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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 我們期望每位基督徒在職場

上能回應神的召命，以聖經的智
慧、原則、價值觀行事待人，服事
社群，影響文化，彰顯基督。

職場拾穗
袁海柏

生命的

「天國好像寶貝藏在地裏，人遇
見了，就把它藏起來，歡歡喜喜地去
變賣一切所有的，買這塊地。天國又
好像買賣人尋找好珠子，遇見一顆重
價的珠子，就去變賣他一切所有的，
買了這顆珠子。」(太十三44-46)

HKPES執行董事

耶穌在馬太福音十三章44-46節講了兩

個有關天國的比喻，這兩個比喻給予我們
很大的提醒，尤其是當今天人們經歷過金融海嘯後，我們更能明
白當中人生三個重要課題：「機會與行動」、「價值與價格」和
「風險與回報」。

機會與行動
機會包括兩個元素，一是面前要作的抉擇，另外是時機。就
以投資股票為例，選擇一隻優質股票不難，但能把握時機買入和
賣出則完全不易。我們的人生亦一樣，常會出現不同的機會和面
對抉擇，這些抉擇有容易的，有困難的，有些是會帶來短暫歡
愉，有些卻會對我們有深遠影響。有些機會是我們刻意去尋找，
就好像比喻中的珠寶商人，四處尋找珍貴的珍珠。不過，有時機
會好像是從天而降，當我們從沒想過時它卻出現在眼前，就好
像第一個比喻在地上發現寶藏的人一樣。但無論你是無意中遇上
機會，或是刻意尋找後尋見，機會卻不會等候人，我們要把握時
機作出抉擇的行動。兩個比喻中的主角都有把握時機作出抉擇，
甚至於將家財變賣，作出投資決定。在一些投資中，有時我們遲
了作出決定，或甚至錯失了機會，都可能只帶給我們金錢上的損
失，這些在日後或許還有機會多賺一些來彌補。不過在職場上，
當我們面對有關倫理或人情的抉擇時，有時錯過了機會或沒有行
動，日後是無法補救的，甚至會使我們抱憾終生。因此，有時抉
擇縱使如何困難，都會是一些好機會讓我們生命更趨成熟。

價值與價格
我們有時會將價值（value）和價格（price）混淆。人稱
「股神」的巴菲特（Warren Buffett）說：「Price is what you
pay. Value is what you get.」。價格是你付出的（或是別人付給
你的），價值則是你所擁有的（或是你自己所認知的）；價格是
現在式（present），價值是著眼於未來（future）的成長，或是
價值是主觀的，價格是客觀的（市場決定的）。所以股神常提醒

價值投資

人投資股票時，不要因為那公司的股票的市場價格，而是那公司
的實際價值。在耶穌第一個比喻中，那個人付出的是那塊地的價
格，但他知道那塊地所藏有的秘密，所以他認為他得到的價值比
他付出的為高。在第二個比喻中，賣出那顆珍珠的應該亦是珠寶
商人，看來這交易很正常，所以比喻中那個主角所付出的價錢應
該就是那顆珍珠的市場價格；既然那顆珍珠沒有隱藏秘密，比喻
中那個主角為甚麼會那麼麻煩變賣家財以市價買那顆珍珠？或者
他知道，有一個客人將來會以比現在的市價更高的價錢來買那顆
珍珠，因此對這商人來說，珍珠的價值比它目前的價格要高。
在職場的不同抉擇中，我們會有時只著眼於目前的利益或結
果，亦往往以功利、金錢來衡量是否值得作那個決定，不過有時
後果或價值並不能以金錢或物質的利益來計算的。這兩個比喻的
主角都做了一個professional/business decision，就是不惜變賣
所有，甘願犧牲一切來得著他們想要的東西，然而他們卻是「歡
歡喜喜的」，因為當人真正了解到天國的無比價值時，也會欣然
放棄任何東西，好得享天國的福樂。

