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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從楊錫鏘牧師（楊醫）於2009年1月的中

神期刋（CGST Journal）中以「《傳道書》的職

場智慧初探」為題，從創造神學的角度探討職場

與信仰的關係，以及他在2009年2月HKPES的營

會中，分享「從創造講職場：知天命、行志業」

後，楊醫和HKPES與一群對職場事工有負擔的弟

兄姊妹在這方面不斷分享和交流，並嘗試透過創

世記第一、二章的創造記述中所帶出的教導和觀

念，應用在職場的真實處境中。

而召命，就是這些學習的核心。



1. 楊錫鏘著，福音證主協會於2017年5月初版。

在職場，我們往往以「72行」去表達社會

中各行各業的分別和關係。對信徒而言，我們相

信萬事非偶然，工作既是為糊口，更是神要我們

在地上事奉祂的平台。因此，信徒做甚麼工作便

與他們的召命觀念有著緊密的關係。

HKPES在2019年3月9日及4月6日舉行了兩

場「讀出召命」導引講座，由楊醫分享他的召命

觀念，目的是讓弟兄姊妹對此有較全面的了解，

也鼓勵大家閱讀《召命──以生命回應神的召

喚》1一書。

本文為這兩次講座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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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創1:3-5。

何謂召命
從創造的角度來看，「召命（或呼召）」

這個詞引申自《聖經》創世記第一章。神在第一

日說：「要有光」，就有了光，跟著就把光和暗

分開了，稱光為「晝」，稱暗為「夜」。2 所以

呼召是一個創造神學的觀念。

創造中的呼召觀念不單只包括我們與神的

關係，還指出我們在世的整個人生，都是神創造

的。正如神呼召光出現，神創造人就是呼召人。

從創造而言，召命的觀念是非常闊的，意

思是它不只是關於神要我們進行某件事情或擔任

某個工作崗位，甚至不限於從事某種事奉或某類

職業。召命是關乎人的整個生命，當中包括生活

的各方面、人與神的關係、際遇、禍福、家庭、

職業、健康、壽命、財富、前途、疾病、苦難等

所有人生經歷，而人亦是要以整個生命回應神的

召命。

根據創世記的記述，生命和物質都是神所

創造，而且都有神的心意，因此人不應只掛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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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之上」的事（即天堂或得拯救）。《聖

經》沒有告訴人天堂或永恆的詳細情況，只告訴

人要知曉人至終要歸回神那裡。反過來說，「日

光之下」的事（即現世或今生），才是人每天要

面對和要肩負的責任，人要在今生的物質世界裡

把信仰踐行出來，如此，信仰才是真實的。

從經驗而言，召命就是神放在各人心裡的

負擔，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從創造角度看，神早

已對每個人定下了心意，呼召他做神原本設計那

樣的人；從救贖角度看，神也呼召人離開罪惡，

回轉歸向神，與神和好。在生活所有方面都做回

神原本設計那樣的人，創造與救贖二者不能分

割。

非信徒也有召命
萬物都是神創造的，人人有份，所以就連

非信徒也有份於創造之內。雖然非信徒不認識

創造他們的神，但神仍照樣把很多智慧賜給非信

徒，使他們得以盡其本分。《聖經》中的智慧文

2. 創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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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其他的智慧教導有不少相近之處，原因是人

類是神創造的，因此只要有人生體驗，就會發現

這些智慧。有時，有些非信徒甚至比信徒更懂 

世情。

信徒不是信了主之後就突然懂得在日光之

下做人，他們依然要學習生活智慧、學做人，

《聖經》的智慧文學說的智慧就是敬畏耶和華、

尊重神的創造。非信徒也會懂得尊重「天」，孔

子談到「天命」──天命定了人的命，也是相類

似的觀念。

非信徒雖然不會明白人與神之間的關係，

也不同意自己是神所創造的，然而，他們可以選

擇做個有品德的人，按自己的能力及喜好，做正

確的事。因為從創造的角度而言，所有人，無論

是否信徒，皆是神所創造的，因此非信徒也有可

能活出神給他的召命。

非信徒也一樣有願望、理想，他們只是沒

有去理會日光之上（天堂、永生、救贖）的難

題，也就是未與神和好。相對而言，信徒也不一

定有智慧，他們仍要不斷按照《聖經》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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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如何生活及活出召命，回應神的創造原意。

