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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刊於《職報》2006年12月至2008年2月。

宗教改革對於21世紀的香港人來說，是陌生的。若非因今
年2017年，正好是宗教改革的500週年，相信香港基督教
界也不會那麼關注500年前在德國的一次改革運動，更不
會舉辦那麼多相關的活動。但是，香港是一個講潮流的社
會，恐怕2017年過後，我們很快就淡忘宗教改革及其對
後世的影響，更不再談論宗教改革對我們的意義。年前應
HKPES的邀請，帶領一班弟兄姊妹到德國作宗教改革史地
考察，反思信仰和職場神學。在2017年快要結束的當下，
想同大家思考一下，宗教改革與職業改革。

說到「職業」我們會有不同範疇的解說。它包括一般的工
作，更具體的可以是一種專責，甚至是有專長的工作，通
常與某生的報酬掛鈎，甚至與名譽地位有關。然而，這並
非德國16世紀的概念。不單是在德國，甚至是在整個歐洲
的中世紀，基本上只有兩個概念－「工作」和「天職」；
拉丁文是labor和vocatio；而德文是arbeit和beruf。「工
作」是為了日常生活所需而作的必要勞動；「天職」是
一個套用在神職人員和修士身上的宗教用語，指從上帝
領受的一種與世俗不同的專責或任務。改革家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1483-1546）卻對此提出了一個改革性
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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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認為不單是神父和修
士 ， 而 是 所 有 人 都 有 天
職。就是上帝賦予了每一
個人一定的專責和任務，
只要他們都按上帝的心意
行，不論是在哪一個崗位
上 工 作 ， 他 都 在 履 行 和
實現天職。他在1521年

的《論修道的誓願》中反對修道在聖召中有特別的地位，提
出不應把聖召視作蒙召從世界中走出來，攀上更高的地位。
他認為聖召是接受上帝的召命，到上帝所安排的崗位從事自
己的工作。他這一主張在信念上突破了中世紀聖俗二分的教
義；在生活上提升了一般信徒的社會地位。在路德的「天職
觀」的背後有一個很重要的神學概念：「聖召」。意思是，
「天職」必須以「聖召」為先決條件。那麼，有神父和修士
的身份也不一定有相應的天職。因為，假如在這些崗位上的
人沒有意識到自己蒙上帝呼召去承擔這崗位的責任，或沒有
在這崗位實現上帝給他的聖召，那就完全談不上甚麼天職
了。

說到這裏，我們注意到有另一個概念：「崗位」。「崗位」
對於我們討論職業改革有重大意義。在中世紀的歐洲，人們
普遍接受工作或職業是一種宿命，正如一個人出生於農民家
庭，他的工作就是作農耕，他的身份就是農民，而崗位就是
持守農民身份，履行農民的工作。這宿命信念甚至發展成一
種社會制度，那麼就構成了「轉行」的困難。路德的爸爸是
一個例外。他雖出身於農民家庭，卻轉行當了礦工，後來更
成為了礦主和鑄造廠的東主。可能因為有這樣的家庭背景，
路德沒有把這種制度理解為上帝所定的每一個人的命運。即
崗位可因應聖召而轉變。縱使如此，他相信崗位不是我們可
以隨意決定的。他引用林前七20：「各人蒙召的時候是甚麼
身分，仍要守住這身分」指出，創造主出於自己的心意把我
們放在特定的崗位，要我們履行特定的聖召，就是以執行屬
世的職務榮耀上帝和
服 事 他 人 。 因 此 之
故，崗位是沒有尊卑
或等級之分的。

任 何 重 要 的 歷 史 事
件 都 不 可 能 是 一 個
人 的 功 勞 ， 宗 教
改革也不例外。1868年在德國的沃木斯（Worms）豎立
了全球最大的宗教改革紀念像群。藝術家里敕爾（Ernst 
Rietschel, 1804 -1861）的構思正要表達，宗教改革之成功
是透過上帝所召喚的僕人，為聖道，為褔音堅守崗位，使教
會重回正軌。他雖然把路德的雕像放置中心，卻在路德之
下放置四個改革的先驅，包括法國的瓦勒度（Pierre Valdo, 
1140? -1217?），英國的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 1320? -
1384），捷克的胡斯（John Hus, 1369-1415）和義大利的
薩佛納羅拉（Hieronymus Savonarola, 1452 -1498）。他
們都為歐洲的宗教改革建立了基礎。

