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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職場的處境與轉化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原自王維《終南別業》一詩，意思常常被引申為當一個人走到流水的盡頭，眼前是無路可走
了，不如索性坐下細看，也許柳暗花明又一村，進入另一境界之中。從聖經《出埃及記》的角度來說，水窮與雲起也正正
道出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曠野飄流40年的經歷。
當日上主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後，先要穿越曠野，在窮
山惡水間走走停停40年才能進入迦南。對剛出埃及的以色
列人來說，他們在埃及生活了數百年後，早已習慣了當地
的生活方式。離開埃及，過了紅海，進入曠野後，由於生
活環境和方式完全不同，令他們不停地懷念以往的日子，
覺得自己陷在一片不毛之地。然而，上主卻在曠野中用雲
柱和火柱不斷引領和保護他們，並且與以色列人立約，建
立了他們的信仰和典章，數十年後，這個細小的民族進入
迦南，在一個全新的舞台上，上主叫他們在萬民和強權中
見證祂…

職場曠野
聖靈有話說：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就不可硬著心，像在
曠野惹他發怒、試探他的時候一樣。在那裡，你們的祖宗
試我探我，並且觀看我的作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厭
煩那世代的人，說：他們心裡常常迷糊，竟不曉得我的作
為！我就在怒中起誓說；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
（來
3:7-11）
近年，和年輕一代的在職信徒談工作與召命，很多時都會
感到他們有一種無奈和缺乏盼望的情緒，這並不難理解

─ 一方面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在過去數年都缺乏動力
和方向，另一方面國內的人才和資源比香港高出不少。根
據南華早報在2013年11月11日的報導，中文大學金融學理
學碩士課程（MSc in Finance）中，99%的學生來自國內，
而在全港的研究生中，國內學生佔了約66%，到了2015
年，這情況更是愈演愈烈，香港本地的年輕一代在高等教
育和訓練方面已漸漸落後於形勢。很明顯，在香港這個以
市場競爭能力為主導的知識型職場中，香港下一代的職場
前景實在令人困擾。
是的，香港的職場處境的確與上世紀80年代有所不同。在
30多年前，香港經濟在內外多個有利因素的支持下，得
以全面起飛，同時間，物價和住屋成本相對仍處於較低水
平，令打工一族進入一個前所未見的黃金時代。因此，當
一提到經濟和生活，我們時常會喜歡與以往的日子比較，
最常聽到的是：「以前做嘢xx年，就可以揾到xx和xx，現在
就連揾份似樣的工作都極艱難，而且今時今日人工唔高，
物價又貴，升職加薪更難….」這些說話雖然真實地道出現
今處境的困局，但我們卻知道說這些話根本於事無補。時
代畢竟與以往完全不同了，我們亦不可能回到從前再唱獅
子山下的老調。出路，到底在哪呢？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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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我們可以嘗試回到信仰之中去思考這個問題。
以色列人在出埃及後第二個月十五日到了以琳和西乃中
間、汛的曠野，由於吃得不好，就向摩西、亞倫發怨言，
說：「巴不得我們早死在埃及地、耶和華的手下；那時我
們坐在肉鍋旁邊，吃得飽足。你們將我們領出來，到這曠
野，是要叫這全會眾都餓死啊！」
（出16:1-3）
。不久，他們
又為到食水供應的問題向摩西發怨言，以至摩西呼求耶和
華說：
「他們幾乎要拿石頭打死我。」
（出17:4）
以色列人離開埃及不久，在曠野生活的現實問題便陸續出
現，甚至他們說「巴不得我們早死在埃及地！」而在投訴
中，他們說在埃及時會「坐在肉鍋旁邊，吃得飽足，
（也會
喝得快樂）」
。人在困難中，往往會懷緬過去，有時甚至會
忽略了必須面對現實的重要性，結果只有坐困愁城。
然而，曠野真的只有被動、憤怒和無奈嗎？在曠野的日子
中，上主向以色列人啓示了十誡、祭禮、律例和典章，為
他們將來在天下萬國中見證耶和華信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和內容，而以色列人自己也在曠野之中第一身地經歷了上
主的法則和帶領。曠野飄流，原來是上主子民認識上主的
重要環節，也是領受召命的過程。

