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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困境下的

工作意義
在另一本職場牧養系列《轉化職場負面情緒》的
小冊子中，說及有關幫助信徒認識工作中的確存在各
樣的負面情緒，並處理、轉化，甚至與情緒共舞，可
以讓信徒重拾在職場馳騁的動力。然而，信徒仍有必
要認清工作的本質和其中的意義且裝備自己接納工作
本身有其辛勞和苦澀。以下先從創造的角度重要工作
的價值，然後申論工作的不愉悅性。

你對工作有甚麼看法？
不防先嘗試回應附件一的問題，
然後才繼續看以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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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經常把「工作」等同「職業」，甚至是
簡化成「受薪職業」；雖然舊約聖經的確記載了各
行各業，但十誡中的第四誡：「當記念安息日，守
為聖日。六日要勞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
耶和華你神當守的安息日。這一日你和你的兒女、
僕婢、牲畜，並在你城裏寄居的客旅，無論何工都
不可做。」(出二十 8-10)。其中所指的「工」，絕
對不單只是「職業」，而是泛指生活中一切息息相
關的活動。事實上，單從舊約聖經便能找到五個有
關「工作」的重要詞彙，包括：(1) 工作－「造物之
工」(參創二: 2-3)；(2) 修理、事奉－「修理之工」
(參創二15)；(3)看守、遵守－「看守之工」（參創
二15）；(4)工作、作為－「以何事為業」（參創
四十六33）及(5)勞碌－「勞苦工作」(參傳道書)。
1

理查遜亦指出：「舊約用這詞指工作、努力、勞

動、勞苦、服事、甚至敬拜。若把其定義為『有目
的地運用精力』，就太空泛，是無意義的。若把其
定義為『運用精力，為了回報或賺取生計』，那麼
創造者的工作肯定不包括在這定義中。」理查遜則

「工作是上帝所賜的一項途徑，讓我們藉之在彼此
服事中實現我們的共人性，並以上帝的國度為參照
點。」3 很明顯鄭所定義的工作既涵盡了工作的活動
性，而且肯定了工作是上帝所賜，並從工作實現上
帝的屬性(如真、善、美、自由和愛)，且讓人在工作
中從此得著建立和成長。

2. 上帝對人工作的召命
正如創世記一開始的描述，上帝從空虛混沌中
創造秩序，並用六日創造世界、按自己的形象創造
人(創－26)。上帝呼召人管理世界，藉以彰顯上帝的
形象，大地亦因此成為實踐上帝旨意的場境(創－2628)，從這角度看，人的工作是帶著上帝的榮耀和
祝福，並且與上帝一同經歷創造奇工，共同統治大
地。事實上，創世記對人的工作描述得非常正面：
「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
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
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創一28) 上帝對人
的工作，既是呼召，又相當具體，並帶著祝福。

基督的工作(意思是為福音工作)。2 而鄭順佳定義：

1. 參陳文芳：「舊約的工作觀」，《當工作遇上安息》‧香港:基
道，2007。
2. 參Richardson, The Biblical Doctrine of Work, 9
3. 鄭順佳：「工作神學初探－從《工作通諭》說起」，《工作神
學》，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46期，(2009年1月)，頁83。

02

03

指工作有三種意思：創造的工作(只限於上帝)、人的
工作(所有工作，由統治帝國到伐木和取水)，以及

3. 人犯罪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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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從勞苦工作得安息