風險與回報
在一切的投資中，我們都希望有一個結果，就是有投資回
報，不單要有回報，而且要有高的回報。買了股票後希望股票升
值，供子女讀書時會望子成龍，將感情付出給對方的男女希望
終成眷屬，這些都是很自然的期望結果。不過，所有的投資，包
括人生投資都有一個特點，就是投資附有風險。風險的存在即是
表示我們的投資期望回報可能不單不能如願以償，甚至會有所虧
損。年前的金融海嘯正啟示了無論是金融投資，或人生其他的投
資，無一樣是我們可以保證無風險和一定有回報的。
耶穌這兩個比喻沒有提及回報，但兩人將所有家財變賣，完
全「瞓身」下去，如果這二人不是傻子（或是最大膽的投機者）
的話，這投資一定是全無風險及有很大回報的了，否則他們不會
如此行。不過在這世上，那裡有零風險和保證有回報的投資呢？
相信除了屬靈的投資外，其他一切投資都不可能毫無風險。在職
場中當我們為要持守信仰而作出的一些抉擇，亦好像屬靈的投資
一樣，不單不會虧蝕，而長遠來說一定大有回報，因為這是天國
的投資，沒有「蟲子咬，不能銹壞，也沒有賊挖窟窿來偷」的。
（太六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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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帝更新宇宙的工作

看人的工作

筆者曾經探討過從莫特曼終末論及人論來思考工作神學，近
期較多關注生態環保的課題。究竟人的工作與生態環保有沒有
關係呢？究竟我們可以從甚麼神學角度思考工作與生態環保的
關係呢？最近筆者開始嘗試從一個神學框架思考工作神學，就
是三一論中「內蘊三一」（Immanent Trinity）與「經世三一」
（Economic Trinity）的分類，思考上帝在世界中的工作。筆者
認為從三一論出發思考工作神學的課題，不一定忽視處境。從
三一論出發，主要不是抽象地猜測「內蘊三一」中聖父、聖子和
聖靈如何團契，而是根據上帝在耶穌基督裡的啟示，從「經世
三一」在世界中創造、救贖及更新宇宙去認識上帝。世界是上帝
工作的處境，創造、救贖及更新宇宙是上帝在世界中三大工作，
因此筆者認為工作神學需要嘗試從上帝工作的角度了解人的工
作。人是上帝所創造，人工作的目的和意義亦應該建基於上帝在
世界中三大工作之中。本篇文章主要集中從上帝更新宇宙工作的
目的和意義了解人工作的目的和意義。

上帝工作的目的是與人和好

郭鴻標博士

建道神學院神學系副教授

一22）。筆者認為這段經文清楚為生態神學提供基督論的基
礎，同時亦清楚說明上帝在世界的三大工作──上帝藉「基
督」創造萬有、上帝藉「基督」救贖世人、上帝藉「基督」使
萬物與祂和好。

從上帝更新宇宙的工作了解人的工作
「基督」的十字架不單拯救個別的人；同時改變天上地下
的屬靈秩序。上帝使宇宙萬物在「基督」的十字架裡與祂復和
（西一20），這種宇宙關係的更新指向新天新地的來臨。很多
同道指出華人教會把屬靈與屬世、屬靈與物質對立，這種神學
解釋錯誤的地方是沒有把這個世界看作天父的世界。神與人關
係的闡釋抽離世界進行。嚴格來說，把世界視為與基督救贖無
關的觀點與《歌羅西書》第一章15-22節不同。這段經文清楚
說明「基督」的宇宙性和救恩的宇宙。根據這段經文的教訓，
我們承認上帝對我們人生有主權，必須同時認信上帝對人類歷
史和宇宙的未來有主權。我們應該交出人生的主權，承認上帝

《歌羅西書》第一章15-22節強調上帝藉「基督」創造萬

是主。不過，我們對世界沒有主權，所以不能像交出人生的主

有、救贖世人、使萬物與祂和好。這段經文可以歸納在以下三

權的形式去交出世界的主權；我們只能宣認上帝本來就擁有對

大神學主題下： (一) 上帝藉「基督」創造萬有──上帝是人肉

人類和世界的主權。上帝願意祂的國度降臨，願意墮落了的人

眼看不見的，歷史上的耶穌是上帝的愛子，是上帝的「像」，

類生命得到改變。

是在一切被造物以先被「生」出來的（西一15）。歷史上的耶
穌的身份遠比一切受造物更高，因為祂被上帝所生，又比一切被
造物更早存在。經文把歷史上的耶穌指向一位早於人類歷史存在
的「基督」。上帝藉「基督」創造萬有，包括眼睛可見或者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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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願意我們傳遞生命更新的福音，同時願意我們傳遞完
整的基督徒世界觀。
上帝把福音托付教會，讓人心意更新活在世上，期待耶穌
基督再來，天國實現。