坐井觀天

胡仕揚

無可否認，香港的職場正經歷過去幾十年來未見的轉變，
很多香港過往引以為傲的競爭優勢現在已被趕上，而香
港的經營成本以及企劃能力卻未見吸引。在我認識的肢
體中，不少以「曠野」去形容自己的工作處境。曠野的特
點，是「揾食艱難、前途未卜」，有些職場信徒在此時，不
免會時常和過去比較，甚至會對未來失去盼望和方向，若
此際再向他們提出工作與召命，真有點兒「何不食肉糜」
之感。
然而，上主卻是在曠野中向以色列人不斷說話，把自己的
屬性向以色列人展現，授予他們各種律例和典章，更予他
們進入迦南的召命。在進入迦南兩百多年後，大衛建立了
以耶和華信仰為核心的王國，一千年後，耶穌基督以大衛
子孫的身份進入人間，成就了救贖。這一切一切，由曠野
開始，更是基於信心。《希伯來書》告訴我們，以色列人
在曠野中不得進入上主的安息，是因為他們不相信上主在
曠野中仍舊帶領他們，對以色列人來說，這不信令他們整
整失去了一代的人和時間，代價是極為沉重。
回到香港的職場現實，也許我們認為已經是行到「水窮之
處」
，走到「乾旱疲乏無水之地」
，但是既然知道我們的路
只能繼續走下去，我們也許可以嘗試憑信「坐看雲起」
，以
信仰和敏銳的心，相信上主的帶領，忠於上主的召命。

洛桑世界福音委員會洛桑論壇
職場事工專題小組聯席召集人

本地職場事工的六種主要模式
職場召命
「什麼是你在職場的呼召？」
時光倒流，如果二十年前在教會問這個問題，相信不少信徒
都會摸不著頭腦。對本地信仰群體而言，職場召命是一個比
較新近的觀念，但在廿年間，卻已得到很大的發展和重視。
溫哥華維真學院職場神學榮休教授Paul Stevens，可算是引
入職場召命至本地教會的標誌性人物。他的職場神學是以呼
召為核心，近乎完美地統整了教會歷代以來的事奉觀、教會
1
觀、成聖觀與靈性觀，組成了一個互為關係的體系。
簡而言之，職場召命這進路認為信徒以至人類的工作都是源
自上帝的呼召，主要目的在於幫助個人和社會、使世界成為
一個更美好的地方（人類呼召，human calling）、發揮個人
恩賜、展現人生目的和獲得生活意義（個人呼召，personal
2
calling）。 工作（無論是受薪抑或是非受薪的）是信徒在世

(三)

所蒙的呼召重要的表達，是整個基督徒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因此，我們的工作應與蒙召的恩相稱（弗四1）
。
職場召命這個觀點，非常著重識別並跟隨呼召的過程（其實
這不就是我們跟隨主的歷程麽？）
。大體而言，這個過程包含
兩個互動的元素：屬靈辨識 (spiritual discernment) 與積極
3
投入 (active engagement)，兩者缺一不可。 最近二十年，
這個進路還得到心理學多個領域（工業及組織心理學、生涯
心理學、宗教與靈性心理學、正向心理學和呼召心理學）的
4
研究支持。 不久將來，這一整合的模式可望成為信徒裝備或
門徒訓練的必要內容。
與此同時，本地亦有信徒以呼召作為核心，建構出「工作的
四重職事」(the fourfold ministries of work) 這一藍圖以指
引信徒如何在職場實踐整全的事奉：稱職能幹、追求卓越
(ministry of competence and excellence)；提升倫理、改造
文化 (ministry of ethics and change)；關懷心在、建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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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y of presence and relations)；恩賜管家、盡心服侍
5
(ministry of stewardship and service) 。
不過，職場召命這個進路亦有弱點。它假設我們有若干空
間可以自主地選擇工作以反映或實踐本身的呼召，但是我
們知道這在香港以至全世界都不一定是常態。我們見到不少
人由於教育、資歷、年齡、性別、身體缺陷等種種原因，不
能自由地選擇工作，以發展自己事業生涯。然而，即或如
此，呼召對於從事基層工作的信徒仍有莫大的意義。澳洲神
學家Simon Holt以他自己的經歷鍛煉而成的「廚房神學」，
便是一個落地兼且有血有肉的「勞動工作神學」(theology
6
of labour work) 的論述。 此外，近年心理學領域對工作呼
7
8
9
召、 工作意義、 與工作重塑 (job crafting) 的研究， 也在
在說明經歷和實踐職場呼召，並不受制於職業階層或工作性
質。

