著陳院長

的見證及證道，只能讚嘆說，

出於神福音的大能，超過人所

求所想的；對福音的熱情源於

對神話語正確的認識，下午場

陳鐳牧師的信息 - 當前 21 世紀

的宣教策略，陳鐳牧師指出他

採用螞蟻雄兵式的策略，在他

及同工多年的埋入及經營下，

看到再艱困的環境，福音仍能

有效永續綿延的傳揚，看到教

會被更新建立，看到福音再傳

揚出去，只能讚嘆說，福音的

熱情及行動無關乎年齡；光這

兩堂大會信息就讓我收穫滿滿。

今年我選擇參加家庭與婚

姻的專題，讓你的家成為天堂、

家庭信仰傳承實務、婚姻團隊

事奉在教會，這三個題目不止

吸引人，教授的老師更是此方

面的專精，我邊上課邊記下我

的構思，那些我可以放在家庭

婚姻的教導，那些我在今年的

將臨期、聖誕節期馬上可以用

的；專題講座也讓我滿載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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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 基督徒教育大會後的迴響與收穫

教育大會現場 - 參與者大合照



第一天的活動中，配合本

次的主題，盼望同學們新學年

在「靈命、學識、事奉、生活」

上都能進步，成為正道勇士，

依這四個主題分四個小組，需

闖關完成代表四個主題的關卡，

並拍攝代表各主題及正道核心

價值的影片，各小組熱烈的討

論如何呈現，在當中彼此更多

認識，並學習溝通及合作，到

了勇士之夜，每組要呈現製作

的影片，沒想到大家在短時間

內就能完成，影片各有特色，

有的溫馨、有的嚴肅、有的搞

笑真是精彩萬分，歡笑聲此起

彼落，更安排了馬永年老師、

林彩雲老師、朱美英處長及曾

思機老師分別針對靈命、學識、

事奉及生活給予同學勉勵，大

家都有滿滿的收穫及得著，真

是一個豐富又喜樂的夜晚。

第二天的開學禮拜中，陳

敏欽院長用以西結書 37:1-14，

以講題：「復興的前奏」給予

同學勉勵及提醒，並在聖餐聚

會中，為開學做好預備並為彼

此禱告。感謝神！ 2019 年秋季

靈修會就在美好的團契中順利

結束，願同學們都能在「靈命、

學識、事奉、生活」上更加成

長，成為正道勇士。

此次靈修會於 9/6-9/7 苗栗的西湖渡假村舉行，約有 80 位師生同工參加。

台灣正道神學院每年 10 月第四

週六舉辦 ABC 教育大會，真是教會

的祝福，每年不同的主題，又再從宣

教生活、教會事工、聖經與神學、

家庭與婚姻四面向探討該主題，哪

裡能找到這麼好康呢？特別是新莊、

五股、泰山、三重、板橋這些鄰近區

域的教會，真鼓勵牧長帶隊來參加，

又近、又豐富、又便宜，藉用神學院

的力量成為教會的裝備資源，真是上

算，2020 年我們一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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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課堂現場 大會講員

活動圓滿結束 - 同工合影

2019 年秋季學前靈修會－新學年的挑戰與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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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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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研究碩士科／呂雅惠