在路德的改革同工中，里敕爾選擇了在政治和經濟上全力
支持路德的選侯智者腓德力（Elector Friedrich der Weise, 
1463 -1525）和勇者腓力（Philipp der Großmütige, 1504 -

1567），並擺放在前排；而後排的是德國人文主義哲
學家羅伊希林（Johannes Reuchlin, 1455 -1522）和
路德的親密戰友墨蘭頓（Philipp Melanchthon, 1497-
1560），以表達改革的主要助力之來源。當然，還有很
多值得注意的改革者，他們忠於聖召，在不同的崗位
上對抗違背褔音的宗教和政治力量，如音樂家華爾特
（Johann Walter, 1496-1570），他透過聖詩的創作，詩
集的出版和詩班訓練傳播福音信仰；畫家克拉納（Lucas 
Cranach, 1472 -1553）則以畫筆和活版印刷推動改革。
沒有這些堅守崗位的改革者如此全面的配合和努力，恐
怕宗教改革難以成功。

宗教改革成功的一個必要關鍵是一個新的「天職觀」。
改革者所從事的不是一般的工作，所委身的更不是為謀
生，而是在自己的崗位上實踐聖召。路德雖然曾經拒絕
他的修會牧長施道比次（Johann von Staupitz, 1465 -
1524）的推薦攻讀神學博士，然而，他沒有違背領受
博士學位時的誓言：「竭盡所能維護福音真理」。作為
牧者和聖經神學教授，他就是要忠於聖經和對基督的信
仰，牧養信徒和教導學生，這都是他改革教會的起因。
因此，路德在1519年7月的萊比錫辯論（The Leipzig 
Disputation）中，回答來自因哥爾斯塔特（Ingolstadt）
的神學教授埃克（Johannes Eck, 1486 -1543）時說：
「我是一國基督徒神學家，我不單有義務要說明真理，
我也要以血和生命維護真理」。

香港是一個非常商業化的社會，奉行的是極端的資本主
義。不工作便不能活；不但錢不多的一般人感到有很大
的工作壓力，就是富裕人，不曉得為甚麼也自覺承擔
著很大的工作壓力。換言之，這已經成為香港的主流文
化。要改革嗎？諷刺的回答是：better not，改革實在太
難了。因為在商業社會改革就是企業重組，結果可能是
減薪，調職，工作量加增，甚至失業。那麼還說甚麼天
職？就是一般人所追求的所謂事業都可能只是夢想。然
而作為基督徒，我們不甘心。

宗教改革所面對的困難和危險不比我們所面對的更大
嗎？我們不甘心，因為我們沒有忘記「我們活著不是單
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裏所出的話」。面對香港的民生
和政治等問題，我們可以說let it be嗎？還是在自己的
崗位上注入聖召元素，把職業改革為天職呢？假如路德
沒有錯，不論我們曾否有聖召的特別經歷，上帝都已經
把我們放在一特定的崗位上，所欠的只是要認識上帝要
我如何在這崗位上踐行祂的旨意，達成相應的任務。那
麼，當我們從宗教改革的神學和經驗探討職業改革的可
能時，就要先把聖召與崗位和天職緊密連合，這樣，我
們就會發現職業改革的普及性和獨特性兩個層面。普及
性是，無論在甚麼崗位，我們都忠於上帝的召命，行公
義，好憐憫，天天背起十字架跟從主。獨特性是在既定
的崗位上發揮應有的功能，榮神益人。而獨特性的功能
應以普及性的目標和原則為基礎。很多人對自己的工作
不感興趣，沒有意義，得不到喜樂，無法定位和定向。
然而，對基督徒來說，當工作的終極目的不是為謀生，
而是聽從上帝的聖召實現上帝國時，工作便成為天職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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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是今年5月HKPES和悠越基業合辦「紛亂日
子中的澄明」靜修營的延續。香港的職場信徒近年面對
各種不能避免的經濟和市場轉變，心中不免感到紛亂和
無奈，在這樣的日子中，我們更需要一顆在靜中澄明的
心，專心記念造我們的主。

