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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此事，先知以賽亞早就向希西家發出嚴厲警告，指出他
的後裔會被擄去，甚至會在巴比倫王宮裡當太監。然而，對
於以賽亞的警告，希西家的回應竟是，「你所說耶和華的話
甚好，因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穩固的景況。」他的意
思是：「正！在我有生之年，耶和華保證我冇事！我的後代
和猶大國臣民將來如何，根本唔關我事。」

原來，希西家之所以那麼敬虔，目的只要自己能夠做個平
安穩妥、有財有勢的王帝，至於猶大國甚至自己後裔在自
己死後會否遭禍，他根本不會關心。希西家的信仰，可能
連那些求神拜佛，望自己和兒女「家宅平安、富貴吉祥」
的民間信仰人士都比不上。他信奉天地的創造主，只是一
己的「等價交易」，難怪歷代志下說：「惟有一件事，就
是巴比倫王差遣使者來見希西家，訪問國中所現的奇事；
這件事神離開他，要試驗他，好知道他心內如何。」，可
謂一句就「起底」。

信仰在職場中，原來可以明買明賣，現實到這個地步。

這使我想到在過往的日子中，見過不少「只要我們在工作
上將榮耀歸給神，神就會透過我們榮耀祂」的講論，對這
些人來說，職場神學就是基督徒在這個競爭到幾乎是人吃
人的社會中的屬靈孫子兵法，助他們在職場上見招拆招、
得勝有餘，而「萬軍之耶和華」更是為他們効力的無敵大
將。「只要我們存敬畏的心，神就會聽我們禱告。」我們
要敬畏神，因為我們要神聽我們的禱告。於是，「你要知
道如何應付對手嗎？請多多禱告」；「做這生意好嗎？請
交託給上帝」；「應否答應對方的條件？就要求主賜下智
慧，不要依賴自己的聰明」。

我們最緊張的，並不是上主的主權，而是我們與上主的交
易，只要上主貨真價實，我們在職場便可得享安息和喜樂。
我們甚至相信，上主是充滿誠信的，祂一定幫助我們，使我
們有恩可感，透過我們，祂得到「當得的榮耀」。

希西家向神「爭取」後，他多得了15年壽命，期間除了享
受太平之外，還得了兒子瑪拿西。希西家死後，由瑪拿西接
掌王位55年，瑪拿西是猶大國史上在位最長、惡行最昭著
的國君，在他統治之下，猶大國積重難返，結果在數拾年後
亡於巴比倫。

使徒保羅曾勸道：「…他們以敬虔為得利的門路。然而，敬
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 基督徒的召命是作上主的
見證人，在職場上，我們活出敬虔的生命，努力地愛主愛
人，行公義，好憐憫，目的是見證我們是天國的子民，拓展
上主的角度，並不是我們和上主有個 deal。

以賽亞說：「他們……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穩固的景
況。」 （賽39:4-8）

惟有一件事，就是巴比倫王差遣使者來見希西家，訪問國
中所現的奇事；這件事神離開他，要試驗他，好知道他心
內如何。（代下32:31）

在猶大國的歷史中，希西家可說是個十分敬虔的王，他一
登上王位，就進行了14年的宗教改革，對於他的敬虔，
《聖經 - 列王紀下18章》予以高度評價。

敬畏上主，希西家可謂做足工夫，而且也得到極好的回
報。在希西家登位的頭14年，他在父親的基礎上進行了
一連串的優化宗教政策，甚至自己以身作則，作個謹守上
主律法的王，令猶大國上上下下均回歸上主。結果上主也
沒有令他失望，在希西加14年時，亞述大軍壓境，兵臨
耶路撒冷，上主就聽希西家的呼求，在一夜之間殺了18
萬5千亞述士兵，令軍情完全逆轉，猶大解困，而亞述從
此衰落。