我來自傳統信仰的家庭，是

第一代基督徒。談起過去，我很

愛算命，尤其當我遇到重要決定

時，就會想求籤擲杯或算命，幫

助自己做出對的選擇。但往往算

命師不同的說法，每次擲杯不同

的結果，反而讓自己陷入更多的

煩惱與不安。

感謝主，讓我有機會聽聞福

音，有一次當我讀到聖經上說：

「我未成形的體質，你的眼早已

看見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

度一日，你都寫在你的冊上了。」

突然茅塞頓開，天啊！原來早在

我還在媽媽肚子裡的時候，天父

上帝就知道我了，而且連我以後

會怎麼樣，早已寫在上帝的冊子

上了。既然這樣，我有問題應該

問上帝才對啊！從那時起，對算

命再也沒興趣了。因我知道，我

的一生在天父手裡，愛我的天父

必指引我當行的道路！

信主前，除了愛算命，我也

渴望世界的成就肯定，因此我是

個工作狂，立志做個女強人。信

主多年後，神把我的眼光，從看

重工作轉向家庭。對比過去的我，

這些根本是天方夜譚，若不是神

的愛，我是不可能改變的！

感謝主，透過走出黑暗特會

認識曉音牧師，這一路走來，不

斷的丟當滅之物、不斷的認罪悔

改、不斷的趕除邪靈，不但靈裡

越來越清醒，也越來越喜歡讀聖

經，看事情的角度也改變了。如

果地球只能再住 40-50 年，如果

耶穌即將再來，我想要做有意義

的事，希望可以傳更多的福音，

救更多的靈魂。期待透過正統神

學院的學習，用正確的方法讀經

解經，按正意分解神的道，不要

再像過去斷章取義、瞎子領瞎子，

甚願裝備後的我，能成為合神心

意的器皿，更多被主使用！

道學碩士科／葛仁先

我從小生長在一個很簡單的

家庭，父親是軍人，由於祖父母

都是基督徒，因此很早就接觸了

教會。我與妻子也都是在教會認

識的，因為兩人都從事金融行業，

有許多共同的話題，彼此個性也

合的來，在 03 年我從美國念完

MBA 後，04 年正式向妻子求婚，

並於該年年底與妻子完成終身大

事。目前家中育有 2 女，感謝主，

女兒相當乖巧，每週可以全家參

與教會的主日崇拜。

我從小就相信神，在神奇妙

的帶領下，我不斷的經歷與他的

互動。從我叛逆無知的學生時代

起，每當我遇到困難呼求神時，

心中常能得到異常的平安與啟

示，感覺神一直就在我身邊；退

伍後參與工作，我開始認真思考

自己的信仰，經過一段時間的禱

告尋求後，感謝主在我生意客戶

湯文霖弟兄的介紹下，來到了現

在的教會，透過研讀聖經，明白

了自己過去驕傲的罪阻擋了我與

神的關係。經與弟兄及家人坦白

悔改後，於 1996 年 9 月 5 日正式

受洗成為基督徒。

在我過去職業生涯中，由於

工作是屬於業務與創業性質，神

每每在我最軟弱的時候，於最後

關頭出馬給了我一切所需要的，

而且給的剛剛好。這樣的經歷在

過去十年一直不斷發生。神仿佛

在告訴我，財富與事業雖然人人

想追求，但並不是努力就可以得

著的。神其實早已預備好了我的

一切，祂要的是我是否有一顆願

意降服的心完全的去信靠祂。我

在過去十年，面對了許多生活與

工作上的挑戰，總感覺神給我的

一切都是那麼的剛好。

我與妻子一直有傳福音的夢

想，期待有一天可以全職為主服

事。近日這樣的感動一直都在我

們夫妻的心中徘徊，由於自己過

了今年就剛好滿 50 歲，我希望在

今年能做個決定將自己人生的下

半場，委身到神的事工當中。因

此在牧師及朋友的鼓勵下，決定

先念神學院，為將來的服事裝備

自己。展望未來，希望神能用我

過去的經驗及未來三年的裝備參

與全球華人的福音工作，為億萬

還未信主的靈魂做工，也為神偉

大的使命盡一份力量。



2. 2019 年秋季學前靈修會於 9/6-9/7

在西湖渡假村順利完成，主題：新

學年的挑戰和進步，師生同工彼此

有美好的連結，並學習在『靈命、

學識、事奉、生活』上皆能進步。

3. 9/11 崇拜後進行開學大掃除，學生

們一同維護學院的學習環境。