見的、天上及地上的、在天空及地上掌權的。同時上帝創造是有

上帝創造世界，所以這是天父世界，不承認世界屬於上帝

目的：為「基督」而創造(西一16)。「基督」不單在時序上是萬

亦即否認上帝對世界有主權。可惜，我們宣認及認信上帝本來

物之先，更重要的是萬物靠「基督」而立（西一17）。(二) 上

就擁有對人類和世界的主權方面，不夠深刻。其實，使徒信經

帝藉「基督」救贖世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犧牲，使人的

清楚說明上帝是創造天地之主，只是那些「壞鬼神學」將整全

罪得赦免，成就了和平(西一20上)。(三) 上帝藉「基督」使萬物

的信仰私人化，把整個創造向度抹殺了。筆者認為教會的神學

與祂和好（西一20下）──這段經文強調天父上帝喜歡及願意

是源於人對三一上帝的敬拜，聚焦耶穌基督的啟示和工作，因

一切豐盛在祂的「愛子」即「基督」裡面（西一19）。這些在

此教會的神學是以「基督為中心」的。

「基督」裡面的福氣是透過教會賜給世人的。「基督」是教會之

這種以「基督為中心」的神學讓我們明白上帝創造、救

首，是首先從死裡復活，因此祂在凡事上居首位（西一18）。

贖、更新宇宙三大工作，亦提醒我們要按照上帝工作的方向明

因為始祖犯罪後，人類遠離上帝，甚至與祂為敵（西一21）。

白上帝的旨意。上帝讓教會存在的心意就是讓人明白上帝的工

上帝在世界中工作的目的是透過「基督」在十字架上使我們與祂

作，參與上帝的工作。基於聖經，基督徒的工作神學應該對應

復和，並且把我們帶到祂面前恢復關係，生命被更新改造（西

上帝的工作，關心文化更新及生態保育的責任。

機構活動

精華

1月15日
老闆共事
職場解決之與無能惡頂

同心同禱
斗叔（錢北斗先生）的安息禮拜及追思禮
拜已於1月21日及22日舉行。請繼續記念
他的家人，尤其伯母與兩名子女（天人、
天融），在一切告別儀式後能得息得力，
從新上路。
因斗叔的離去，機構亦需要從新部署、整
合及承傳斗叔的遺志。
同工Sonia於二月底放完安息年假，重投
HKPES的工作。請記念姊妹在休假期間
所領受的能結合事工的發展。

1月30日
及工作坊
「管理與交代」座談會

自『工作生命諮詢服務』開展後，佔三份
一的使用者是待業人士，缺乏經濟能力
去支付服務費用，而需動用基金支援。
HKPES在此感謝一些伙伴教會對服務的
經濟支持，同時亦盼望其他教會及個別信
徒繼續作出奉獻，以致受助人能藉此從新
在職涯規劃上再起步。

財政報告
2009年12月—2010年2月收支報告
收入
奉獻
： HK$199,377.00
職場培訓
： HK$41,706.90
專業交流
： HK$12,000.00
工作生命諮詢服務
： HK$19,060.00
其他
：
HK$55.99
		 HK$272,199.89
支出

2月6日
─
「與職涯教練會遇座
講
」
能
拼發內在潛

同工薪酬及福利
： HK$173,332.50
行政費用
： HK$17,485.80
事工拓展
： HK$23,133.30
職場培訓
： HK$23,172.90
工作生命諮詢服務
：
HK$6,488.00
		 HK$243,612.50
盈餘		
HK$28,587.39

3/2009~2/2010年累積不敷 *：(HK$87,544.00)
* 此數目未經核數師核對

透過自動轉賬
奉獻支持HKPES

我們幾經轉折，終於成功申辦到以銀行自
動轉賬方式來收取奉獻的手續。財政的赤
字仍然是我們的壓力，十分期望您的支持
能成為恆常的每月奉獻。請與機構同工聯
絡，索取自動轉賬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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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馮士良