有很多未信的人也能夠做到神想要他們做

的事情，雖然他們沒有承認這個神，但神的胸

襟極廣，祂照樣會呼召未信的人。只不過從救贖

的角度看，他們沒有與神聯繫，但對於今生的責

任，他們仍然可以去實踐，事實上有很多信徒也

比不上非信徒做得那麼好。

光與暗、福與禍
創造觀念能幫助我們面對悲慘人生這課

題，《聖經》經常都如實地記載了很多悲慘的人

生故事。從創造角度看，可以說神會容許一些悲

慘的事情發生，悲慘的遭遇亦是創造的一部分，

但神的恩典是夠用的。受到傷害的當事人必然很

難受，我們若只強調用救贖的角度看神的慈愛和

拯救，以致我們期望今生要如天堂那樣快樂，便

很難接受不如意的遭遇。

現實的生活和職場上，不如意的事可說十

常八九。在創世記、以賽亞書3、傳道書裡，都

3. 最明顯的例子是，賽45:7「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災
禍；造作這一切的是我─耶和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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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幅幅關於福與禍的並排圖像。創世記第一章

所記載的創造，已經包括福與禍：神造了光，再

分開光和暗，光代表福，黑暗代表禍，這是《聖

經》一致的說法；而約伯記正是要教導人們在苦

難中如何自處，如何有智慧地面對人生的困境，

這才是真正的信仰。神創造我們的旨意當中，包

括我們要花一些時間去學習有智慧地生活，懂得

面對苦難。

在創造神學中，黑暗不是指邪惡，而是指

禍患，而這並不是等同人的罪。創世記第一章

說，在神未呼召光之前，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

暗。第一日還沒有造人，就已經有黑暗，而光代

表著福和生命。《聖經》的創造觀念強調的是

「分」，而不是從科學或歷史角度所說的從無變

有。《聖經》對首三天很多的創造都沒有交代如

何發生，例如沒有說清楚神如何造水，只說神把

水分為穹蒼以上的水、穹蒼以下的水，全都是用

「分」，分光暗、分旱地和海，跟著就各從其

類，都是用「分」。4

在現世生活中，人們很重視要「有」，

4. 創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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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無」，無就是禍患，但神卻說可以

「無」！「分」光暗的意思是要讓暗可以合法地

存在，這不關乎罪的問題，傳道書說的虛空就是

無、是失去的意思，所有的福也是可以失去的，

它強調人生一切都會從「有」變成「無」，指出

日光之下的今生並不是永恆。

約伯記也說神可以賜下福，也可以拿走

福，神容許人在某個時間失去一些福，所以信徒

不要誤以為今世是天堂，而是要明白今世所有東

西都是會失去的。約伯也說：「神賜福給我，也

可以把禍降給我。」黑暗代表的禍也是創造的一

部分，但禍不代表邪惡，禍只是沒有了福。不是

所有禍都是因為罪，很多人不明白傳道書的虛空

和約伯記的悲慘經歷，就是因為他們接受不了人

生有福亦有禍，也非由人掌控。

辨識召命與私欲
在回應召命前，必須先分辨自己打算踐行

的，到底是來自神的呼召抑或是來自自己的私欲

4. 創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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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喜好。人有很多私欲，若不能先作分辨，就容