上主對希西家敬虔的回報，甚至可以達到為他改變宇宙定
律的地步。亞述事件之後，希西家得了重病。在他而言，
他在14年前就任時就向上主押了重注，結果證明在解決國
家的外患上，他押注的效果是有目共睹的。但好景不常，
亞述大軍一退，希西家便知自己命薄，不能安享太平盛世
的日字，於是向上主投訴：「求你記念我在你面前怎樣存
完全的心，按誠實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為善的。」意思
十分清楚，就是「就咁死，真係唔抵！」

原來希西家投資於敬虔，有兩個期望回報：1. 繁榮安定；
2. 健康快樂。因此，如果自己在太平盛世時無福消受的
話，希西加就不太甘心。很快，上主聽了他的禱告，延長
了他15年的壽命，並以超級奇事──日影在日晷上往後退
了十度為印證。

理論上，如果一個人經歷了「亞述大敗，日影後退」的兩
大神蹟後，大多數都會明白上主是那位掌管萬有者，是不
可以用來利用的。然而希西家在恢復健康後，卻在巴比倫
特使前大大張揚自己的財富，結果是引狼入室，數十年
後，猶大被巴比倫所滅。

職場的
    敬虔交易



不能停止工作、在工作中找不到意義、被工作轄制奴役等現
象，在今天的職場可謂司空見慣，信徒也毫不例外。當然，
我們可以歸咎於今天市場經濟的惡果，但作為主的子民，我
們可否從另一個向度找出路呢？

也許我們正身陷工作的奴役中，渴望上主的拯救和釋放。然
而，上主在創造的時候，已經為我們預備了出路──守安息
日。今天不少職場信徒忽略了的屬靈操練，把部份的時間分
別為聖，享受與上主同在，讓祂介入我們的生命！

最近思想安息日這課題，再翻開趙崇明博士在他安息年寫的
書《安息行旅》，他對安息日的描述很美麗：「對上帝來
說：祂不再只是抽象地存在於時間的永恆裡，卻選擇臨在於
流轉變化的時光歲月之中，經驗由動態的工作、靜態的安息
這種創造的歷程，上帝正是這樣地透過其創造行動來啟示祂
的存在。對人來說，在第六天被造並被委派管理大地的召命
之後，馬上要面對的，不是工作，而是在第七天的時光裏經
歷上帝同在的安息。故此，如果問：人生的意義是甚麼？答
案可能是：人在上帝所賜有限的生命年日裏工作，最後邁向
安息。」1

期望上主從工作的奴役拯救我們，也許我們先要在時間裡與
上主相遇──守安息日。在聖經中的安息日可以是指一段時
間──按猶太人的傳統是以星期五的黃昏到星期六的黃昏。
然而，守安息日也是一種生活態度的轉向，從忙亂、從自我
中心轉向以上主為中心，與祂同在（being with God）。

職場的節奏要快、要時間產生最大的效益。靜止使我們不期
然產生不安，怕浪費了時間，一停下來，想起好多未做完的
事，心裡煩燥，寧願做點事情。是的，靜止都要操練！我們
可以靈活地安排一個時間讓自己安靜、獨處，甚或先以五分
鐘開始，從工作中抽離，漸漸地把時間延長，直至可以鬆容
悠閒地度過一天。

安靜是聆聽的開始，聆聽自己內在的聲音。我們每天遭遇許
多事情，牽動着我們的思想、情緒，假如每天有幾分鐘靜一
靜，感受一下一天下來，甚麼人、甚麼事令我久久未能釋
懷，舉個例：可能上司要求你做一件事，表面看來沒有甚麼
問題，但你就是感到不對勁，那就要仔細聆聽內在的聲音，
你是否不認同？不認同的原因？甚麼事情觸動了你的底線？
甚麼事情違背你的信念、價值觀？在上主面前，認清自己要
持守的。

安息的操練，是一個從外在的關注轉向內在的旅程，在內在
的真我與主相遇，操練聆聽上主。聖靈的工作，使我們可以
更敏銳地發現上主在工作中的介入。我們相信在工作場境的
經驗和際遇，都在上主的管治之下，祂透過我們的遭遇和經
驗塑造、管教、更新我們，學習從中聆聽上主，是職場信徒
一個功課。假如我們可以騰出長一點的時間，我們可以試試
以下的練習：

