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職場信徒 更新工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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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起腳，永遠不會取得入球!」這是一位父親
不斷叮囑作為職業球員的兒子，要爭取打好每一場
賽事的應有態度。
大概在20年前，我本著同樣的心態，回應上帝在
我內心的呼召，切實認真地花點時間，探索幾個問
題：究竟工作在上主的創造裡有甚麼心意？工作跟
事奉又有甚麼關係？召命與工作及休閒如何踐行於
信仰生活？如何在工作中進行靈性操練？
如今回望，可能我是屬於較早的一批信徒在華人教
會中提出對「聖俗二分」觀點作出挑戰，可想而
知，這是條又大又難又孤單的路。當時促使自己走
上此路的原因，其實是源於內心的一份疑惑，就是
不解於為甚麼上帝的道與日常生活好像沒甚關係，
亦不甘心於信徒工作的唯一目的是「領人歸主」
（我是指以工作為手段，目的是向同事傳福音）。
就是因為這份疑惑，我和幾位同道經常走在一起，
組織討論會、倫理小組、學習班，與神學教授對
話，甚至進行調研、教牧小組，共同尋索工作的神
學意義，探討教會如何幫助信徒尋找這份意義，從
而裝備和牧養在職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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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下來，喜見同路人愈來愈多，有關議題亦見更受關
注。然而香港在這些年間也走過不平凡的歲月，如金融
風暴、沙士瘟疫、金融海嘯、全球經濟融合、國內巨企
崛起、生活成本高企等，這城市已成為全球工時最長、
樓價最高、超不快樂的地方，此刻信徒的工作張力卻變
得空前嚴峻，問題是教會關心信徒的工作生態及進行有
系統的牧養和支援又是否有同步的增長呢？相信眾多在
職信徒和資深牧長一定心中有數，但一場職場運動從信
徒群體中已慢慢地形成，並且靜悄悄地向傳統教會的牧
養模式「Say No」和行動起來。
是的，我的確走過屬於自己的「不平凡」職場服侍之路
（是自己的左腦和右腦不斷對話所行的是否正確），限
於篇幅，在此不詳述其中的心路歷程了，我只嘗試總結
小許過去多年來我所觀察的，大概有以下三點。

關於第二方面：職場規劃，不少人都是從職業的「前
途」（市場價值）或「錢途」（金錢價值）為主要的
考慮因素，於是大多是「被動」地和盲目地進入某個
行業，然後本末倒置地強迫自己在該工作做出「卓越表
現」，其中的苦澀和「身不由己」的不悅感可想而知。
相對於這種被動（市場）模式，我們提出信徒應該以另
一種方式進行職涯規劃，就是從創造主的觀點出發，回
應上帝在每一受造者身上獨特的呼召（Calling），栽培
合乎神心意的價值觀、本質和性情（Being）然後以專業
熱誠、榮神益人的投入態度，把上帝交付給我們的工作
做好（Doing）。
把上述職場牧養和生涯規劃兩方面的構想結合起來，我
們提出了如下圖進行系統的職場門徒訓練的建議：

第一，今天應該已沒有太多牧長會懷疑教會須否為信徒
提供職場牧養，只是不知應該怎樣進行；
第二，現在大部份的年青信徒都知道要有職涯規劃，但
多數是以市場需要甚麼人才，而進行自我裝備，甚少認
真思考上帝在他們身上獨特的心意（召命）；
第三，大多數信徒把「成功」、「成就」看成上帝祝福
的確據，一旦諸事不順，便理解為信心不足和不夠敬
虔。
就上述第一項的觀察，在過去多年，喜見教會和
信徒群體在職埸牧養方面的確下了不少功夫，各
式各樣的聚會、工作坊、營會、主日專題，以
至文字、出版、研討會議、工作神學課程等，
都如雨後春筍，適時回應眾多職埸信徒的心靈
需要。
正因為此，我們便需要有一個良好的神學架構以及堅實
的聖經基礎。
近閱由楊錫鏘牧師與香港專業人才服務機構（HKPES）
項目經理黃讚雄弟兄合著的《創造神學與職場》*，喜
見他們從聖經中關於創造的角度和創造的三種秩序（即
物質秩序、功能秩序、道德秩序），與讀者仔細討論人
生以至職場的各方面，並一再嘗試觸及一些「敏感」的
工作/回報議題，如種瓜得豆，種豆得瓜，甚至指出人生
的召命以至福與禍，均是上帝的禮物。提醒每個在職信
徒，我們一切所成（或不成），均來自造物之主。
基於創造神學的觀點，HKPES近年亦提出了職場牧養須
朝四個方向幫助信徒，即（一）裝備（Equip）：通過
系統學習，增強在職信徒對踐行信仰的聖經原則，整合
信仰與工作的神學基礎；（二）辨識（Enrich）：認識
所處的職場處境和挑戰，從而以智慧作出合乎信仰原則
的行事及決定；（三）授能（Empower）：承認困難和
苦難的存在，鼓勵信徒逆境前行，全力以赴做好當下；
（四）踐行（Engage）：持續進行職場門訓，差遣信徒
進入特定職份，踐行基督信仰，延展上主的國度。