「食」文化設計舵手
上帝是最好的designer，祂設計的時候，會有最好的方向，
有自己的目的。祂給不同的人有不同恩賜來體現自己的心志，最
終成就祂的美意！

James Lo

民工離鄉別井到工廠打工，滿足他們吃的需要，正是給他們一
份尊嚴的機會。
James認為傳福音不單只是講耶穌，更要關心全人的需

James二十多年前已踏足中國大陸，開展他的設計生意，服

要，所以在他經營的餐廳既是一個飯堂，也是一個活動中心，

務範圍由室內設計至傢俱、建築、園林、禮品設計等等，業務遍

當中包括親子活動、婚禮、員工培訓等。藉着這些聯誼活動，

佈英、美、加拿大、中東、非洲、日本以及其它亞洲地區，當然

讓民工和員工的身、心、靈均得著照顧和發展，這不失為一個

亦包括了中國。近年，受到一位香港宣教士的影響而涉足於餐飲

挽留民工的好方法呢！James更期望飯堂日後能成為一所餐飲

業，他以設計思維為藍本，構思可滿足身、心、靈的餐飲服務。

管理和服務人員的培訓中心，好讓員工獲得受確認的專業資
格，提高行業的專業性。

踏足新領域
過去多年的中國營商經驗，使他看見同胞的缺乏，回顧自己

經營宣教文化

的熱忱、恩賜和經驗，加上情繫中國的心，他領受了在中國服

在管理上，作為一個基督徒老闆，飯堂雖然有它的使命，

侍的召命。於是，他回應上帝的感動，在事業上踏出新的一步

但James明白請一個員工是要他踏實地工作，而不是去傳福

── 開拓餐飲業生意。
對於一個做了二十年設計生意的人開發

音。因為以往的一些經驗，在工作上的界線James分得很
清楚，「當時我自己在香港做生意，試過請一些基
督徒去幫我做管理，但他們的模式就是將公司

多一個完全陌生的行業，James竟然說
沒有多大困難。James 解釋因為他的

變做一個教會，中間出

家庭和工作背景給

現很多問題，甚至乎也

予他很大的自由去

不知道怎樣分開公義和慈

實踐自己的理想。

愛，以致我覺得，特

「始終是經營自己的生意，

別在國內，是應該

老闆的身份沒有那麼多

把工作和傳福音分

掣肘。」有利的

開。」不過James強調員工應有一份使

條件，還得具

命感（mission mind）── 不論是公司
員工、客戶或者所接觸的人的靈命（信主

備James的恩賜

與否）都需要關心，用行動體現出來，以生

── 勇於開拓和衝鋒陷陣的性格，每

命影響生命，是公司要傳遞的文化價值。這豈

當他發現有新的發展空間，便會積極找機
會、找渠道，全心全意去把理念達成。

不正是福音的核心 ── 道成肉身，工作者的行事
為人就是福音信息的體現，工作和傳福音並非分開，反

福音「食」中尋
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其實有跡可尋。James認識的一位香港宣教
士，談及他到了新彊，雖有一顆宣教心志，因為沒有身份，呆了一段
日子，仍未做到預期的目標，James覺得很可惜，並得到啟發，中國
人「民以食為先」，他想起餐廳；餐廳除了食之外，更是一個建立關
係的地方，「中國人最講關係，很多關係都是由食建立起來，邊吃邊
談，事情便談攏了。福音也是可以這樣傳開去！」上帝早有預備，造
就了James的第二事業，他決定利用餐飲業生意作為他的事工平台。
James憑他的經驗，以創新的意念去經營一所專為民工而設
的飯堂。例如一般的飯堂只是提供基本飯菜，沒有太多選擇，
而他的飯堂就提供如美食廣場的運作模式作為賣點，讓客人（民

4

而兩全其美。
抄襲是內地不少商家的習慣，James會否擔心自己所創作
的飯堂模式被跟風抄襲呢？James爽快地答道：「不擔心，反
而更加開心，這個以關心人身心靈的生意模式，其他人願意抄
的話，即代表別人的認同，和有更多人得到幫助及關心，只怕
他們抄得不夠徹底。」豪情氣慨，盡在不言中。
回顧他走過的路，James確信上帝是他生命的總設計師，
他的被造與設計，正正就是要履行現時的工作，現在他越走越
覺得開心，越走越覺得興奮，越走越覺得與上帝的關係親近，
越認定這是上帝為他鋪的路。「我想上帝做每一個人都有他不
同的目的。上帝是最好的designer，祂設計的時候，會有最好