察驗上主在工作中的介入
事實上，在每天遇到許多的事情之中，有的我們會切切禱
告，求上主幫助；有的我們來不及求告，甚或沒有想過要上
主幫手，自己已經處理妥當。如果安靜下來，可以回想一
下，那些不在我們控制、不在我們能力可以成就的事，上主
在成就甚麼；為自己能夠處理妥當的能力感恩，再發掘內在
的動力和熱情，這都是上主的恩賜，想想上主期望我怎樣發
揮，叫祂喜悅。

察驗上主在工作中的塑造
以色列人在安息日其中一個禮儀是回顧，假如可騰出長一點
時間，我們可以回顧一下工作生涯，放下自己的詮釋，察驗
上主如何帶領、磨練、教導我們。你初出道的日子，上主怎
樣透過工作來磨練你？你遇到的人和事令你學習了甚麼寶貴
的功課？工作的轉變，對我們帶來怎樣的沖激，這些沖激對
我有何意義？

察驗上主在工作中的呼召
現實的工作世界，我們浸淫在比較、競爭、追逐的氛圍，不
斷感受自己的缺欠：欠文憑、欠經驗、欠一位伯樂，唯有轉
向上主，享受在上主眼裡面我是獨特的、是寶貴的，擁抱整
全的自己。

聆聽自己的熱情，你有沒有發現有些事情，愈做愈有力、心
裡有一份愉悅和滿足，當你有一種放對了位置的感覺！那就
可能是要好好發掘的恩賜和呼召。聆聽自己的負擔，對哪些
人你有很深的感動，對社會上一些群體的需要，你感到自己
可以付出一點綿力，在工作上，你察覺到上主放你在這崗位
的目的嗎？

享受安息
在安息的時間，當我們不用經營甚麼來證明自我的價值，就
更能享受生命的恩賜，在家裡聽聽音樂、留意食物的味道、
享受與家人、與朋友相聚、享受慶祝節期。讓上主的恩典醫
治我們在世界的受傷、破碎，滿足我們內心對愛的期望。容
讓自己被這分別為聖的時間塑造、更新、轉化。

安息是工作的開始，唯有享受安息，我們才能有力工作、享
受工作、活出召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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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曾雪瑩
HKPES事工顧問

享受安息
享受工作

1 頁53，《安息行旅》，作者：趙崇明，基道出版社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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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精華

大隱於市 
自由人組第四季聚會已開始，主題為擬定生意目標。盼望
聚會能幫助參加的肢體，作個職場自由人，在工作和業務
中，見證基督信仰，亦盼望聚會吸引更多有志作自由人的
肢體參加，彼此支持。

感謝主，訂於10月21至23日舉行的2012 退修營：『當上
主收回我的乳酪』已告滿額，楊醫會在今次的營會中透過
《約伯記》與我們思想當上主把我們的「份」拿走時，我
們還剩下甚麼。求上主給我們一個受教的心，在營中學
習。

今年第二次的職場查經已順利開始，題目是「在真實處境中談
召命」，在這次查經中，我們會與參加的肢體一同探討約瑟、
以賽亞、約書亞，以及大衛的召命，思想召命到底是甚麼的一
回事，被造的人又如何回應上主給我們的呼召。我們盼望能夠
舉辦更多的查經活動，讓肢體們能更認識上主的話語，在職場
上作美好的見證。

「生命資源重現學堂」第四屆將於10月中開始，講員在分享相
關的理念、經驗及教導之 外，更會透過小組形式進行相互交
流，聆聽參加者在理財人生的心路歷程、經驗分享，促進相互
支持，一起實踐生命資源的重現。

全新設計的「職涯生命導師」培訓課程將於11月舉行，目的是
推動及鼓勵教會以基督信 仰價值為本（Christian value-based）
的生命導引（Mentoring）模式牧養在職青年信徒。