在靜修營中，我們以聖言為經，靜禱為緯，讓我們藉聖
言感悟上主在當下、隨時的引領，亦藉經驗靜禱學習靜
止、覺醒、記念，讓在市井生活中的我們經驗內裡澄
明。而本文，正是協助在困頓中的職場信徒，介紹如何
經驗靜禱，重新聚焦於上主身上。

靜禱中的靜，是指靜下來；在無言無語、靜默無聲中的
「靜」和「止」。我們透過讓自己靜下來的這個過程，
把內心的專注從自身之外收斂回來，讓自己在騷擾和煩
囂中暫時退出。「止」就是停止，停止自身的活動，甚
至是思維活動，換句話說，思維暫時也無言無語。盼望
能藉「靜止」預備自己來經驗內在的片刻靜、定、清、
明。

在這個「靜」和「止」的另類空間，我們有機會醒覺自
己是屬於神，可以與祂相遇、相交、相愛；過程中無言
無語，也不追尋感受。每次靜下來都是一次的相遇，相
遇時雖不一定有親密感覺，但我們卻可以「享受」，享
受有這次相遇是恩典，也是屬神的我們的權利；享受欣
賞自己特意騰出時間和空間。若當刻意識清明，也能
清心地片刻意識與主共在的事實。這可是「靜禱」的禱
吧！祈禱就是相遇，與主共在。（能意識清明也是恩典）

看來是表面簡單的靜和止，卻在過程中要經歷很多騷動
甚至乎是幾場戰役。要跟自己日常作息時間競爭（尤其
身處職埸的），爭取適當時間、空間，坐下來，較好計
時器，嘗試入靜。入靜過程中，戰場正發生在自身的腦
海中，隨時要與那年終無休的思緒激戰，爭取靜止的片
刻空間。有不多的時候，計時器響了，激戰也未有完結
過。有趣的是，每當意識自己正在戰役中時，當下就能
可不太費力的從戰鬥中退出來，像清風吹拂，一陣清新
清明，那時只會對自己微笑一下，笑自己仍是真真實實
的一個人。笑自己意欲親近神，卻因這些騷擾招至失望
而回。雖然失望，回味著自己坐下來，撥好計時器的
那一刻、那片刻簡短、簡單、單純願意的心，微笑地

享受著這份願意，也同時期待著「下一次再嚟過！」
（“Always we begin again.......”，St Benedict ）。

其實藉靜禱我要得著的是甚麼呢？當今資本主義不斷引
導塑造我們，職場規則就是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要
考慮回報，考慮結果，用「得著甚麼」來判斷所做的那
一件事的價值，意思是投資時間去靜，所得著的回報會
是甚麼呢？試用「回報」這方向來鼓勵自己或別人來操
練靜禱，用結果、果效來衡量靜禱的價值，這肯定不會
有好結果。

很多的時候當我們靜下來，身體和其他表徵都像在靜止
的狀態，內在情況卻可能像十號風球或世界大戰一樣。
坐下來這靜止的經驗，有時就像虛無縹緲的虛渡時間，
有時卻洋溢著感恩之情、共融的歡愉、安歇的清新暢
快。會有怎麼樣的結果，完全不在我們預計或掌控範圍
之中。就好像每一次靜下來，就是進入一個「未知」、
一個「不可能知」的空間。每一次投資時間靜下來，其
回報就是不可預知的，甚至乎我不能作些甚麼，讓我所
期望的好回報，使其出現的可能性可高些。

從另一方較正面的方向說，每一次靜下來的經驗，其結
果都有可能是意想不到的驚喜，更有可能是新或深的發
現，發現更多的「你自己這個人」，發現你所信的是
「甚麼」、所信的是「誰」。所以每一次靜下來，都不
會也不可能是常規的例行公事，因為我們不能作些甚
麼，來達到預期的效果。然而，每一次操練靜禱都會懷
著一份期待，期待著驚喜，期待著發現。

其實靜禱中的不知和不可知，對操練靜禱的人可說是一
種釋懷，他不用介懷自己當下無論心靈身體是怎樣的狀
況，也不用介懷要跟著甚麼程序，更不用介懷結果會是
怎樣。操練靜禱的人只需預備兩樣東西─對過程持開放
態度，和一顆願意的心。