堂會職場牧養
「裝備基督徒的最佳場所早已存在。它較神學院和週末研
討會更先出現，且會比兩者更歷久不衰。在新約時代，除
10
了地方教會以外，就再沒有其他的培育及裝備組織。」
經過廿多年的播種和萌芽，本地職場神學運動業已離開草
創的階段。在這邁向深化和本色化的階段，不能只靠職場
事工機構的搖旗吶喊，或外地神學大師的他山之石。反
而，堂會的牧養神學有否更新，事工哲學和方向能否作出
變革，更為重要。
我們喜見有少數堂會慢慢出現轉變，她們都有某些的共通
點。她們認定人才是教會的核心─ 他們的發展和培育，
比起硬件、組織架構、事工程序和人數增長更為優先。她
們相信上帝呼召、引導、培育每一位信徒，叫他們在世上
並職場成就祂給各人的召命。而且，她們相信幫助信徒辨
識呼召，支援他們跟隨其人生並職場的召命，是堂會其中
一項最首要和基本的任務。她們的領袖和牧者，扮演著文
化建築師和工程師的角色，醞釀出可持續的職場牧養文
化，讓廣大的「平信徒」有故事可講，裝備後者成為忠
心、有智慧有見識的信仰群體。他們也不斷反省職場牧養
的實務與神學，冀能建立起「面向職場的教會」。

職場神學建構
在評述以上五種職場事工模式的同時，本文都嘗試在本地的
處境下進行神學反省和建構。「職場神學建構」這個進路，
其實跟前述的模式相輔相成──沒有神學反省或受神學批判
的職場事工，亦只會是過眼雲煙。下表綜合了這五個進路，
並跟Paul Stevens 的「5M」模式以及楊錫鏘牧師的創造神
11
學框架 作一總括對比。
職場神學建構
Paul Stevens

楊錫鏘

職場佈道

職場倫理

職場靈性

職場召命

堂會職場牧養

Mission

Morality

Mysticism

Meaning

Methodology

救贖神學

創造神學
創造神學
創造神學
（道德秩序） （物質秩序） （功能秩序）

--

另一方面，職場神學運動近廿年在本地教會興起，除了是
為回應普遍信徒的需要外，也是對教會「壞鬼神學」的反
動，以及對教會傳統文化的更新。職場神學運動沒有在上世
紀九十年代之前發生，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當時的教會並不具
備適合的神學土壤。經過一、兩代知識份子信徒的努力，聖
俗二分、聖職主義、聖經主義、教會主義、重新約輕舊約、
重救贖輕創造、重佈道輕社會參與、解經泛道理主義化、重
教義神學輕聖經神學、要求標準答案等等流弊，至今雖仍未
完全剷除，但已消弭不少。當中，筆者認為創造神學的興起
最為矚目，並預測它將繼續為職場神學的發展注入資源和動
力。
職場或曰此世人間 (this world)，才是終極做神學的地方。
已故楊牧谷牧師曾經倡議過設立一個由在職信徒、學者、
教牧和神學家所組成的多方平台，以共同反省並討論當下社
會包括職場的重要議題。筆者作為「職場神學討論小組」的
12
召集人和其中一位發起人， 深感這個建議知易行難，「小
組」好不容易才「捱」進到第七個年頭。期盼隨著本地職場
神學運動日趨成熟，日後會有更多的職場神學小組出現，共
同建構“a theology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and by
the people”。（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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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整理：黄讚雄
文章整理：黄讚雄