隨著《職場解決─12案件重組》正式推出後，職場解決事工亦
得已廣泛推廣至各堂會， 求神使用每次的職場解決聚會，讓信
徒在職場成為神大能的子民，有智慧地見證信仰，亦以工作成
為服事神的途徑。

職場查經─在真實處境中談召命 8月6日起（隔周一）

職場解決─

@新界 – 6月9日 @港島 – 8月11日

《職場解決─12案件重組》

出版@書展 – 7月18日

@九龍 – 7月13日

收入 (HK$) 
奉獻 ： 153,224.80  
職場培訓 ： 107,551.00   
專業交流 ： 12,000.00  
其他 ： 10,989.36  
  283,765.16    
支出 (HK$) 
同工薪酬及福利 ： 271,989.80   
行政費用 ： 63,556.00    
事工拓展 ： 12,928.00   
職場培訓 ： 28,999.30   
  377,473.10   
不敷  (HK$93,707.94) 
2012~2013年度累積不敷* ：(HK$127,066.12)
* 數目未經核數師審核

2012年6月~8月收支報告

財 政 報 告



「當上帝把你的
 一份挪走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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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在井旁 整理：吳潔儀     經文默想小組成員

互動對話
組員們默想後的分享和提問，以及與楊醫
的對話。

分享 1：
我想到瞎子的「失去」：他生來本應有眼
睛，他不單止看不見、且被視為有罪，被
人離棄，更要討飯吃。我想問，第一，耶
穌所指要顯出祂的作為，究竟是甚麼「作
為」呢？第二，經文中提到的「光」是甚
麼意思？第三，瞎子被差到西羅亞池，是
喻意我們要藉耶穌基督才看得見嗎？

楊醫回應: 
我想首先指出，瞎子因為他的失明，因而
失去工作能力，連帶名譽、尊嚴也失去，
而失去尊嚴可能是最傷的。耶穌如何回應
此事呢？祂提到「趁著白日，要作主的
工」（在約翰福音至少提過三次）。重
點不是趕時間，而是有「光」，有光有主
在，才有機會作主工。

分享 2：
經文完全沒有描述瞎子的心情，若我們代
入他的角色，天生瞎眼是相當「難啃」
的，少不免會發嚕囌。至於門徒則要找出
他瞎眼的理由，由人的角度看，有理由彷
彿較容易接受。

整件事情，瞎子都處於「沒得選擇」的狀
態：第一，他生來是瞎眼的，沒得選擇，
本身已經很難以接受，門徒還追問他瞎眼

的原因；第二，他被耶穌醫治，也是沒
得選擇；第三，神要在他的身上顯出榮耀
來，同樣是沒得選擇的。

楊醫回應：
經文提到的一串問題，都是指向「為甚
麼」，想探究瞎子瞎眼的原因，但是最終
耶穌都沒有回答這問題。有些事情本來就
沒有答案：事主未必知道原因（即使說
了，旁人都未必滿意）。即或知道瞎眼的
原因又如何？依然幫不了瞎子。

補充一點背景資料：犯罪的確可能是原
因之一，因為媽媽患有性病（梅毒）是
當時嬰兒生來瞎眼的最常見病因。因此
門徒問是誰（爸爸或媽媽）犯了罪，並
非胡亂猜測。

讓我們學習不要把焦點放在「為甚麼」
上，而要趁著白日，顯出神的榮耀來。苦
難並不是用來解釋的，而是該如何配合神
的工作。

分享 3：
神蹟施行的方法，每次都有不同。為甚麼
這一次要這麼麻煩呢？是要深刻地經歷祂
的醫治嗎？

楊醫回應：
沒錯，耶穌每次醫治的方式都不同，為甚
麼這一次要如此複雜（和骯髒）呢？約翰
福音罕見地用上一整章聖經來描述一個神

蹟。它要處理的不止醫治瞎眼，而是要回
答很多問題：誰犯了罪？（法利賽人指責
耶穌在安息日治病）瞎眼的是誰？誰醫治
他？耶穌是誰？然後在後來的經文，再倒
轉次序問一次：真正瞎眼的是誰？誰真正
犯了罪？是法利賽人。