譚瑞麒博士  悠越基業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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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的是，耶穌說「賣衣服買刀」並非是要門徒「起革
命」，而是提醒門徒，未來會遇到艱難的日子，他們或有
需要保護自己。而且，耶穌亦向門徒清楚指出，他自己將
被列在罪犯之中，可想而知，門徒將會由順境轉入逆境，
耶穌為此告訴他們要作好準備。

耶穌為彼得禱告
• 耶穌告訴彼得，「撒但想要得著你們，好篩你們像篩

麥子一樣。」然後又說，「但我已經為你祈求，叫你
不至於失了信心。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
這反映出耶穌要彼得明白，和撒但爭戰是不能靠自己
的勇氣和能力的，而是要依靠上主。

•  但彼得應該如何依靠上主呢？耶穌指出，依靠上主甚
至不能由彼得自己禱告，所以耶穌告訴彼得，耶穌自

由篩麥子到帶刀子
• 耶穌用篩麥子來形容撒但對門徒的攻擊，我們可以理

解為撒但的能力是有限制的，充其量只會好像農夫篩
麥子那樣，因此我們不用太害怕撒但的攻擊。對當時
的門徒來說，耶穌的意思是要預備撒但的破壞，但不
必為此絕望，而且，耶穌早已為彼得禱告，保守彼
得，令彼得回轉後，可以堅固其他的門徒。

•  耶穌又提到沒有刀的，如今要賣衣服買刀。意思是要
門徒明白，他們面對的環境將要逆轉─ 在從前，他
們傳耶穌的道時，不用帶錢囊、不用帶口袋、沒有鞋
子（見路9:1-6和路10:1-12）；在那時，他們受民眾
接受，所以傳道時一無所缺。但耶穌在這個晚上告訴
他們，在不久的將來，他們的處境會變得困難，因此
要帶錢和口袋，而沒有刀的，要賣衣服買刀。

前言：關於今年的聖經默想

祈禱和抉擇可說是信徒最常做的信仰行為，在平順的生活中，我們祈禱感謝上主的賜予和保守；在遇到困難
時，我們祈禱懇求上主幫助和帶領。然而，不少時候，現實的經驗似乎告訴我們，祈禱不祈禱並不改變事情的
發展，然而在面臨重大抉擇前，我們卻發現只有禱告能令我們坦然面對不可知的未來……

這四次的聖經默想，楊醫以禱告與抉擇為主題，與我們一起交流、尋索。

楊醫聖經默想 
  ─禱告與抉擇（四）

道在井旁

聖經詮釋：楊錫鏘牧師    
內容整理：黄讚雄

路22: 31 
主又說：「西門！西門！撒但想要得著你們，好篩你們像篩麥子一樣； 32 但我已經為你祈求，叫你不至於
失了信心。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 33 彼得說：「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監，同你受死，也是甘
心！」 34 耶穌說：「彼得，我告訴你，今日雞還沒有叫，你要三次說不認得我。」 35 耶穌又對他們說：「我
差你們出去的時候，沒有錢囊，沒有口袋，沒有鞋，你們缺少甚麼沒有？」他們說：「沒有。」 36 耶穌說：
「但如今有錢囊的可以帶著，有口袋的也可以帶著，沒有刀的要賣衣服買刀。 37 我告訴你們，經上寫著說：
『他被列在罪犯之中。』這話必應驗在我身上；因為那關係我的事必然成就。」 38 他們說：「主啊，請看！
這裡有兩把刀。」耶穌說：「夠了。」 39 耶穌出來，照常往橄欖山去，門徒也跟隨他。 40 到了那地方，就對
他們說：「你們要禱告，免得入了迷惑。」 41於是離開他們約有扔一塊石頭那麼遠，跪下禱告， 42 說：「父
啊！你若願意，就把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43 有一位天使從天上顯
現，加添他的力量。 44 耶穌極其傷痛，禱告更加懇切，汗珠如大血點滴在地上。 45 禱告完了，就起來，到門
徒那裡，見他們因為憂愁都睡著了， 46 就對他們說：「你們為甚麼睡覺呢？起來禱告，免得入了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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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早已為他禱告，保守他，「叫你不至於失了信心。
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