從 禮物 到
三種創造秩序
從《創世記》的記述中，我們知道日光之下所有的，包括生命、工作、靈性和道德，都是神所賜給人的禮物，這全屬神
的主權，因此人本身只有憑信接受，別無選擇。然而對慣於「多勞多得」、「較力爭勝」的職場信徒而言，這種「一切
都是整定」的創造觀念卻令他們較難接受，更與聽慣的「神予人自由意志，並會按人的行為報應各人」的信念並不一
致，於是在遭遇某些事與願違、無法解釋的「意外」事件時，他們往往只好以「順服神」的態度來「屈服於神」。

在「整定」與「未定」之間，創造觀給予我們甚麼啓廸呢？

3種創造秩序
約 9:1-7 耶穌過去的時候，看見一個人生來是瞎眼的。
門徒問耶穌說：「拉比，這人生來是瞎眼的，是誰犯了
罪？是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穌回答說：「也不是
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顯出
神的作為來。趁著白日，我們必須作那差我來者的工；
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時候，是世
上的光。」耶穌說了這話，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
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對他說：「你往西羅亞池子裡去
洗（西羅亞繙出來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頭就看見
了。
關於人生和職場的遭遇，楊錫鏘牧師（楊醫）透過對聖經
《創世記》和智慧文學的詮釋，在他的創造觀中提出了創
造的3種秩序：物質秩序、道德秩序、功能秩序。這3種秩
序的意思是：

物質秩序─神所賜予人的事與物（此稱禮物），當中包括
生活所需、際遇、禍福，甚至生命處境；對於這方面，《創
世記》和《傳道書》均有較多的論述（參考經文：《創世
記》1章3-10節；《傳道書》3章）。對於物質秩序，我們在
之前《禮物的再思》一文中已有描述，重點是無論人在接
受時的感受如何，都是神看為是好的，而且主權屬於神，
人只是接受。

道德秩序─ 在《創世記》第2章有關分別善惡樹的論述

中，我們得知何謂善、何謂惡均由神所界定。而善與惡、
好與壞的存在，以致神對罪的審判等，均屬道德秩序。至
於信徒在職場中如何見證信仰，甚至實踐職場倫理，往往
涉及對道德的了解。《創世記》和《箴言》都有論及道德