此外，我想再說明的是，盡忠、回應上帝的召命，以工
作為祭，與凡事順利和愉快積極的「心境」可以說是沒
有必然關係。相反，我們必須承認我們所身處的世界是
一個充滿結構性罪惡和不完美的世界，而我們的能力和
年日既是又有限又短促，絕不足以窮一人之力量可以改
變世界，因此「悲劇」和「痛苦」在真實職場可以說是
常態，就正如約瑟即使盡忠職守、滿有上帝的靈和過人
的智慧，仍要面對被主母污衊、下在監牢及求助無援的
厄運。
所以，真實而又必須要有的工作態度是把「心」和
「境」分開，即全心做好每一件事，並且坦然面對創造
主給我們的各種處境。
另一方面，當我們落在百般的困難中，上主亦是我們的
拯救。我們的工作心境必須全然回歸到十字架救恩的真
義，得贖是從耶穌基督的甘願受苦和犧牲的大愛而來。
多年的工作經驗告訴我，以背負十字架的精神完成一項
又一項的工作，看待失敗、錯誤、失落、受苦、被屈、
活在苦毒的辦公室政治、無休止的角力、生不如死……
種種都是常態，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自然有我」的
心情，走進上主交付給我們的處境，活出從上而來所領
受的「意義」，才是真正的出路。
總結一句：現實處境愈困難，工作「前途」愈灰暗，認
識召命就愈重要。
*《創造神學與職場》，天道書樓於2018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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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井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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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黃豆
杜婉霞 好好戀愛學堂創辦人
自由人匯習成員
參 加 H K P E S 的 「 自 由 人 匯 習 」（ F r e e A g e n t C l u b ,
FAC）已幾年了。這個群體結集了一班一人公司老闆及
自由工作者，彼此學習帶着召命去營商。3月22日實地走
訪「壹品豆腐」廠，聽聽掌舵人Lawman羅孟慶的故事，
獲益良多。
當天風和日麗，天氣良好，我們一行二十人，帶著像小
學生去旅行的興奮，去元朗參觀「壹品豆腐」廠。雖然
廠房外表「其貌不揚」，甚至有點破舊感，但設計卻符
合安全標準……由煮豆、製漿、入樽、冷凍……製作過
程受嚴格監控，確保品質。一直堅持不落防腐劑並只保
並14日的豆漿，入口的香滑度果真與別不同。
戲肉，當然是聽Lawman的故事。他20多年前，是家中
唯一的大學生，讀的是當時前景無限好的IT，但眼見父親
對豆腐廠的不捨，就毅然決定接下火棒，繼承這家父親
用畢生心血經營的豆腐廠，為的只是一份情。他堅信這
傳統產業並非已屆夕陽，能不能做到起死回生端乎決心
和創新精神。
羅老闆看上去很年輕，溫文有禮，沒有架子。他不斷想
方法將產品改良、創新，且堅持出品一定要安全，令到
不只客人，連家人、員工也樂意買來享用。這是他做生
意一直持守的理念，所以能每晚帶著無愧的良心安睡。
當然，手工豆品保鮮期有限，所以不能外銷，唯有靠香
港人支持香港品牌。