•  由此可見，我們根本不懂得如何依靠神，亦不懂得如
何禱告。因此，是聖靈為我們禱告。對於彼得，是耶
穌為他禱告，有了耶穌為他而作的禱告，彼得雖然仍
會跌倒，但他會重新站起來，之後更會得到由上主而
來的召命，去堅固自己的弟兄。

•  對於耶穌為彼得禱告，我們看見一件事，就是人根本
不能靠自己的能力，甚至不能靠自己的決心。耶穌剛
告訴彼得已經為他禱告，彼得就立即回答說：「主
啊，我就是同你下監，同你受死，也是甘心！」 彼
得的說話反映出他仍未明白耶穌的意思，以為自己
有勇氣和能力去面對即將發生的危難。對於彼得這種
充滿自信卻是無知的說話，耶穌於是直接地對他說：
「彼得，我告訴你，今日雞還沒有叫，你要三次說不
認得我。」

•  耶穌這話的意思十分清楚，就是要彼得明白，就算彼
得不怕死，他亦不能依靠自己成事。這是因為彼得以
為自己甚麼也不怕，甚至準備為耶穌一同下監、一同
受死，因此便不會失敗。耶穌卻告訴他，無論他有多
大的膽量、有甚麼的準備，但幾小時後，彼得就會被
迫三次不認耶穌。亦正因如此，耶穌已為他禱告，並
呼召他在回頭後，要堅固眾弟兄。

•  彼得的自恃，令他以為自己很可靠，但是，正正是他
的自恃，令他看不見自己的弱點。

•  其實，耶穌對彼得說這句話，反映出耶穌很關心彼
得。耶穌要彼得明白，有些事情並非憑彼得自己的勇
氣可以應付的，但亦不用擔心，因耶穌早已為他禱
告，保守他。

•  我們亦可想一想，今天世界上很多事物都好像已經失
控，人們無論有多大的勇氣和意志，都不能作甚麼，
這情況令人感到很失望和無奈。其實，神正正要以此
告訴我們，人的力量十分有限，根本不能作甚麼事。
至終，我們都要依靠基督為我們向神禱告。

•  另外，我們亦看到一件事，就是基督為彼得禱告，並
不是為了除去彼得的軟弱，令他不會跌倒。也不是令
他不用面對困難，使他不用否認基督。而是讓他在事
後有力量回轉過來，並隨之可以堅固眾弟兄。

•  有了基督的代禱，我們就可以放心。原因並不是禱告
令我們可以堅強，能憑自己做甚麼事，而是可以有能
力回轉，繼續為主作工。

「你們要禱告，免得入了迷惑。」
• 耶穌在自己開始禱告前，先吩咐門徒：「你們要禱

告，免得入了迷惑。」這話可說是語帶相關。在這個
逾越節的晚上，耶穌面臨十架苦難前夕，令他感到十
分困難，因此要向上主禱告，免得自己入了迷惑。與

此同時，耶穌亦吩咐門徒要禱告，以免被迷惑，並準
備好應付快將到來的苦難。

•  由此可見，禱告並不是求神移去我們的困難，也不是
求神取去我們的軟弱和懼怕，而是令我們不要入了迷
惑，叫我們有力去面對自己的困境。

•  其實耶穌當晚之所以留在園中，是為了等猶大帶人來
捉拿他。因此，對耶穌來說，要堅持等下去是件十分
困難的事，他之所以要禱告，就是向上主訴說自己的
情況和軟弱，他亦吩咐門徒禱告，以免入了迷惑。

耶穌極其傷痛，禱告更加懇切，汗珠如大
血點滴在地上。禱告完了，就起來，到門
徒那裡，見他們因為憂愁都睡著了。
• 我們很多時會以為，當我們祈禱後，神就會聽禱告，

把我們的困難取去。在耶穌這個晚上的祈禱中，我們
會發現，雖然耶穌極其傷痛，禱告十分懇切，甚至汗
珠如大血點滴在地上，但神並沒有改變客觀環境上的
困難（猶大依然帶人捉耶穌），甚麼事都好像沒有發
生，而耶穌仍然感到難過和傷痛。

•  其實，耶穌在處境上不但沒有改變，他禱告完了後，
更看見一個令他灰心的景象，就是他的門徒並沒有聽
從他的話─專心禱告，以免入了迷惑，反而，他們
都因為憂愁而睡著了。