工）有不同選擇，吸引他們光顧。身為一位設計師，他體會食物

的方向，有自己的目的。祂給不同的人有不同恩賜來成就上帝

不單單只填飽肚子，也是一種享受，是上帝給我們的一份恩典，

的計劃，不要少看自己的經歷！」

專題文章

乞丐

第十號男生

乞
丐
在香港，行乞是犯
法的。不過，我們不會
因此找不到乞丐。特別
是過時過節，無論是西
方的節日如聖誕節或是
傳統的中國節日如農曆
新年，都有機會遇上。
乞丐不一定是衣衫襤褸，他們有些很「專業」，用盡方法打

據報導是被黑道中人殘害的孤兒和婦孺。那麼，作為神的兒女，

動你的同情心。以上四幅小圖便是一次農曆年假在家中拍到的相

我們豈不是更應該挺身而出，伸張正義嗎？不過，你可能會覺得

片。每當有行人經過，那「僧侶」便會敲打一下手中的銅缽。圖

愛莫能助，因為這涉及更大的社會問題，甚至當中可能是有官員

中的紫衣女士曾有一點猶豫，但最後也是回頭，放下她的「兩個

包庇，去舉報豈不是自取其禍？這時，你也可會帶點內疚地覺

小錢」。

得：「神叫我遇見，豈不是叫我參與嗎？」於是，你內心有掙
扎，忐忑不安。幸好，你想起基督徒的一道板斧，於是便默默地

如果「行公義、好憐憫」（彌六8）是我們行事不能缺少的
標準，那麼我眼見騙徒得逞，而且已經拍下照片，有證有據，而
不去報警，是我不對嗎？

為那乞丐禱告，最終「功德無量」，大家相安無事。
遊走於灰色地帶並不是高級行政人員和官員政客的專利。以
上的描述可能有點誇大，卻是每一位願意將信仰和生活結合的弟

那天是農曆新年假期，有二十多位親友從各處來到這新界的

兄姊妹可能遇到的事情。同樣是面對著一名乞丐，就算擁有共同

村屋興高采烈地歡聚佳節，我去報警，不是很掃興嗎？何況警方

的信仰原則，你是一名遊客還是一名政客，已經可以有不同的反

和佛教團體也早有呼籲，提醒市民有乞丐扮成僧侶化緣。所以，

應，和多不勝數的回應方式。

這個「交易」應算入「你情我願」的類別。就好像在球賽中做假

我不是要討論甚麼做法才是正確。耶穌雖然是神，也只能做

動作避過對方後衛的欄截一樣，因為這是一個大家都同意的「遊

天父指示祂做的事情（約六19）。也因為祂取了人的樣式，在

戲規則」，所以做假動作不算是說謊，不是犯罪。可能那位紫衣

明白天父的吩咐時也有不成熟的地方（路二42-51）。作為被造

女士也知道這個「遊戲規則」，但也同情對方花在裝扮上的「功

之物，我同樣有我的限制。這不是為自己的不完全找藉口，只是

夫」，才給她一點「報酬」。不過，也有可能她是個真的「僧

在成長的過程，我也只能接納自己在那一刻的不完全，繼續努力

侶」，我去報警豈不是沒有憐憫之心？讀到這裡，你也可能會加

操練，希望能有成長和進步。我也要接納自己是在那個處境的身

入你的意見，支持或反對我去報警。

份，做我在那一刻認為是恰當的事，包括可能只是默默的禱告。

最終我也沒有報警，我是犯了罪嗎？我是不行公義，不好憐
憫嗎？
你所見過的乞丐可能不同，或許你是在國內旅遊時遇到那些

新的一年，祝願各位肢體也能找到群體守望，了解自己的處
境和身份，透過聖靈的幫助，在你的崗位繼續尋找與信仰結合的
出路。
5

二零一零年三月

第一期

生命傳真

He had lived wise and
he had lived well

別矣！但仍在說話

斗叔事奉簡歷

錢北斗（1944-2010）

錢北斗，曾任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及加拿大基督使者

加者對職業發展的眼界。除著

協會之總幹事。近年致力結合基督信仰及當代管理知識，拓展

有【學會講，學會學】外，斗叔亦在其個人博客【智在埋堆】

職場顧問服務，輔助專業人士，在今天急遽轉變的社會中建立

http://l2ll2t.blogspot.com/分享他的洞見。

得息得力的事業與人生。於2006年7月，註冊成立MyDadRich