秩序的作用。（參考經文：《創世記》2章16-17節；《傳道
書》6-8章）

功能秩序─天下萬物都有自己的功用，只要善於使用，

就能彼此配合，完成神賜下的任務。亞當的工作、夏娃對
亞當的支援、教會各肢體在恩賜上的配搭，都是功能秩序
的例子，正如保羅在《羅馬書》12章所指：「按我們所得
的恩賜，各有不同。或說預言，就當照著信心的程度說預
言，或作執事，就當專一執事；或作教導的，就當專一教
導；或作勸化的，就當專一勸化；施捨的，就當誠實；治
理的，就當殷勤；憐憫人的，就當甘心」。在職場，功能
秩序是最顯而易見的，就是工作的權和責，也是各種工作
崗位的分工基礎。（參考經文：《創世記》1章11-31節；2
章15節；《傳道書》10章）
在創造觀中，這3種秩序乃是同時發生，互相影響，但又各
有其獨特性。在文首《約翰福音》9章1-7節記述了一個瞎
子得醫治的故事，也許可以稍為展現出這3個秩序的相互作
用情況。
這段經文以門徒問耶穌：「拉比，這人生來是瞎眼的，是
誰犯了罪？是這人呢？是他父母呢？」為序幕，並就此帶
出了一個與創造觀有關的重要問題─人為何遭到不幸。
按照猶太人的傳統，如果一個人生來就瞎眼，原因可能是
因為自己犯罪，又或者（更可能）是由於這人的父母犯罪。
而從眼疾的角度來看，生來瞎眼可能由於孩子的父母有性
病，因此猶太人有此（父母犯罪）看法。因為祖先的罪，
令後代受苦，在聖經有清楚的根據和傳統，這甚至可追溯
到原祖亞當和夏娃二人犯罪後被趕出伊甸園，令所有後代
「汗流滿面才得糊口」。這是道德秩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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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耶穌卻回答：「也不是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
了罪，是要在他身上顯出神的作為來。」無可否認，這是
一個令人吃驚的答案──因為按耶穌的說法，這人之所以
生來瞎眼，原來可以是與罪無關的，更確切的說，耶穌並
不認為人們應為此事花時間討論，而應思想當下可以如何
回應瞎子的處境。
若耶穌在回答門徒的問題後就停止了，我們大概不會知道
我們應該怎樣回應加諸我們身上的各種好與壞的「命運」。
然而，這件事情的往後發展更令我們深思：
耶穌說：「趁著白日，我們必須作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
將到，就沒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時候，是世上的
光。」耶穌說了這話，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
瞎子的眼睛上，對他說：「你往西羅亞池子裡去洗。」他去
一洗，回頭就看見了。
原來，耶穌利用此機會清楚指出，應當趁他還在世上的時
候去幫助那個瞎子，於是他立即就醫治對那位生來就瞎眼
的人，令他重見光明。而這，正正就反映出耶穌在此時的
功能（他的功能秩序）─耶穌在這時刻做了他當下應做
的事。
在現實世界，我們看見當面對人生苦難時，不少基督徒會
問「為甚麼？」若事情實在無法解釋，往往會以「總有神
的美意」作安慰。其實，我們根本不曉得神的作為。然
而，正如耶穌把瞎子的處境轉化為為主作工的機會一樣，
我們可以選擇在莫明的苦難前不問「為甚麼？」，反過來
去努力面對，助己助人，盡量發揮力量，把苦難的困境減
低。
這，也是耶穌的選擇。對耶穌而言，那瞎子盲的原因與罪
有沒有關係並沒有討論價值，只可說是「生來就是如此」，
但對能幫助他的人來說，這是創造主的安排，藉此令瞎子
重見光明。

物質秩序 = 整定？
說到物質秩序，就正如《傳道書》的作者所言：「快跑的
未必能贏；力戰的未必得勝；智慧的未必得糧食；明哲的
未必得資財；靈巧的未必得喜悅。所臨到眾人的是在乎當
時的機會。」（傳9:11）對職場信徒來說，物質秩序不但難
明，更是難以接受。

事實上，整合職場與信仰的困難往往在於一方面我們要面
對功能和道德兩者之間的張力，而另一方面我們又要面對
人生的種種荒謬，也就是很多事情的發生與否根本並非人
自己所能控制，而是出於創造主的權柄。然而，人生是否
因為物質秩序而變得事事皆「整定」呢？
創3:1-6耶和華 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
更狡猾。蛇對女人說：「神豈是真說不許你們吃園中所
有樹上的果子嗎？」…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
物，也悅人的眼目，且是可喜愛的，能使人有智慧，就
摘下果子來吃了，又給他丈夫，他丈夫也吃了。
在始祖犯罪的經文記述，我們發現園中所有的果子皆為神
所賜，在蛇和夏娃的對話中，其中主要涉及的是人可否吃
分別善惡樹的果子，這是「好」與「壞」的問題，亦即是道德
秩序。事情繼續發展，夏娃在經過自己對果子的觀察和考
慮後，決定採取行動，摘下果子來吃，於是作了一件不符
合道德秩序的事。
再看之後神如何審此事。
創3:14-19耶和華 神對蛇說：你既做了這事，就必受咒
詛，比一切的牲畜野獸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終身吃
土。…又對女人說：我必多多加增你懷胎的苦楚；你生
產兒女必多受苦楚。…又對亞當說：你既聽從妻子的
話，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樹上的果子，地必為你
的緣故受咒詛；你必終身勞苦才能從地裡得吃的。…你
必汗流滿面才得糊口，直到你歸了土，因為你是從土而
出的。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
從犯罪後（人破壞了道德秩序）的審判中，我們看見神改變
了一系列的功能秩序：蛇的行動方式、女人生育的過程、
地土的種植功能。在此之上，地球的生態亦因此而有所不
同（物質秩序）這些都反映出各種秩序乃是同時發生，互相
影響，卻又有其獨特性。
在下一次討論中，我們會利用聖經和職場的例子，看創造
觀的道德秩序如何幫助我們面對工作的處境。