瞎子礙於看不見東西，他一定要靠觸摸，
並且有具體而充滿細節的經歷，才能夠
確認他所經歷的事。更加重要的是，他必
須回答「瞎眼的是誰？」這問題，承認自
己就是瞎子（擁抱自己生命中的遺憾），
才能見證神。因為瞎子一直都沒有名字，
「生來瞎眼」就成了他的名字。

分享 4：
作為一個人，面對這樣的事，總會問「為
甚麼」。我後來再想，為甚麼我要問「為
甚麼」呢？大概是因為無緣無故的苦難會
難受一點。即或苦難，也要夠「合理」才
成。其實解釋重要嗎？

楊醫回應：
是的，值得我們深思。為甚麼我們要問為
甚麼？往正面的方面想，我們（例如醫
生）會問清楚，以便醫好他。其實潛藏背
後的原因，是我們看他為有損，不算「整
全」，有缺欠。這正是瞎子失去得最多的
地方：尊嚴，他的人生是一個不整全的人
生。這亦是很多人受苦最難受的地方，自
覺自己處於「次等」的地位。約伯記要處
理的也是這個問題：由完美的人生落到不

在過去兩年，中國神學研究院聖經科教授楊錫鏘牧
師（楊醫）先後主領HKPES的經文默想小組多次
聚會，在聚會中，小組成員均有美好的分享。《職
報》會將有關分享整理後刋登，以享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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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讀與默想
日期︰2012年7月7日 

先安靜片刻，然後由楊醫／組長朗讀經文兩次。

經文：約翰福音九1-12



整全的人生，我們總會覺得不甘心，想知
道接著點樣做。

也許創造神學的三個層面可以對應：門徒
問的第一個問題（「誰犯了罪？」），
是「道德秩序」層面的問題，然而耶穌並
沒有從這個角度去處理這個情況，反而從
「功能秩序」的角度去處理（神造萬物皆
有其意義），功能秩序不是用來解釋苦
難，而是認定：神有足夠的恩典去承載這
個情況，我們要做的是配合祂的工。而唯
有「物質秩序」的層面才能真正對應和解
釋這處境的。

分享 5：
瞎子應該如何配合神？門徒呢？作為一個
基督徒，面對有缺陷的人，我們又該如何
去配合呢？抑或與我們無關呢？

楊醫回應：
經文是以瞎子的苦況為重點。例如患癌肢
體的見證、Nick Vujicic的見證。對有缺陷
的人來說，他能否看自己為整全，作美好
的見證呢？

分享 6：
我留意到經文並沒有提到瞎子由瞎眼變看
得見後的心情。他看得見以後，更被人質
疑他的身份。對他而言，這究竟是好事抑
或壞事？

楊醫回應：
瞎子更需要處理的，是誰醫好他的問題。

分享 7：
苦難不能追究原因，這是否一種命定？這
樣想是樂觀抑或悲觀？

楊醫回應：
約伯記正是要處理這個問題。是有命定
的成份，由神所定。神自有祂的原因，
是祂的設計的一部分，而我們終究是不
能明白的。

分享 8：
我感到瞎子面對他的苦時，十分順服，有
一顆清心。

楊醫回應：
瞎子一直在心裡問：「究竟這是誰？」，
而他至終接納：「這就是醫好我的人」。

分享 9：

有三個感受，第一，原來我一直弄不清
楚白日和黑夜之分；第二，瞎子的生命
改變是被動的；第三，第12節以「我不
知道」作結，令人有點不知所措。瞎子
一直只聽到一把聲音，為何要相信祂？
祂信得過的嗎？

楊醫回應：
瞎子既然是瞎眼的，他要如何認出神的作
為呢？瞎子必須靠觸摸祂、要做一些事
才「認得出」祂。反思我們自己：我們屬
靈的眼睛都是瞎的，神可能要透過一些苦
況，讓我們去認識祂。而我們也要擁抱自
己的遺憾才成事。