斗叔以一個特別的方式暫時告別我們，作為緊密合作的伙

Resources，推廣「全人生命資源」投資。他曾與HKPES合辦

伴、朋友、生命師傅，我們有千般的不捨，希望藉這版面來表達

『得息得力』小組、『工作新世代』及『「一人企業」── 明

我們對他的尊敬和懷念。以下摘錄他授課時一些精華片段，讓我

天過後，主導就業的職場生態』講座，透過他的講學，拓展了參

們重溫這位職場事工先鋒的洞見。

斗叔講書精華

一人公司運作法則
“Make a difference” 在商界是非常重要，商界的詞彙
是 “differentiation”。無論是產品或服務，你不斷要有
“differentiation”。你沒有 “differentiation”，便「死路
一條」!

世界「變臉」，職場在變

世界轉變得很快，利潤越來越微薄。你靠壓價去贏人，以

中國的形象、中國所思想的方法、及世界的位置，突然間轉

前還可以，但現在是行不通……你能達到目標是你能make

變了，是我們之前無法想像，而今天的職場環境亦轉變得非

a difference.

常快速。可能我們每天忙著上班，沒有留意，但其實整個世

你經營你的「一人公司」，你得要在你的「一人公司」有

界轉變得很厲害。

differentiation。至於你的differentiation是甚麼，就由你自

Web2.0，處變不驚

己來發掘。

（雖然）I.T.及Web2.0發展多元化，交流亦很快，但萬變不

我喜歡耍太極，太極以七三法則建立重心，輕不會輕

離其中。要有信心和把握，不用擔心，最重要是好好發展你

盡，重亦重不過頭。這個比例很有意思，我嘗試透過

的「一人企業」。即以你自己為本來發展，你是完全有條件

這比例套用在運用資源上。就是運用你七成的資源

在這個發展迅速的知識形社會生活。

確保你基本生活運作正常，然後運用你三成的資源

範式轉模—由搵食到貢獻

投資在你認為重要的事情上。

「範式」是看事物的方法，「模式」是做事的方法。我們現

再思成功之道

在需要變的不是「模式」，而是「範式」……你有自己看事

斗叔引用Warren Buffett 對成功的理解：Have the

物的方法，不是一味只跟隨別人的看法……你看事物的方法

people you love and love the people you can

是按自己的價值觀和目標，每人都不同。

have” 及 “Do what you like and do it well”

學會學

你認為與我們一般人所講的「成功」有甚麼

從不同地方學習，又將所學運用在不同地方，又在其中學

分別？

習。只要不斷將知識轉換（transfer），一種特別的動力就會

投資有道

應運而生。

我現在的想法是：你不投資是無法發

做門徒就是學去學習，一生就是學習。

達，我所講的是全人生命投資，並非只

個人國家，積極學習

講錢。你有你的價值觀，便知道甚麼

你會意想不到，蘇聯領袖公開地承認中國的(學習)模式是行

是重要，既知道甚麼是重要，便能選

得通，而且還希望在其中學習。西方媒體竟認為這是新鮮事

擇做你認為重要的事情。

物，並提出預警……如果我們的「一人企業」與國家學習方
法扣上關係，所產生的動力是非常巨大。

斗叔，謝謝您對職場事工和

工作真態度—作自由人

HKPES所作出的貢獻，相信

不要仍然當自己是奴隸……我們認為自己是奴隸，又繼續指使他

你雖離去，但影響是深遠。

人做奴隸，在經濟轉型的社會，用這種工作態度是沒有出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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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相傳