一個在香港能經營超過半世紀的品牌，一定經歷過起
落興衰。當他講到97金融風暴、2000年科網股爆破、
2003年沙士……甚至曾經艱難得不能準時出糧給員工，
也黯然落淚。但在如此艱苦的境況，仍然獲員工體諒與
支持，能上下一心捱過最低迷的日子，相信他在員工心
中，是個跟得過並值得信賴的老闆。
他另一個堅持就是賺錢不是第一位，做生意能平穩向上
已很好，所以，他不會偷工減料，也不會將貨就價。
他也是個懂得感恩的人，有今日的成就，不去獨自居
功，而是多次感謝家人、同事和朋友的支持。
對我們來說，我們要多謝他的慷慨分享，使我們這班一
人公司的自由人，能從他的智慧與經驗，學習經營之
道。雖然Lawman沒有將信仰常掛在口中，但其營商之道
已活現了信仰。

「 自 由 人 匯 習 」（ F r e e A g e n t C l u b ） 是 支 援 信 徒
在職場實踐自由人理念的平台，這群體的成員稱
為FACer。所謂「自由」不在乎你的工作型態，
卻是由你的心態決定。你可以在你的一人公司/
企業（Me Corp）實踐，也可以在你現時公司的
制度和框架下發揮你的創意空間與才華。匯者：
一同匯聚，從中得息得力得鼓勵，習者：自發學習與
「學會學」。面對經濟轉型，能建立不斷學習的精神及
掌握如何學習是極為重要。我們期望工作者透過這個平
台，能活出召命（Calling）及上主眼中的「我的本性」
（Being）。
我們設有定期聚會，歡迎加入！
詳情請瀏覽 www.hkpes.com/activities/f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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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珏明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提前 4:12

榜樣，我未必做得好，但當中一些經驗，或準確點說，
是變遷中的經歷，可以拿出來坦承跟大家分享，當中不
是全都正面，因為當中會有擔心、掙扎，甚至自我懷
疑。
2017年11月時我安靜自己，預備12月這聚會的分享，那
個月我個人有一首最喜愛的詩歌，即是會成日loop住聽
的，叫《不變的應許》，歌詞中副歌是這樣的：
原來哭有時 歡笑有時
過去所經歷的困難 更讓我看到
學會保留有時 放手有時
我選擇相信 祢美好不變的應許
中間還有一句：「用信心
有 都交託在祢的手裏」

祢的信實

重新開啟我的眼光 ／我生命所

關於我的介紹，屬於八十後的傳媒人，由文字記者做
起，先後工作過多間主流傳媒，包括《星島日報》、
《壹週刊》、《東周刊》、《信報》，後來轉戰過新媒
體，是《852郵報》的創辦團隊成員，亦在《D100》網
台，即係大班那個開咪客串做時事評論員，至於現時的
工作狀態，是自由身記者，或者應該講，其實是無業！
無業，只是兩個字，用來形容一個工作的狀態，但是不
代表無事做！
2015年中我離開自己有份創立的《852郵報》，《852郵
報》在佔領時行得頗前去報道，亦是最初彈出的網媒之
一，但佔領後社會的低氣壓跟政治打壓，令公司有幕後
投資者退縮，公司面對即時財政壓力，我無奈需要離開
這個自己有份開創，本以為可以做起碼十年八載之地。
離開《852郵報》後，我回到《蘋果日報》做「一錘定
音」節目，由做文字記者變成像電視台記者，處理新聞
要想用什麼鏡頭影像配合，最難受是以前工作輕則日寫