分享 10：
是次默想主題是「失」，這段經文令我想
到，「從沒擁有」原來也是一種「失」，
事主沒有經歷由得到失的過程，我們該如
何看待？

楊醫回應：
本質上沒有分別，也許更慘。在當時的
社會，瞎子要完全倚靠別人才能存活。

分享 11：
經文在在顯出周圍的人才是瞎子，不斷問
背後的原因，對瞎子沒有好處。愈問愈好
奇，愈好奇愈慘，是一個惡性循環。

楊醫回應：
這是功能秩序的看法。而最終要回應的問
題是：哪可以如何？神仍是整全的神嗎？

分享 12：
耶穌主動的搭救瞎子，他二話不說地照
做。我反思自己的信仰歷程，我卻沒有像
那瞎子般，配合耶穌的救拯。 

楊醫回應：
認出耶穌的拯救，信耶穌的「信」，說
的是信心和信靠。而信心和順服，從來
都是一個過程。愈經歷愈信服。

分享 13：
感受有二，第一，瞎子其實並不是順服，
只是以前沒人理會他，得耶穌關愛他，他
就去行了。第二，反省我們自身，我們必
須作那差我來者的工。

楊醫回應：
沒錯，「西羅亞」翻出來就是「被差
遣」。而奉差遣的重點，是神，並不

是你。
我們可否把自己的苦，看為一種差遣？
舊約聖經的約瑟是個好例子，他被親兄
弟賣到埃及，然而後來他表示不是被
賣，而是「被差」，唯有通過他才能拯
救以色列人。

我們不要單單從救贖角度去看「被差
遣」，從創造的角度來看，你畢生的經
歷，就是祂差遣你去的旅程，被呼召
去作祂設計的那一個「你」──包括好
事、不好事，甚至遺憾事。這並不是說
要抹殺苦難，反而是「轉化」苦難，約
瑟看自身苦澀的經歷為禮物和使命，並
「忘記那苦」。

一個與會者的會後分享：

穿高跟鞋撐拐杖的獨行女子

默想聚會之前一晚，我跟一對夫婦朋友吃
飯時，他們提及曾不約而同地，在某地區
屢次見到一位很特別的傷殘人士：她是一
位需要拐杖助行的女子，相貌娟好，身材
保養得很不錯，只是缺了一條腿。每次見
到她，她都經過悉心打扮，穿的都是鮮艷
奪目的衣服，腳上穿著高跟鞋（還要是斗
零踭！），化著漂亮的妝，在鬧市中持杖
獨行。一個非常「搶眼」的畫面！

是的，是「搶眼」、換了我是她，我大概
會希望隱沒在人海中，日常打扮的目標
是不搶眼、不被留意。這女子顯然不是這
樣想，她就是要「搶眼」，就是要人看到
她：一個身體縱然有缺陷，依然活得好好
的女子。身體的殘障，並沒有剝奪她的任
何權利和自由。

是次聖經默想，令我想起這個女子，這大
概就是「擁抱」苦況的意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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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2012  |  自由人之歌   

一群曾受教於錢北斗先生（斗叔）的弟兄姊妹，深受斗叔
的生命和教導吸引和影響，2010年初斗叔安息主懷，哀悼
之餘，我們為著薪火相傳，立志要作別人的生命師傅，幫
助信徒在職場中活出基督門徒的樣式。

斗叔教導職場信徒在新經濟社會中作個自由人，我們的工
作首先要由揾食到貢獻、由打工仔到自由人、由受薪到投
資、由拼搏到得安息。因此，「自由」既是信仰的應許，
也是工作的心態。

自由人組聚會
自由人小組是HKPES的一個活動組群，成員是以自由人的
心態工作、或以個人恩賜和負擔經營一人企業的信徒，他
們均願意認真反思個人經驗、追求生命成長、樂意與弟兄
姊妹分享同行。

在自由人小組中，我們盼望：
• 透過建立一人企業，經歷個人生命成長、突破
• 透過各一人企業之間的經驗分享，建立小組成員的生命
• 透過分享和同行，成為別人的生命師傅