基督門徒．生命師傅

我們親愛的生命師傅斗叔(錢北斗先生)於2010年1月3日，告別我們返回天家。於1月22日斗叔
家人為他舉行了追思禮拜，主題是：『薪火相傳~基督門徒．生命師傅』。盼我們繼續承傳斗叔的
遺志，一生追隨學效基督，作主門徒，轉化生命。

斗叔：那美好的仗你已經打過了，當
跑的路你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你已經
守住了。
『斗叔與太極』的短片為追思禮拜拉開序幕，並由謝燦雄先生及斗叔小兒天融
伴以二胡及鋼琴演奏，彈奏出兒子對父親的追憶與尊崇。斗叔生前研習太極三十
多年，將之揉合於門徒訓練、領導管理、甚至滑雪與溜冰。

封面左方的畫是斗叔外孫女臨臨
畫給公公的，小小年紀已具公公創
意思維的優良遺傳。右方『北斗』
二字則是澳門基督徒畢業生團契Alan
Hong所提的。他對斗叔的讚譽是：
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突破機構榮譽總幹事蔡元雲醫生
引用斗叔所寫的『沒有遠像的日子』
其中一節，談到斗叔的情與義：『環
顧世界，似乎沒有甚麼事物是存到永
遠，就算是一切學問的鑽研，在見主
面的時候亦都會變得毫不重要，因為
到那時我們全都知道。唯有人間的情
與義超越今世直到永恆。』而斗叔的
情與義是植根於跟隨耶穌。

由吳秉堅先生帶領敬拜，其中一
曲 “Living for Jesus”可謂道盡斗叔
一生追隨基督的心志。

加拿大溫哥華使者協會總監余
子麟博士：『斗叔不單用講去改
變我的生命，他更用自己的生命
demonstrate如何敢於發夢，如何做
超乎想像的事情……我從沒見過一個
人有總幹事不做，自願降職。斗叔教
曉我不要只看職位，而是將生命投資
在最有潛力和最高回報的地方上。這
種長遠的眼光及突破常規的paradigm
成為我日後事奉重要的基礎。』

追思禮拜的主題：『薪火相傳~基
督門徒．生命師傅』

與會者除了家屬外，還有斗叔生
前的好友、徒弟、學生、合作伙伴，
有年長的，也有新一代的年輕人。他
們為緬懷斗叔而來，也為送上最深的
致敬而來。

斗叔女兒天人以“Ministry starts
from home”為題，分享與斗叔之
間的父女情：『我有個與別不同的
daddy……在2003年美國攻打伊拉
克，我感到非常忿怒，他並沒有引
經據典或給我終極答案……daddy是
當時極少數人中認同我忿怒的人。
他給與我時間空間整理自己的情
緒，弄清自己對不公義的看法及定
位…… 給我們很多自由認識自己及
尋索人生方向。』

中國神學研究院副教授莫陳詠恩
博士，與斗叔一家的關係情同手足。
她透過啟示錄十四章13節，表達斗叔
是有福的人，因他脫離自己的勞苦得
享安息，並且他的作為也隨著他。

鐘一匡及鐘一諾先生是斗叔生前
欣賞的歌唱組合，他們為斗叔獻唱
“Back to Heaven”。

我們從斗叔後代可以瞥見他的影子。

據天融引述，斗叔生前很喜歡馬太福音十一章28-30節這段經文：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裏
就必得享安息。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
國際基督徒學生團契副總幹事翁
偉業先生：『斗叔看似平凡，但能
融合一切的人和事，且用獨特的方式
表達出來……斗叔的「融」不是靠
doing，而是給與空間建構，然後幫
助我們找到自己的定位。』

你也願意無論在家庭、工作或其他場境學效耶穌的樣式，跟
隨祂、事奉祂，一生如斗叔一樣麼？
由天融及斗叔的女婿郭靖領唱一曲
“Find Us Faithful”作為回應詩，盼我
們學效斗叔成為主信實的門徒。

註：本機構仍存有少量斗叔紀念特刊，如欲索取，請聯絡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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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九龍尖沙咀漢口道 39-41 號麥仕維中心五樓 A 室
電話：2314 3331
傳真：2314 8896
網址：www.hkpes.com 電郵：admin@hkpes.com