人在墮落之前，工作是順從上帝的安排和旨

聖經在創世記對工作的描述，有一個很重要的

意，工作就是事奉祂；但當人犯罪後，工作的本質

主題，就是安息日，在創世記第二章：到了第七

出現劇變，地被詛咒：「地必給你長出荊棘和蒺藜

日，上帝放低造物的工，進入安息。因此，工作

來，你也要吃田間的菜蔬，你必汗流滿面才得糊

最理想的境界，就是得安息，正如耶穌在馬可福音

口。」(創三17-19)在這裡必須留意，受咒詛的是

二章27節所言：「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人不是

地，並非是人。雖然人仍在管理、修理、看守的工

為安息日設立的。」意旨安息日是上帝所賜下的禮

作中，可是因著生產力的大幅降低，如人雖努力

物，要讓終日忙碌、心煩意亂、疲憊不堪的世人

耕作，但收成卻沒有保障，土地會因著過份耕種而

稍得歇息。更重要的是，安息日提醒我們想到上帝

收成下降，甚至要休息復原，結果是人從主動的

的創造。上帝要我們停止工作來敬拜祂：「當記

管理者角色，轉變成受大地剝削的奴役者（工人）

念安息日，守為聖日。」更提醒我們一件事：我們

角色，因此工作亦被視為勞苦和糊口的生計。可是

並非因自己的工作成果而驕傲，而是放下自己手所

創造者上帝始終掌管大地，四時生長，工作者雖有

作的工，進入安息事奉祂。「這樣看來，必另有一

權因著其勞苦得著工價，但仍需依賴上帝的恩典。

安息日的安息，為上帝的子民存留。因為那進入安

現代人普遍對工作有負面情緒，如疲憊、挫敗、憤

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工，正如上帝歇了祂的工一

怒、似乎與罪進入世界，工作不易產生滿足感及人

樣。」（希伯來書四章9-10節）人縱然因著犯罪而

際間彼此傷害有關。4 因此，按著人們的生理及心理

要汗流滿面地工作，雖然工作依然會面對「荊棘」

訴求，面對辛勞、挫敗不悅的工作，設法逃避甚至

和「蒺藜」，但若我們能真正安息在上帝的恩典

退下來(例如提早退休)，是非常自然的反應。

裡，經歷祂偉大的創造能力和慈愛的眷顧，工作雖
然帶有從人犯罪而來的苦澀，但我們仍能體會棲身
於上帝恩典的安慰，和因著以工作來事奉祂而生的

4. 參占士．韋特、伊芙蓮．韋特《心靈魅影》‧香港：道風山基督
教叢林，2002，頁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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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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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信徒現世職場的處境，筆者發現信徒以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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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普遍對工作意義及事奉觀存在聖俗二分的態
度，因此信徒在職場的信仰價值觀很容易被邊沿化
及被視為不切實際，更莫論期望信徒能以工作來影
響世界。而且，不少信徒卻不由自主及不能避免地

從牧養角度幫助信徒更新

每天長時間地停留在職場。在香港這個慣性競爭的
經濟環境，在職工作者的壓力只會有增無減。信徒

現世工作觀

是否也一樣淪為工作奴隸、工作狂和活在絕望恐懼

路德對「信徒皆祭司」及職業無分聖俗的主

我們進入崗位，勇敢接納一切從犯罪後果而來的苦

張，的確為信徒進入俗世職場」注入一份神聖意義

澀，盡力做好本份，並視所作的成果全是出於上帝

及召命感——無論信徒的工作崗位在教會抑或職

的恩典，存感恩的心情工作。

中？當我們幹着一份使人疲憊、充滿挫敗感、不易
看到成效、甚至活在無休止的辦公室政治中，我們
的確需要一份天職感：深信上帝自有其意旨，呼召

場，只要認清這是出於上帝的召命，其工作也是神

事實上，由抽離「信仰」的工作觀，到將信仰

聖的。有了這份召命，便多了一份天職感。即使莫

實踐在工作上，信徒必須在認知上處理對工作觀念

特曼並不完全認同路德對召命的看法，但他還是肯

的轉變，例如工作的本質意義是甚麼？只為了領人

定工作能展現基督救贖世界的計劃；因此工作除了

歸主？或作善工以見證基督的生命？……筆者認

源於召命和進入崗位，亦有其終極意義，就是通過

為若能在工作上肯定上帝與我們同在，我們即使沒

工作來完成上帝對世界的心意。在這過程中，工作

有做到凡事有「好見證」，又或未必可以「領人歸

除了因靠著上帝的祝福而有的成就感，和因榮耀上

主」，但因著信仰肯定上帝與我們同在，而盡力做

帝而生的滿足感（正如加爾文所指），但亦包括一

好工作，我們還是不失為良善忠心的好管家！

切不愉悅、苦澀的感覺，正如基督救贖的工作也帶
著痛苦。

本文雖概述了一些聖經中的工作觀，但若用聖
經去明證今天的「工作」上的反省，筆者則必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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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聖經裡面的工作場境，與今天我們所身處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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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場境是不盡相同的，比如說，猶太人所講的安