若我們在職場與信仰的整合中，只強調功能的運用（發揮
上主給予自己的恩賜，即功能秩序）或道德倫理上的堅持
（愛主愛人，榮神益人，道德秩序），我們很難面對職場上
很多「種瓜卻得豆、種豆竟得瓜」的處境。

																																

5

三．2015 | 飲於井內

飲於井內

鄧文耀

一個基督徒

私募基金從業員
的反思

筆者從事的基金投資對象是有盈利，增長型的中國大陸企
業。在過程當中，先要找到需要融資的企業，然後與企業談
入股價格，以及調查企業每個運作環節，完成後，就由律師
備妥有關文件，投放金錢去完成交易，之後就是協助所投資
企業往後發展。在只有幾個人的小團隊負責一個項目，有時
候要做到通宵達旦，是挺疲累的工作。
有朋友問，在這行業有甚麼挑戰？作為基督徒，我認為這個
行業較為務實，終歸是長期投資私人企業，不用每天被波動
的股價牽動情緒，同時也可以幫助有需要發展的企業取得金
錢和資源，對社會資源分配有一定的幫助。而且作為外資基
金，融資成本比國內低很多，國內企業也可以透過這些成本
較低的資金去發展，甚至有機會進軍海外市場。
事實上，我們投資企業其實也是投資於人。軟體銀行創辦人
孫正義曾表示當年投資阿里巴巴原因是他看到馬雲眼中的那
團火。一個企業家的背景，遠景和生活習慣等，對我們的投
資決定有重大的影響。例如一個企業雖然發展勢頭不錯，然
而企業東主卻有不良嗜好，例如賭博，婚外情等，都對企業
未來的發展不利，所以一個基督徒的價值觀其實並不會妨礙
做私募基金，反而這些價值觀會引導一個基金經理找到踏實
的企業家。

一談到香港的金融行業，不少人都會立時想到投資銀行、商
業銀行、對沖基金等等，然而筆者自畢業後，便機緣巧合地
輾轉投身到私募股權投資基金（private equity investment
fund，以下簡稱私募基金）行業。
此行頭不大，一家大型私募基金可能會有幾十名員工，中小
型私募基金的員工往往只有十多甚至只有數人負責運作，所
以行內人之間彼此都較相熟。一般私募基金的業務，就是尋
找一些具有潛質的私人企業，然後透過向該企業投入資金，
以及各種協助企業發展的資源，讓該企業進一步成長，提高
盈利水平；達到某成果後，基金就會把該企業的股權出售，
或者是把該企業上市，以股權換取該企業的股票。
分類方面，私募基金會按投資對象的大小及盈利水平作細
分。一些基金專門投資於一些還未有盈利或仍在虧損狀態的
早期企業，例如美國知名風險投資基金紅杉資本（Sequoia
Capital）和IDG資本，他們往往一年投幾十家小型企業，經
過幾年後，大部分所投資的企業可能仍然毫無表現，然而只
要當中有一兩家企業表現優秀，就能彌補其損失，並且可以
為基金大賺一筆。
有些基金則選擇投資於已有盈利企業，希望其業務在投資後
有進一步增長，然後利用上市去提升企業價值。另外，一些
基金主要做收購，就是先把整家企業買下來，改善其業績，
然後再賣出去。