6000字，多則一萬字，但忽然產量只跌至十分一，覺得
自己似參加中年再培訓就業計劃。
去《一錘定音》早已言明只做個半月，然後大班就找了
我去D100幫手做節目監製。
在D100工作至同年9月，我就被邀請加入《壹週刊》。
當時《壹週刊》剛大裁員，工作環境內外都很不容易，
我只能夠做日薪計的撰稿員，而其實在《一錘定音》
跟D100我都是日薪，惟在《壹週刊》工作職責卻比全
職多。
《壹週刊》的工作在17年5月尾劃上句號，決定離開有幾
個原因，第一，好朋友都走了；第二個也是主因，是我
看不到一仔有出路，長年蝕錢下高層總想改革，但無法
出死入生卻苦了基層員工，工作壓力很多，我決定自行
了斷。
雖然如此，我認為傳媒工作絕不是黃昏工業，社會仍然
需要新聞，所謂新媒體其實未新過，只是把過去的載體
由紙本變成網絡，但真正的革命性變化未出現。所以，
我決定取空間去思考前路，就只好捨棄收入，以換取更
自由身份，更因自知已不年輕，可能是最接近是否有勇
氣離開安舒區的時候，而不憑勇氣試一次，將來一定後
悔，畢竟我很想有天可以說一句：我來過，我戰鬥過！
我要再次強調，無業，不代表無事做，「天下萬務都有
定時」，半年之後我又再次回到D100幫忙做時事評論節
目主持，再因為東北案十三個年輕人跟雙學三子忽然被
刑期覆核要坐監，當中有人本身在D100做主持，入獄打
亂節目安排，我便又出動頂更做節目。
「天下萬務都有定時」，而其實上帝的定時，不單在
實體的工作任務安排上，心態上的定時，可能來的更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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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是我人生中無業最長的時間，亦由沒有憂慮變到
開始憂慮。本來沒有憂慮，是因為當時取捨背後考慮過
有儲蓄，又不用供樓，財政負擔不大，計劃休息三個月
肯定沒有問題，只要半年內有新工作就不用擔心，但半
年過去，有薪工作卻完全是零。開咪跟沒有收入沒分
別，獲得的報酬跟付出不成正比，無業不代表沒事做，
而有事忙也不代表有收入。
這些日子因為不同的工作令無業的我成為名副其實的斜
槓（slash）族，變得很忙碌，但沒什麼收入，當看著自
己銀行戶口銀碼的改變，就要學習取捨。除取捨外，另
一樣我需要面對的是自我否定。
我投入傳媒業至今14年，自問不是沒能力的記者，我獲
得過8個人權新聞報道獎、中大新聞獎每兩年一屆，文字
報導每次只得4個獎，我是首個記者在同一屆取得兩個獎
的人，另外還有消費新聞獎，但這些我曾經很重視的獎
狀嘉許，沒有發揮作用為我引來工作機會，我會自我否
定，是否其實我以前得獎是幸運，我已無能力在傳媒業
立足，因為以我的履歷，應該好多人爭著聘請呢？
自我否定是個複雜的情感，要消滅自我否定，就會自我
肯定，但愈自我肯定，卻會換來更大的自我否定。
失落有時，恩典亦有時，上帝的恩典，令我在最失落時
能站立得住。我為教會製作的堂慶報，原來仍然有力，
可以觸動生命，看著弟兄姊妹的反應，我也被重新激
勵，知道我仍然可以！
更重要是我被提醒，我的價值及能力從來不是靠獎項來
肯定，因為我的記者前半生的生涯故事中，其實有另一
章節，當日我在工作中迷失，掙扎在開創寫評論式報道
時，我求上帝叫我的報道能獲獎，以肯定我走的方向沒
有偏離，那些榮譽與其說是肯定才能，更應該是肯定我
走在上帝引領的路上。
實情是，我也不再想重走舊傳媒的路，這件事等待有
時，雖然不知等到何時！回到最初的起點，我選擇離開
壹仔，成為正面面對未知變遷的人，我十分害怕，但我
很想重建傳媒業，在傳媒工作這個職場，甚至是戰場，
為上帝打一場美好的仗！這場仗打了14年，以為一直是
埋身肉搏，但原來只是在備戰，因為真正黑暗的日子尚
未來到。

電影《十年》中最後的拷問，是為時已晚還是為時未
晚，亦因為這個答案，人會不甘心，想為香港做一些事
情。香港近年變遷很快也很大，陌生之下，我們會自我
保護以產生抽離感，因為愈上心會愈傷心，但當我在深
夜安靜坐下來撫心自問時，我也肯定自己也不甘心。
付出所有，是我不斷自我提問的問題，我是否已經為尋
找曙光付出所有？修補有時，我是否已經為修補香港的
撕裂，付出所有？不可辜負眼前好時光，引用狄更斯名
著《雙城記》中的名句：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這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
這是信仰的時期，也是懷疑的時期；
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
這是希望之春，也是失望之冬；
人們面前有着各樣事物，人們面前也一無所有；
我們無法選擇所處的時代，而無論身處的是怎樣的時
代，我們必然要努力奮鬥，才能成為改變時代的洪流。
而惟有上帝是永恆不變，在這個定時與不定時之間，叫
我們能站立得住。
今天香港，很多小事不義而淪為大不義的事，神如果呼
召我們做大事，都不過是由許多「小事」累積而來，
就是我們在所處崗位中，明白一切都有定時，不用急，
不用怕，不用擔憂，也不用衝動，但就付出所有，找出
在大時代來臨時能夠取捨的先後優次，在自我懷疑與不
安中尋找恩典的足印，勿忘初心，只要有足夠多人一同
如此活出召命，必定是為時未晚，能扭轉乾坤，絕對不
是夢！
最後我想宣告一件事，就是在未來最少10年後，我一定
會很榮幸能夠有機會跟大家，在香港為我們這個家，有
一起同行過。