結語

息日，在猶太群體或可以勉力實踐，但在現代社會

筆者在青年期非常喜愛閱讀的一本書就是「可

中，能夠一星期有一天法定假期，還是很近代的

能」，並深受其影響。在過去經歷事業起跌而再

事；即使在香港，法定假期的規定，還不足一個世

起，的確深植「可能」思想，認為若上帝祝福，

紀。有些工種根本常規沒有星期天作為休息日，如

一切都會成功，並視成功為上帝祝福的標記。正如

飲食業、醫護人員及航空從業員。此外，在新約

作者蕭律栢牧師的名言：「勇謀大事而失敗，強如

中，常有記載有大批人跟隨著耶穌，其中不乏無工

不謀一事而成功 8 。」就基於這套「成功神學」及

可作的人士。而現今社會工作的形態更為多元，例

「可能」思想，筆者的確花上畢生大部份時間在工

如用腦（知識型）比用手（工藝型）多、留家工作

作及追求「成功」，可是在整個過程中，不但未能

及自僱工作增多、浮動工時等。因此，從聖經角度

完全享受每一階段所謂「成功」的喜悅，因為擺在

理解工作觀，有需要以其場境本義出發，智慧地應

面前的，有更多要追求的「可能」和更高的目標，

用到今天的職場實況，否則硬套只會徒添信徒不必

這就正如小型教會要向中型教會學習、中型教會要

要的罪疚感。

追求成為大型教會，而大型教會卻要謀求成為巨型

工作是否等同侍奉上帝？牧者必須幫信徒找出

教會，認為這便是上帝祝福的明證。筆者認識不少

屬於他們自己的答案。然而筆者認為，因著上帝本

傳道人、牧者，在這追求及維持的過程中，並不快

身就是工作者，祂的工作至今未曾停止，並喜悅我

樂，亦由於堂委執事往往以此來評比他們的表現，

們被呼召成為祂的同工和管家，盡力完成祂所托

為傳道人徒添不少壓力。

付的，以基督救贖侍人的精神，在工作上展現上帝

是以，筆者要問，小有什麼不對？即使貧窮又

美善的臨在；當我們如此工作、如此服侍，工作便

是否等同上帝不祝福？不成功是否也是上帝的「可

是侍奉上帝了﹗就算當我們在工作中遇到困境，這

能」呢？同樣，面對重大的衝擊，如金融海嘯，我

困境必然不會致終奪去我們願意「迎難而上」的動

們會否因為有所損失？或是害怕失去而憂心重重？

力。

為甚麼我們不能從「零」出發？思想的起點是：我
1. 參 蕭律栢《可能!》，香港：亞洲歸主協會，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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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本來一無所有、一無是處、一敗塗地……這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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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歸零心法」（提摩太前書六章7節）
近代企業界已轉念認為「愈小愈美麗」（Small
is beautiful），至低限度小能轉身快、靈活面對轉型
及逆景，小能提供更具人性化的服務。對於個人，
不一定「成功」才算是上帝的祝福，能養妻活兒、

附件一
《基督徒工作群體的壓力源與離職意圖研究》
其中部份問卷內容10
你認為「工作」給你的感受是什麼？
最多選五項, 請在□內填上數字1-5，
並以1代表你認為最重要的一個因素。

無愧於人、晚上安睡，簡約一點的人生，心靈豈不
更釋放，更能進入基督應許的平安（約翰福音十四
章27節）。行文至此，我開始有點體會為甚麼聖法
蘭西斯不惜為更深經驗基督而願意過徹底貧窮的生
活，一種轉變到「神貧」（Holy Poverty）的觀念。9

□束縛
□責任
□維生

□奴役
□無奈
□事奉

□享受
□寄託
□滿足
□充實
□其他：___________

什麼是你選工作所考慮的因素？

反思

問題 ■ 在看完整個有關工作觀的內容，對照你先
前在附件一回應有關工作的答案，作者與
你的工作觀有甚麼異同？
■ 作者在那些層面更新你對工作的觀念？
■ 「工作便是侍奉上帝」，心態上你需要那
些轉變？
■ 你如何回應上帝賦與你在工作中的召命？

最多選五項, 請在□內填上數字1-5，
並以1代表你認為最重要的一個因素。

□學以致用 □工作性質
□行業前景
□薪酬待遇
□工作意義
□工作地點
□個人興趣
□配合個人信仰 □工作時間
□公司福利
□工作環境
□公司規模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作者保留本文出版版權
9. 參 張力揚：《生態守護者法蘭西斯的心靈世界》，雅歌出版社，
1998，頁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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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這是筆者與HKPES合作進行的一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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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認為工作的價值是什麼？

你認為怎樣才算是「事業有成」？

最多選五項, 請在□內填上數字1-5，
並以1代表你認為最重要的一個因素。

最多選五項, 請在□內填上數字1-5，
並以1代表你認為最重要的一個因素。

□發揮個人才華
□維持生計
□追尋個人理想
□平衡生活
□服務人群
□建立個人事業
□實踐個人信仰
□維持社會發展
□致富
□了解人性
□改變社會
□認識上帝的恩典和作為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行內有一定的影響力
□享有高薪厚職
□能影響社會發展
□得到公司重用
□有效地把上帝福音傳給世人
□名留青史
□能伸張社會的公義
□工作能帶給很多人得到幫助
□在行內有好名聲, 得到同業上下認同
□能享受到工作的意義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認為事業上取得成就的必需條件是什麼？
最多選五項, 請在□內填上數字1-5，
並以1代表你認為最重要的一個因素。

□頭腦靈活
□真誠正直
□學識豐富
□勤奮上進
□良好人際關係

□創意力強
□順服上帝的教導
□腳踏實地
□冒險精神
□其他：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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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認為你算是「事業有成」嗎?
不是
1

是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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