4. 9/18 學院崇拜邀請福音證主協會宣

教部主任 陳鐳牧師來分享，八十多

歲仍在服事，激勵師生同工們服事

的心。

5.  將於 11/8 在中華福音神學院新校區

舉行院校聯誼，將有七所神學院彼

此交流。

行政處

4. 教牧博士科冬季班將開兩門課：

1/6-10「基督教靈修與牧會實踐」

由王欣老師授課。1/13-17「婚姻

輔導與家庭協談」由林國亮牧師授

課。

5. 明年春季學期碩士科開始招生，

報名截止日為 1/7，入學考日期為

1/14-15。歡迎大專以上有心受裝備

的弟兄姊妹來報考。春季學期 2/17

開始上課。

6. 紐西蘭教育中心：碩士科 10/7-19

「福音書與使徒行傳」，及「教牧

學概論」（2 學分）與教牧博士科

「有果效的教牧領導」由蘇文隆牧

師授課。

7. 澳洲教育中心：碩士科 10/28-11/9

「個人佈道」由劉富理牧師授課，

「尼希米記」由王仁美老師授課。

8. 日本教育中心：碩士科 11/18-30「教

會歷史」（3 學分）由林淑清老師

授課。

學務處
1. 2019年秋新生訓練於9/5順利舉行，

有 22 位新生參加。

院長室及拓展處
1. 感謝神！ 10/26「第三屆 ABC 基督

徒教育大會」在台灣正道福音神學

院順利舉行，共有 20 位牧者老師主

講各類專題，當天有 150多位牧者、

弟兄姊妹與會。

2. 11/15 台中感恩餐會（潮港城國際

美食館），11/16 高雄感恩餐會（富

苑經典會館），歡迎參與並支持神

學教育發展。

3. 11/18 第一屆南台灣正道卓越教牧

論壇在高雄富苑經典會館舉行，廣

邀南區牧長與教牧同工一起成長茁

壯。

4. 11/20 慶祝創校 12 週年音樂感恩餐

會將在台灣正道福音神學院舉行，

歡迎牧者與熱情支持學院的夥伴們

一同參與，共沐主恩。

5. 歡迎加入「正道之友」：一般夥伴

（一月一千奉獻），「正道長老」

（一月一萬奉獻），「國度企業夥

伴」（一年利潤 10% 奉獻），願神

紀念每一位愛心奉獻者。

6. 感謝神！ 10 月份陳院長在台中教

育中心教「讀經法」，共有 27 位

弟兄姊妹上課。

教務處
1. 台灣本地碩士科秋季學期招生錄取

28 位學生及 2 位試讀生。秋季學期

9/9 開始上課。

2. 台灣地區（新莊及高雄）秋季學期

碩士課程共有 88 位學生修學分（其

中 2 位試讀生），另外有 9 位旁聽

生及 8 位信徒培育生。

3. 秋季學期新莊校區白天碩士科共開

14 門課，南區 6 門課；晚上職碩科

3 門課。新莊校區寒假密集課將開

3 門課。

7

奉獻方式
匯款銀行：合作金庫銀行 （新莊分行）
戶　　名：財團法人基督教正道福音神學中心 
帳　　號：0490-8710-00333
歡迎您一起來為神學教育盡一份心力

 財務報告  
  單位：新台幣 (元 )

2019 年目標 截至 11 月
30 日止 百分比

發
展
基
金

師資培育基金 200 萬 $0 0.0%

長程拓展基金 300 萬 $0 0.0%

經常費	 2,200 萬 1,625 萬 73.9%

全年需要尚有不足 575 萬 　 26.1%

								徵				才

學院正招募新舊約系統

神學老師。有意者，歡

迎洽詢行政處朱處長。

amychu@les.edu，	

02-2902-3561 轉 15

購置南區教育中心

購入款 $	11,200,000

設備款 $	400,000

已收奉獻 $	8,180,000	

尚有不足 $	3,020,000	

單位:新台幣(元)

若是您想改「電子院訊」或
更改院訊收件份數，敬請通知

拓展處 02-2902-3561#12 advancement-tw@les.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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