私募基金在選擇投資對象時，與企業東主可說是亦敵亦友，
作為一個基督徒的壓力就是，一方面要培養大家的關係，讓
各種談判及盡職調查可以順暢一點，另一方面卻要仔細調查
東主的背景是否誠實可靠。
筆者看過一些企業，所有條件都不錯，東主言談正直大方，
財務法律盡職調查都進展很好，可惜到中後期我們發現東主
因為有婚外情而令其婚姻關係非常緊張，令企業可能會因為
東主離婚而影響股權分佈，以及東主或會因男女關係而無法
專注於事業，於是筆者的基金決定不投資於企業，幾個月
後，我們得知該企業被捲入更大的業務糾紛。
其實企業愈小，就愈要關注東主的個人質素，畢竟一個小企
業往往都是「一人話事」。對我們來說，看人的技巧十分重
要，透過每年看幾十家幾百間企業，認識幾十個東主，在大
量的交往中慢慢就會形成一種觸覺，而這種觸覺，是做私募
風投的關鍵技巧。
作為基督徒，很容易有職業病，就是無論認識一個人都從投
資的角度去評審一個人，少了一份包容和真誠，筆者也需要
一段時間跟一些在行內的屬靈長者學習，才能免除只看到別
人眼中的刺，看不到自己眼中樑木，畢竟我們多年來的訓練
是上司要我們去發掘別人眼中的刺，從而看出該企業有沒有
前途。其實經過多年做私募基金，筆者慢慢學到人與人之間
多一點愛，多發掘別人的優點，其實不單做人和做基金也可
以受益，希望與各位基督徒投資界從業員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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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精華
「轉變與不變」塔門半天籌款行
HKPES的「轉變與不變── 塔門半天籌款
行」已於1月31日順利完成，有近40位弟兄姊
妹參加。
這次塔門步行之旅 由HKPES董事，行山經驗
豐富的吳澤偉弟兄領隊。當天早上集合時雖然
有點微雨，但並沒有影響大家的熱情。船到塔
門後，天氣漸轉清朗，令一眾參加者得以舒適
地在島上漫行，並且在各觀光點欣賞在市區難
得一見的天海景緻。塔門這個位於赤門海峽的
平 坦的小島在過去經歷不少的變遷，然而不變
的，是它予我們的安靜和舒暢。
因著眾肢體的支持，這次步行共籌得九萬多
元，我們在此向大家致上衷心感謝，願上主親
自報答。除了籌款外，我們彼此交通，欣賞了
塔門優美的風景，HKPES執行董事袁海柏弟兄
更向大家介紹了機構今年的主要活動，之後，
我們在西貢享受了一頓美味的海鮮午膳，過了
愉快的大半天。

大隱於市
我們的資深董事何守謙先生已於2014年12月31日正
式卸任，在過去10多年，何弟兄一直是HKPES的董
事之一，對機構的發展有重大的貢獻，而在嘗試以創
造神學整合信仰與職場方面，何弟兄更是多年來「楊
醫小組」的核心成員之一，為機構在「召命‧所是‧
所作」的三元模式建立了穩妥的基礎。在卸任後，何
弟兄將仍擔任「楊醫小組」的核心成員，並會繼續支
持HKPES的事工。我們謹此就何弟兄多年來的忠心
事奉致謝，並求上主祝福和帶領弟兄下一程的事奉。
為更好照顧雙親的需要，HKPES的辦公室行政主
任麥寶如姊妹已於2014年12月31日正式離職。在
過去4年，麥姊妹利用她豐富的行政工作經驗協助
HKPES，令機構在人手和資源皆缺乏之下，仍得以
向在職信徒提供可靠而高質的服事，我們向麥姊妹致
謝，更祝願她成為雙親的祝福。
HKPES 將於今年5月3日開始推出「水窮之處、雲起
之地~回應時代的曠野路」系列聚會，回應香港的職
場處境，這系列聚會將由兩個大型研討會，以及多個
職場查經和職場解決聚會組成，並有相關的訓練和交
流活動配合，請弟兄姊妹記念，並在我們的網站留意
有關詳情，以便支持和參與。