本文是陳珏明弟兄在HKPES「2017年度職場論壇 ──活在變遷中
的召命」（12月9日）的分享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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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18 | 飲於井內

飲於井內

減薪Yes or No之
筆者以前從事社會福利界，因為社會福利署把資助制度
改變，於是跳槽後由舊制社工變成新制社工，減薪一半
再做回原有的職級。做了9個月的減薪社工，我心裡仍是
不甘心，因為工作的內容及要求不變，但待遇就只得一
半，結果我還是誠實地面對自己的不甘心，決定辭職。
離職後我參加了一個生死教育的課程，其中一個環節，
是走到位於薄扶林道的墳場，獨自在那墳場中觀看墓誌
銘及靜思生命。我從不害怕到墳場，因為墳場是一個讓
人反思生命的地方，幾年前當我到巴黎遊覽時，我不熱
衷於逛公司，反而去了巴黎最大的墳場Père Lachaise
Cemetery，看看法國人的墓園設計，靜靜思考人生。我
又曾經參觀巴黎的骨頭博物館Catacombes de Paris，那
裡是一個著名的藏骨堂，當年由於巴黎爆發瘟疫，為了
解決墓地不足和公眾衛生危機，人們將埋在市區所有公
墓中的屍骨轉移至此處。在骨頭博物館裡，所有先人的
骨頭都被分門別類，然後整齊地擺放在一起，例如這一
邊有一大堆大腿骨堆放整齊，形成了一道牆，另一邊，
又有一大堆頭顱骨形成了另一道牆。面對那些人體不同
部位的骨頭，讓我反思到眼前每個曾經活着的生命，誰
跟誰愛過、誰跟誰恨過、誰的地位高、誰的地位低、誰
美誰醜、誰貧誰富……最後都變成了骨頭，任由別人整
齊地堆放在一起，到底，人還可以執著甚麼？又可以掌
控甚麼？
至於那次到薄扶林道的墳場靜思，我看到年老者的墳
墓，又看到年幼者的墳墓，生命或長或短，也不由我們
控制，假如一生只追逐吃喝玩樂或名利權色，其實又有
甚麼意義呢？不想過一個沒有意義的人生，那又應該怎
樣做才是有意義呢？
墳場靜思的活動完結後，我們要回家做一份功課，內容
是假設自己去世了，在追悼會上，我的好朋友會宣讀一
篇悼文，我要代入自己好朋友的角色，草擬這篇悼文。
我努力地寫著，幻想自己的好朋友娓娓道來我一生的點

No

蔣慧瑜* 心理學培訓導師
書籍及專欄作家

滴，完成了悼文之後，當我細看這篇悼文，才發現有
一句很值得留意的句子：「蔣慧瑜是一位失意社工，
她……」
啊，假如到了我生命終結的那天，朋友竟然繼續用「失
意社工」來形容我，即是我失意了很長的日子，甚至可
說是失意了大半生，我不想要這樣的人生！這次猛然的
醒悟，令我重新思考以後要走的路，幸好這份功課帶我
從另一個角度看自己，否則，我可能仍在失意的路途上
打轉。我終於決定離開社會福利界，因為我不想再在千
瘡百孔的福利制度下，當一個失意的社工，浪費我的心
力，我要拿回人生的發球權，活好我的一生。
做就不要怨，怨就不要做，很多人都不願誠實地面對自
己，結果浪費時間去又怨又做，在苦毒與埋怨中不斷輪
迴！其實當他們願意承認自己的不忿及嫉妒，不再擔任
受害者去埋怨，他們才可以停下來想想到底是繼續容
忍，還是選擇離開。我曾經浪費時間及心力在社會福利
界又怨又做，當我重新面對自己的人生，我需要為自己
的快樂負責任，我不要再做受害人，也不要繼續埋怨。
近年來，我經常瀏覽臉書一個名為「社福解密」的專
頁，由於可以匿名發表意見，很多社福界的朋友都在專
頁裡申訴行內不公平的事，看到那些事情，我也感到不
平，但退後幾步看，原來從我離開社福界那天至今，情
況一直沒有改善過。我必須要誠實地面對自己，以我的
性格，假如一直留在志願機構工作，我只會繼續埋怨，
並且經常投稿去「社福解密」的專頁揭示對制度的不
滿，變成一個充滿怨氣的社工。
我不知道自己還有多少日子，我只知道我是「有限」
的，我不想再浪費時間去埋怨，我改變不了社會福利的
大制度及某些根深柢固的文化，但起碼我可以改變自己
可以發揮的那個部份，用寫作及訓練去推廣精神健康，
在自己的舞台上繼續祝福別人。
* 蔣慧瑜女士於5月3日成為HKPES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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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精華
2018楊醫聖經默想─他神的廟、我主的國