職報乃季刊，免費贈閱，歡迎致電本機構或上網登記訂閱。

你 HKPES的行政費用全賴信徒及教會的奉獻，
有 若你認同我們的事工，並有感動支持我們，請化
行
Hong
同Kong作禱告及奉獻，奉獻可用劃線支票，抬頭請寫
Professional & Educational Services Ltd.；或可直接

董事會成員

： 司徒永富博士、何守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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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同工（全職）

存入恆生銀行存款戶口295-7-054311，並將存款收

： 倪曾雪瑩女士、梁淑儀小姐

（部份時間）
： 陳謝麗婷女士、鄧禮民先生、吳劉玉華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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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場（即場）解決
講題：

加油站

「創造神學精粹」密集課程及
「知天命、行志業 」退修營
傳福音是基督徒的使命，長成基督的身量是基督徒在世的生活
目標；基督的救贖是世人得救的轉捩點，而天父的創造就是世人生活
的平台。
如果你還沒有聽過楊醫以創造神學來演繹「日光之下」的人
生，就當恭聽智者之言，好開拓信仰並職場生涯的視野，以能知天
命，行志業。
講員：楊錫鏘牧師（中國神學研究院聖經科教授兼校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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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事非圈中──俗世清流

同事──能否兩腋插刀?

『我只係想正正經經做嘢，但係啲
同事成日搞小圈子，大家淨係玩針
對，搞到office啲morale差到暈，點
做嘢嗟？』
『面對啲辦公室是非我搭咀又死，
唔搭咀都死，叫我點算？』
『有個同事係其他人面前講我是
非，我係唔係要抱住清者自清心
態，不聞不問不答去面對就得
呢？』
活在辦公室的是非圈中並不易為，
但你有沒想過可以在職場中成為一
股清流？

無事無幹，同事之間可以稱兄道弟或結義
金蘭。但一旦面對利益衝突而反面；對方
有心欺騙你；又或某一方升職比其他人
快，你猜想彼此能否不計前嫌，或仍可情
同手足？同事之間的相處藝術要如何拿捏
得好？

日期﹕

2010年3月19日

2010年5月28日

時間：

晚上7:30 - 9:30（星期五）

地點：

旺角浸信會（九龍旺角山東街47-51號中僑商業大廈六字樓）

收費：

全免（歡迎奉獻支持）

報名：

為方便安排場地，務請報名。請於 www.hkpes.com 下載表格，填妥後將表格複
本電郵至 admin@hkpes.com 或寄回HKPES（請務必致電確認）。

查詢：

2314 3331

生命資源重現 —— 領袖訓練計劃
人面對財困，往往讓生活陷入混亂。而導致財務出現問題的其一原因，
是基於人對上天所賜的資源沒有正確的認知。從中亦反映人沒有妥善運用本
身的生命資源。有鑑於此，期望能藉此課程協助參加者：
•重整自身資源
•建立正確理財觀
•利用所學助人管理金錢與生命資源

週末密集課程：

創造神學精粹

日期：

2010年3月27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9:00 - 下午4:00

地點：

播道會港福堂（金鐘夏慤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樓）

講員：

吳澤偉先生（HKPES 董事 、SALUS董事總經理）

費用：

$450（3月8日前 - $350, 中神校友 - $300）

日期：

2010年5月6至27日（逢週四，共四堂）

主辦：

HKPES 及 Vocatio Creation

時間：

晚上7:30-9:30

協辦：

播道會港福堂

地點：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教牧中心 (尖沙咀北京道57號國都大廈6字樓)

退修營：

知天命、行志業

半日行山及退修：

5月29日（週六），上午9:00-下午1:00

日期：

2010年4月30日至5月2日（星期五至日）

對象：

地點：

浸信會神學院（西貢北西澳年明路1號）

•想好好管理自己生命的信徒
•不知如何幫財務有問題親友的人士
•想透過專業理財技巧協助弟兄姊妹的教會長執

費用：

$780起，視乎宿位安排，詳情請參看報名表

費用：

HK$600（9/4前報名，只需HK$500）

報名：

填妥報名表（可於HKPES網頁下載），按指示交回HKPES

報名：

填妥報名表（可於HKPES網頁下載），按指示交回HKPES

查詢：

2314 3331

查詢：

2314 33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