財政報告
2014年12月~2015年2月收支報告
收入 (HK$)
奉獻
職場培訓
專業交流
其他

：
：
：
：

385,377.00           
38,041.00          
12,000.00           
65,069.34            
500,487.34             

：
：
：
：

278,012.85            
97,559.00            
6,363.60           
11,772.29           
393,707.74          
HK$106,779.60   

支出 (HK$)
同工薪酬及福利
行政費用
事工拓展
職場培訓
盈餘

2014~2015年度累積不敷* ：(HK$112,569.98)
* 數目未經核數師核對

歡迎登入 www.h kp e s.com
以網上信用咭奉獻方式支持我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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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hkpes.com
HKPES的website已經更新，
平板電腦及手機都可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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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行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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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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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隊工：
梁淑儀小姐、鄧禮民先生、高銓邦先生、
黃讚雄先生、陳謝麗婷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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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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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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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報乃季刊，免費贈閱，歡迎致電本機構或上網登記訂閱。

水窮之處、雲起之地 ─回應時代的曠野路
2015.4.4 - 6

退修營：安息乃上主之創造

HKPES 2015年職場信徒聚會系列

楊錫鏘牧師（中國神學研究院聖經科訪問教授）
序言：袁海柏先生（HKPES董事）
講題1：轉變中的契機─司徒永富博士（HKPES主席）
講題2：從曠野的歷史看召命─雷競業牧師（中國神學研究院神學科副教授）   

2015.5.3（周日）2:30 - 6pm

回應時代的曠野路：信息會議1

工作坊1：職場解決@曠野─司徒永富博士
工作坊2：自由人@曠野─鄧有信先生（HKPES董事）、譚秀嫻小姐（升出版有限公司負責人）
工作坊3：如何處理職場的焦慮及負面情緒─T.H.E. Center
總結：總結─袁海柏先生、吳澤偉先生（HKPES董事）

2015.5.20 - 2015.6.3
2015.6.18 及 7.30
2015.8.6 - 2015.9.10
（7:30 - 9:30pm 逢周四，6節）
2015.9.4 及 9.18
（7:30 - 9:30pm，隔周五，2節）
2015.9.5 - 2015.9.19
（10 - 12noon 逢周六，3節）

德國之旅~
由路德的宗教改革到近代職場整合

羅永光博士（信義宗神學院歷史神學教授）

職場解決@曠野

袁海柏先生（HKPES董事）、高銓邦先生（HKPES同工）

使命創新與領導 (12 小時)

尹祖伊先生（彼得‧德魯克管理學院認證講師、前美國太子行集團亞太區總經理）

影。畫。人生

葉沛森博士（中國神學研究院延伸課程主任）、黃讚雄先生（HKPES同工）

職場查經：從聖經看職場曠野

吳倬文先生（HKPES董事）

Mini-MBA for Christian Free Agents & SMEs

序言：袁海柏先生（HKPES董事）
講題1: 大時代中的小故事─司徒永富博士（HKPES主席）
2015.9.13（周日）

回應時代的曠野路：
信息會議2

講題2: 上主的禮物與安息─楊錫鏘牧師（中國神學研究院聖經科訪問教授）
回應及總結─袁海柏先生、吳澤偉先生（HKPES董事）
研討坊1：自由人@曠野─尹祖伊先生（彼得‧德魯克管理學院認證講師、前美國太子行集團亞
太區總經理）、蔣慧瑜小姐（作家）、陳俊承先生（女士服裝製造商）
研討坊2：職場天文台─陳浩輝先生、胡志麟先生

2015.9.22 - 11.3
（7:30 - 9:30pm 隔周二，4節）
2015.11.7 及 12.5（周六）
10:30am - 4:30pm

曠野飄流的財務管理

吳澤偉先生（HKPES董事）

日營：
靈性修持在曠野(一)：「覺醒」
靈性修持在曠野(二)：「割捨」

譚瑞麒先生（靜觀靈修學會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