自由人組2012年每季不同主題：
第一季：自由人的靈性
第二季：市場策略
第三季：與失敗有約

自由人之歌 倪曾雪瑩    HKPES事工顧問

第四季主題：
發展生意要擬定目標，制定策略，既要切合市場需
要，也要顧及本身實力．SWOT（或作TOWS陶氏
分析法），廣為企業採用，效用甚佳，鄧有信先生
將深入講解，並示範如何應用於一人企業。

日期    9月18日  ﹣與失敗有約（續）

 10月30日  ﹣擬定生意目標（一）

 11月20日  ﹣擬定生意目標（二）

聚會時間：  通常每月第三個星期二10.00am - 12.30pm

地點：  HKPES 會議室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27-33號良士大廈8樓A室 

如你希望收到聚會通知，請電郵admin@hkpes.com 
或致電2314 3331與Wendy聯絡。

歡
迎

加
入

第四季：擬定生意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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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Job-coaching 高銓邦     HKPES項目主任

 On Job-coaching   

職涯規劃始於「知己」
常有人說：「若要人似我，除非兩個我」！就算是雙胞
胎，每個也有其獨特性！

著 名 心 理 學 家 E r i k s o n 的 成 長 階 段 理 論 （ S t a g e s  o f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中，也強調人的早期發
展是其自主性（autonomy），而自主性的重點是建立
人的自我掌控感（self-control）及學習表達自己的意願
（wil l）。現代的人力資源發展強調員工培訓、工作分
配，以至提拔人才三方面，都是要根據人的個性能否配合
工作的要求而定。

認識自我固然不是新鮮的事物，在職人士或多或少也會做
過相關的心理測驗，或參加過類似的課程，甚至曾經試過
找人生教練來指點迷津！

然而，我們卻忽略一些高效又常在的途徑：身邊的朋友、
同事或家人。前者是透過各種專業測試方法有意識地去探
索，好處是能專注及有系統，但若當事人主觀地不接受測
試的結果時，測試的有效性便會減低。例如，一個深信自
己是不值得被愛的人，往往抗拒認真或客觀地探索改善人
際關係方面的可能性。

後者（人際網絡）是無意識的探索，以上述的例子來說，若
能在探索的過程中將人生路上被愛的經歷體現出來，那就可
以實實在在幫助這人體驗在改善人際關係方面的可能性！

真正的團契生活固然不會局限於定期的團契週會上，重點
也不應該單單強調查考聖經，而忽 略了信徒之間的實際
相交。在職信徒往往感到職場上與同事難有深入交往，實
際的原因不單單是信念或價值觀的差異，更可能是信徒缺
乏在相交中對自我肯定的體驗。

神學家約翰加爾文認為，信徒可以從認識自我的歷程中更
深的認識神。因此，我們鼓勵教會團契或小組在互相認識
及信任的基礎上一起走進認識自己的歷程。例如，在某團
契聚會中各參加者都完成了一個性向測驗，各人的測驗結
果就可透過弟兄姊妹來彼此認證和討論，在這個溝通過程
中互相扶持及激勵，從而活出真正的團契生活。這樣傳道
和導師就可以透過一些自我認識的理論及工具的測試結
果，作出有系統的跟進及牧養。

事實上，今天大多數人的職涯，都要面對不斷的轉變和
抉擇。明智的選擇和適應，需要正確認識自己和工作環
境。很多研究顯示，個人的個性與工作環境愈配合，就
愈有工作滿足感，工作也愈有成就。認識你的職業個性
（vocational personality），是應對工作世界的轉變，作
出智慧的職涯選擇的第一步。

本工作坊涵蓋兩個最主要的職業個性理論（Holland's 
Model of Vocational Personality、The Five Factor 
Model of Personality），循著「測試-解說-應用-整合」
四個步驟，幫助學員從信仰角度了解自己的職業個性，
提昇生涯決策過程的效能和深度，當遇到轉變或抉擇
時，不致茫無頭緒，猶豫不決。