•  很多時候，我們以為可以利用祈禱，求神把困難取
去，把環境改變，甚至叫我們不用付代價，但耶穌的
禱告並沒有帶來這樣的效果。他感到困難和傷痛，因
此不斷懇切禱告，然而神並沒有改變耶穌的處境，甚
至可以說，連他最愛的門徒都睡著了，沒有與他一同
禱告。

•  然而，耶穌透過禱告，從父神那兒得著能力，令他在
極度困難的情況下堅持下去，等到猶大的人來到，並
且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

•  因此，祈禱並非叫神要按我們的意思作事，而是在禱
告中，我們能夠調較自己的心思，得著從神來的智慧
和力量，可以按神的心意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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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於井內

年青人難以上流討論經年，卻出路欠奉。中學文憑試放
榜、大學畢業，暑假後，一批新鮮人湧現，投進職場。
據政府統計處發表的《就業及空缺按季統計報告》，
2016年底的職位空缺數目為75,960，整體失業率為3.4，
但15至19歲和20至24歲青年失業率，卻分別達15.1%和
7.8%。

區聯會青少年部有見香港獨特的職場生態，遂與香港專
業人才服務機構（HKPES）合作，於本年起舉辦一系列
對談講座，期望與眾年青人在種種挑戰中，在信仰裡重
構盼望。本文主要取材自「人生我主場」首兩場講員的
分析見解［註］。

 
有資深人事顧問指出，不少年青人滿有理想，根本不想
hea，他們看似hea住食、hea住返學、hea住返工，不一
定因為懶，還有多種可能：怕（不知怎麼辦）、縮（不
想承擔）、抵賴（都是誰和誰的錯）、「精」（何必浪
費hea的機會？），亦往往因為面對無奈又不能逆轉的職
場生態，只得放下期望，尋找片刻快樂，不用大腦，開
開心心hea一天。

一位初入職的大學畢業生被上司吩咐去買熱奶茶，三時
出去，四時半才回來，奶茶已凍，倒瀉一半。大學生當
辦公室助理，自感大材小用，所以不情不願不甘心。他
大概不知道，藝人金城武在音樂人工作室當助理時，甚
麼都要做，除了買飯盒，還要替上司背吉他，甚至洗廁
所。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的兒子曾雕龍，九十年代加入
紐約四季酒店實習時由低做起，抹桌洗碗是平常。

「屈就」、「懷才不遇」的心態，是成功的障礙，直至
我們不再介意從事看似卑微的工作。曾有人問司徒永富
為甚麼賣涼茶，他坦言因為不想破產，只好接受當時唯
一聘請他的公司，對方看出他不情不願hea住做，隨即
說：若你不喜歡你的工作，怎樣做也不會成功。

Hea不是原罪，誰不喜歡悠悠閒？若可hea得積極，懂得
採取主動有所表現，就是投資青春。如何積極呢？宏觀
可了解行業發展，認識其中的人事脈絡；細微如了解上
司的處事習慣。被同事稱作「阿豬媽」的文員陳小姐，
就因觀察到大老闆上午愛喝檸茶，下午喝咖啡，在芸芸
工作能力相差無幾的對手中，獲升為秘書。相反，若只
是經常找借口無所事事，消極地hea，光抱怨工作無聊低
級，就是虛耗青春。

此外，職場並非武林，可以單打獨鬥，實況卻有如戰
壕，需要戰友的愛和幫助，所以，職場新鮮人必須想

註：「人生我主場」職場對談講座系列（一）：伊甸園外的生與死：「不想hea，但又可以點？」，講員：胡志麟先生（資深人事管理顧問）、司徒永富博士（HKPES主席；上市公司總經理、執
行董事），回應講員：鄧頌翹傳道（北角堂）；（二）：「我都好想講工作見證！（但我毫無成就）」，講員：鄧諾文先生（數碼營銷策劃講師；公司執行董事；媒體教育課程總監）、司徒永
富博士，回應講員：黃堅牧師（天頌堂）。

文章轉載自《宣訊》第《宣訊》第 211期（2017年7月），版權屬宣道會香港區聯宣道會，蒙允准使用

人生我主場轉─Hea到成功
想：我有幾打得？我的學歷在職場上可打滾多久？足以
幫助他人嗎？比我們優勝的人多的是，別人為何要伸出
援手甚至提供機會？要是既不打得，又對人冷漠，hea得
連打招呼說聲「早晨」也欠奉，就難怪出了事沒有人幫
忙了。