今年的2月和3月，楊醫分別透過耶利米、但以理和
約書亞三人的經歷，以「他神的廟、我主的國」為
題，和我們一同默想上主的說話。
在這三個聚會中，楊醫提醒我們要相信上主在任何處
境仍是掌管全局的，縱使表面形勢好像十分困難，上
主依然可信可靠。回到上主的話語裡，讓我們有能力
在「他神的廟、他神的國」中，見證信仰。

財政報告

大隱於市
感謝神，蔣慧瑜（Annie Chiang）女士已於今年5月
3日正式成為HKPES的董事。Annie現職為心理學訓
練導師及作家，共著書13本，部份書籍更發行至中
國大陸、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等地。我們盼望上主透過
Annie，祝福HKPES，繼續有力地服事在職信徒，在
工作崗位中，見證基督信仰。
我們計劃於今年下半年進行2018 HKPES香港在職信
徒工作處境調查。過去十多年來，HKPES都定期對
香港在職信徒進行問卷調查，目的是了解在職信徒的
工作處境和價值。今年的調查，我們除了對在職信徒
的價值取向繼續作跟進研究外，更加入了一個新的部
份，就是信徒對其堂會的職場事工的看法和期望，盼
望上主祝福此次調查，讓堂會更能了解及支援香港在
職信徒當下的情況和需要。

2018年3月收支報告
收入 (HK$)
奉獻
職場培訓
其他

：
：
：

550,258.00             
59,607.40            
28,670.89              
638,536.29               

：
：
：
：

78,063.80              
41,243.55              
14,886.30            
10,842.90            
145,036.55            
HK$493,499.74   

支出 (HK$)
同工薪酬及福利
行政費用
事工拓展
職場培訓
盈餘

2017~2018年度累積盈餘* ：HK$307,841.95

2018年4月~5月收支報告
收入 (HK$)
奉獻
職場培訓
其他

：
：
：

188,816.00              
17,855.00             
30,387.89              
237,058.89               

：
：
：
：

166,405.80               
82,004.58               
200.00            
18,702.60             
267,312.98             

支出 (HK$)
同工薪酬及福利
行政費用
事工拓展
職場培訓

2018~2019年度累積（不敷）* ：（HK$30,254.09）

* 數目未經核數師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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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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倬文先生、吳澤偉先生、鄧諾文先生、
蔣慧瑜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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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行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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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報乃季刊，免費贈閱，歡迎致電本機構或上網登記訂閱。

「人生我主場：伊甸園外的生與死」
職場對談會系列
職場查經─靈巧像蛇，馴良像鴿
這次職場查經，我們會嘗試在不同的福音書中選出一些耶穌如何面
對別人巧言盤問時，從當時的歷史處境，經文篇修和詮釋，看耶穌
如何有智慧和策略地，一方面令對方無法得逞，同時更把上主的原
則清楚點出。

職場信徒當如何從召命和處境看待工作？在困難中又如何尋找出
路？
HKPES與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合辦，我們透過聖經和業內人
士和大家重尋信徒在此世代中的工作與召命。
2018年：戰勝迷惘
8月31日（五） 謝絕無理— 在職場上如何應對無理的要求？

日期： 2018年6月26日至9月18日（周二，每兩周一次，共7次）

對象： 大專生及在職青年

時間： 晚上7:30至9:30

查詢： 2381 3177 黎小姐

費用： HK$560
地點： HKPES 會議室
負責同工： 黃讚雄（HKPES項目經理）

報名及詳情：請瀏覽 www.hkpes.com
查詢：2314 3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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