Hol land的職業性向模式（Model  o f  Vocat iona l 
Personality）將工作者和工作環境劃分為六大類型，並
且講求兩者的配合。你和你的工作屬於哪一類型？是否
匹配？若果不配，又有何出路？近三十年來，心理學研
究歸納出人格的五大基本因素（The Five Factor Model 
of Personality），並將此五大因素廣泛應用到人事及組
織管理上。因此，認識自己的個性傾向，就有助職場上
的適應，以及進行職涯規劃。
 
特別鼓勵堂會以團契或小組單位報名，互相認識及信任
的弟兄姊妹一起走進認識自己的歷程，彼此認證當中的
發現，在朝向目標的路上彼此扶持及激勵，活出真正的
團契生活！具體的理論及測試結果讓團契或小組的
導師們能有系統地跟進及牧養。另外，在工作坊後
特別增設回饋會議，目的是協助堂會策劃跟進參加
者的需要，務求能更實際及有效地幫助在職信徒的信
仰與工作的整合！

報名開班，請與我們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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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個性工作坊：
  「盡顯職場真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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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報乃季刊，免費贈閱，歡迎致電本機構或上網登記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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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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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隊工：
倪曾雪瑩女士、梁淑儀小姐、鄧禮民先生、
楊麥寶如女士、高銓邦先生、黃讚雄先生

2012年9月  第三期
■職涯內外：職場的敬虔交易   P.1

■坐井觀天：享受安息、享受工作    P.2    

■活動精華    P.3上    

■大隱於市+ 財政報告    P.3下    

■道在井旁：
  「當上帝把你的一份挪走時…」（1）   P.4-5

■  自由人之歌：你也可以是自由人   P.6

■ On Job-coaching：
 職涯規劃始於「知己」   P.7

■已然未然   P.8

職場解決
在職場上面對林林總總的疑難或挑戰，聖經的教導究竟能否幫到信徒呢？！

HKPES期望透過每月一次的職場解決聚會，讓在職信徒在互動的空間中既
提出工作上的疑難，也可與其他參加者即時分享職場智慧；具資深工作經驗
的主持人會從聖經的角度、實戰的閱歷展述及回應有關主題，務求能集思廣
益，在職場中發揮基督徒的影響力。

「生命資源重現學堂」第四屆
主講： 吳澤偉先生（HKPES董事）

日期： 2012年10月19至11月23日（逢週五，共六堂）

時間： 晚上7:30-9:30 

地點： HKPES會議室（九龍尖沙咀彌敦道27-33號良士大廈8樓A室）

半日行山及退修：
日期： 11月17日（週六），上午9:00 -下午1:00

費用： HK$850（費用不包括行山退修的午膳）
 28/9日前報名，只需HK$750  

對象： 在職信徒

名額： 12人
日期 2012年10月12日 (星期五)

時間 晚上7:30 ~ 9:30

地點 基督教活石堂 
(九龍旺角道50-56號新旺大樓二樓)

日期 2012年11月10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2:30-4:30 

地點 百德浸信會
(香港銅鑼灣糖街1-5號銅鑼灣商業大廈20樓)

日期 2012年12月1日 (星期六)

時間 晚上7:30 ~ 9:30

地點 宣道會屯門堂 
(屯門景峰花園1B禮堂‧屯門輕鐵景峰站)

費用 全免 (歡迎奉獻支持)

報名及詳情：請瀏覽www.hkpes.com
查詢：2314 3331

報名及詳情：請瀏覽www.hkpes.com
查詢：2314 3331

活動預告
「職涯生命導師」培訓課程：

即將於本年度第四季內推出，特別適合現任導師或有志牧養在職青年的

信徒參加。

目的是推動及鼓勵教會以基督信仰價值為本（Christian value-based）

的生命導引（Mentoring）模式牧養在職青年信徒。講員團隊有豐富工

作經驗及長期投身於職青的牧養，內容包括職場上信仰與價值的整合、

職場靈性、召命尋索、召命為本的導引、生涯規劃、個人面談、小組動

力等等。

詳情稍後公佈，請密切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