從事職場培訓的導師建議年青人，利用hea和埋怨工作無
聊的時間學習愛人，關心人，不啃老，只花自己賺到的
金錢，就不會輕易轉工。以別人喜歡的方法令人快樂，
讓同事看見你已開心，人緣佳，那就無往而不利了。

有CEO寄語年青人，倘若真的不想hea，還得抗衡現今社
會的錯誤價值觀：一心多用（multitasking），因為多項
研究發現，一心多用只會降低工作效率和準確性。

轉化hea，是離開無奈的第一步，就是不介意甚至嘗試喜
歡眼前的工作，專心去做，並透過現有崗位建立良好的
人際網。

 
人人對成功、成就有不同定義，有人認為擁有財富健康
買樓結婚是成功，調查則發現，時下年青人認為「成功
靠父幹」，富二代就是成功，亦有人認定攀登世界高
峰，獲傳媒鋪天蓋地作英雄式報導是成功。

社會訊息混亂，令人誤會自我感覺良好便是成功。其
實，成功是帶來看見，像記者以專業知識揭露第三世界
的悲慘景況，進而為他人帶來改變和好處。喬布斯曾被
董事局迫令離開他一手創辦的蘋果公司，斧底抽薪下，
他重新檢視自己的設計，想到曾在大學旁聽半年極吸引
他的書法美術，因而得到啟發，應用在手機上，成功構
思出優雅的設計，帶來業界重大的看見與改變。

司徒永富回望在職場起起跌跌的日子，發現每次不堪的
經歷，成就了今日的他。在每件小事看到神的心意，看
到挫折的意義，肯定神不離不棄。基督徒面對困頓時，
若能在信仰中找到新視野，將有更大的看見和改變。

正如繪本《你很特別》，戳破富裕、才能等成功標籤，
那怕你自以為貌不揚人，父蔭才幹都有限，最重要卻是
看見創造者，看到祂的評價：「你是我所創造，你就是
你，你很特別，我很在乎你。」

找回自己，以上帝的眼光看生命，洞悉人生不只是工
作，生命並不悲觀。這份看見，不僅是另類成功，更是
真正的成功，能使人有信心超越大環境的限制，製造可
能。

宣道會香港區聯會編輯室

不想hea，可以點？

離開hea，邁向成功



大隱於市 財政報告

收入 (HK$) 
奉獻 ： 163,717.00               
職場培訓 ： 29,189.95              
其他 ： 40,962.41               
  233,869.36                 
支出 (HK$) 
同工薪酬及福利 ： 155,647.60                
行政費用 ： 76,775.54                
事工拓展 ： 10,118.80               
職場培訓 ： 9,897.30               
  252,439.24              
不敷  (HK$18,569.88)
2017~2018年度累積不敷* ：(HK$56,735.57)  

2017年9月~10月收支報告

* 此數目未經核數師核對

歡迎登入 www.hkpes.com
以網上信用咭奉獻方式支持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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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精華

在未在的一年，我們會與職場肢體一同思想信徒在
「他廟」的處境中，如何在神面前有智慧和信心，面
對現實和信仰的張力，見證基督信仰。我們特別求主
賜下恩典，保守我們的腳步，以謙卑和順服的心，在
職場作主的門徒。

我們計劃在2018年中為自由工作者、Slash(斜槓
人)、一人公司老闆、和在職信徒擧辦台灣交流之
旅，探訪當地在職信徒、神學工作者、信徒領袖，在
主裏彼此學習。求主保守有關籌劃工作，預備弟兄姊
妹的心。

在未來數月，HKPES會與和諧頻道合作，推出特為
在職信徒而設的靈修節目。這是我們的新嘗試，盼望
上主祝福有關安排，讓在職信徒得到造就。 

職場信徒在困局中，總會覺得無奈或甚至無望，然而
神的出路卻往往「估佢唔到」，令人有橫空而出的感
覺。信仰，其實本應如此—我們知識上知道神是拯
救，經歷拯救就是一個覺醒的歷程。

在困局中的覺醒聚會系列中（今年8月至12月），
HKPES與悠越基業以職場查經+靈性導引的安排，和
參加的弟兄姊妹一同學習聖經、經驗覺醒。

在每次的靈性導引小組中，我們都擺設三件物件來陪
伴我們探索靈性生命的旅程。三件物件也讓我們記念
生命、神的同在和上主自己，就在學習聖經和操練靈
修的過程中，我們各人都重新回到主的恩典中，與
相遇。

職場查經+靈修導引－困局中的覺醒



HKPES的行政費用全賴信徒及教會的奉獻，若你認同我們的事工，並有
感動支持我們，請化作禱告及奉獻，奉獻可用劃線支票，抬頭請寫 Hong 
Kong Professional & Educational Services Ltd.或「香港專業人才服務機構
有限公司」；或可直接存入恆生銀行存款戶口295-7-054311，並將存款收
據寄回，以便發出正式收據；或以銀行自動轉賬，表格可於網頁下載。奉
獻滿港幣100元或以上，可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認可慈善免稅捐款。

同行有你

地址：香港九龍尖沙咀彌敦道27-33號
 良士大廈8樓A室
電話：2314 3331
傳真：2314 8896
網址：www.hkpes.com
電郵：admin@hkpes.com

董事會成員：
司徒永富博士、錢秉毅醫生、鄧有信先生、
袁海柏先生、吳倬文先生、吳澤偉先生、鄧諾文先生

機構隊工：
梁淑儀小姐、鄧禮民先生、
黃讚雄先生、陳謝麗婷女士

職報乃季刊，免費贈閱，歡迎致電本機構或上網登記訂閱。

職場內外靈性深度踐行

晚間聚會地點： HKPES會議室

退省日營地點： 待定

費用： HK$1,800（包括日營及《靈命操練禮讚》乙本）

傅士德（Richard J. Foster）所寫的《靈命操練禮讚》（Celebration 
of Discipline），內容經四十年而毫不褪色，仍對當今信徒發出生命的
邀請 ── 一個以上主為中心的呼喚。以細味此書為基，配以實踐操
練，重尋信仰寶貴的遺產，不管職場內外，活出不分割的靈性生命

Part 1
晚間聚會：2018年1月12日、26日（星期五 晚上7:00-9:00）
退省日營：2018年2月3日（星期六 早上10:00-下午4:30）

Part 2
晚間聚會：2018年2月23、3月9日（星期五 晚上7:00-9:00）
退省日營：2018年3月24日（星期六 早上10:00-下午4:30）
Part 3
晚間聚會：2018年4月12、26日（星期四 晚上7:00-9:00）
退省日營：2018年5月5日（星期六 早上10:00-下午4:30）

報名及詳情：請瀏覽 www.hkpes.com
查詢：2314 3331

2018楊醫聖經默想─他神的廟、我主的國
職場上，市場主導是鐵律，在這鐵律中，重中之重是配合客戶 / 上
司的要求，而這種「以客為神」的「他廟」原則，對職場信徒而
言，正正就是張力所在。楊醫會以「他神的廟、我主的國」為題，
和我們一同默想上主的說話。

主領： 楊錫鏘牧師（中國神學研究院聖經科訪問教授）

日期： 2018年2月10日、3月3日及3月24日（周六）

時間： 早上10:00至中午12:00

地點：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泉福堂（九龍彌敦道233號佐敦薈8樓）

費用： 免費（歡迎奉獻支持）

職場解決~234：與HR有個約會
HR點揀人？
上頭要開刀，HR會點做？......
我哋請來一位人事管理方面有非常豐富經驗，來一場即場對談，
你肯問，佢一定答，除非答唔到。

日期： 2018年2月10日、3月3日及4月21日（星期六 ）

時間： 下午2:00-3:30

地點： 待定

費用： 免費（歡迎奉獻支持）

反轉人工智能 Master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MAI）

繼2017年「初創工程2.0」，為配合互聯網的發

展，2018年將會推出一連串的Power Talks。我

們請來不同界別的人士到場分享，讓你在極速的

互聯網時代掌握端倪，預視工作未來的發展。

活動預告

台灣職場交流與整合之旅

對象：自由工作者、Slash（斜槓人）、

一人公司老闆，亦歡迎其他在職信徒參與

日期：2018年6月7日至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