易以召命為名，做自己想做的事。我們可能在成

長過程中有一些東西很想要，慢慢變成一種不健

康的欲求（drive），若按欲求去作事，最終只

想滿足自己而不是滿足神的心意。

以利亞擊敗了眾巴力先知後，憑著神的

靈，第一時間便跑往耶斯列的城門，比亞哈王更

快，卻知道耶洗別要向他報復，就一口氣逃跑到

別是巴。他所作的是從神聽到的命令，也遵從

了，然而仍落得如此地步，埋怨神，覺得全國

只有他自己獨力對抗巴力，因而出現耗盡的景

況。雖然以利亞是做了神要他做的事，但心態上

卻是在炫耀自己對神的忠誠，和期望獲得某些 

成就感。

人很容易受雜聲所影響，以致聽不清楚神

微聲的呼召。保羅所說的「假我」5，是指我們

的私欲，因此，我們要分辨出那出自私欲的是假

我而不是真我。保羅說「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

了」6 的舊事不是指所有事情，而是以使徒保羅

自己為例子，他信主前是個自以為是的人，認

5. 羅7:14-20
6. 林後5:178



為只有猶太教的教導才正確，但他認識基督耶穌

後，就要將這些錯誤的觀念看為糞土。

在成長的經歷中，很多時連我們自己都分

辨不清那些是雜聲的催促，那些是微聲的呼召。

現在有很多輔導及個人成長訓練，正是要協助我

們加深認識自己，避免以往的罪及偏差扭曲了真

我。正如雅各書所說，《聖經》好像一塊鏡子，

反照我們，幫助我們認識自己，分辨出真我。7 

輔導和讀《聖經》兩者都可幫助我們認識自己，

目的是要分辨雜聲，重新聽清楚神的呼召。

召命最可靠的指引是負擔，就是神放置一

個感動在人心裏面。持續的感動不是看自己能否

做到，而是按照心中的負擔而做，並透過不同的

崗位回應這個負擔。

召命、責任與禮物
創世記第二章，介紹了一個禮物的概念。

神不單設計和創造了天地，並且把天地贈送給

人。贈送給人這個觀念是很重要的，告訴人不是

5. 羅7:14-20
6. 林後5:17

7. 雅1: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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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能賺得甚麼，所有東西都是由祂所賜的。我

們常以為福樂和財富是賺回來的，只要努力工

作，就會有多一些回報，以為自己再努力一點就

可以賺得更多，但根本上就不是如此。如傳道書

所說，所有工作的果效都是神給的，所有東西都

在神手裏面，祂賜給人多少，人就會有多少，人

只要以感恩的心去領受，不需要焦慮。我們應該

糾正過來，將所謂自己賺回來的一切，視為神賜

予的各種禮物。

做生意也是一樣，人盡力做，但不知成功

與否，也不會知道最後可賺多少錢，因為這是神

給予我們的禮物。多賺固然好，但少賺也是可以

的，甚至是虧本也是可能的。禮物不是以追求而

得來的，人也沒權去選擇那一份，神選擇賜下禮

物是多少就多少。

馬太福音第六章，耶穌也同樣有這教導：

不要追求吃甚麼穿甚麼，麻雀不種不收，所得的

分都是神給予的；無論人有多少焦慮亦都不能增

加自己的分。人要追求的是神的國和神的義，即

是神的心意，才是人應該盡力去做好的事情，這

10



是人的責任，其他的東西是神加給人的。

在創造中，神早已預定了各人的一分，人

的責任就是要將自己的那分做好，然而，神造人

並不是要造一個機械人，神有主權，但又給人類

自由意志，人有自由不聽神的話，但順從神才是

「好」，所以人有責任做好神所吩咐的。

人也很自然想知道神分給自己的那份福與

禍有多少，趨吉避凶，但其實我們沒有必要詢問

及知道自己有多少禍福，只須盡力做好自己的責

任，按我們知道的，懷著敬畏神的心去做，便已

經足夠。所以我們要在神面前謙卑，承認自己是

受造的，有些事情只有造物主才明白。每個人所

得的那份是多是少，神才有發言權，祂也全權負

責；而我們有功能上的責任，要盡力發揮我們的

功能把事情做好。

不要為著自己開心去幫助其他人，而是因

為知道神要自己在這個處境去幫人，不是為了別

人的稱讚。同理，工作可能會帶來滿足感，帶來

身分認同，但是這些果效仍是禮物。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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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名字
在現實生活中，當一個孩子出生時，他的

父母都會給他起一個名字，這名字往往反映出父

母對該孩子的期盼，例如有成就、忠誠、聰敏、

美麗、敬畏神、善良等。在創世記中，雅各這個

名稱的意思是「抓著」，但神叫他改名為以色

列，即「神得勝」，意思是叫雅各不再憑自己，

而是由神來帶領。到了新約，神稱撒迦利亞的

兒子為約翰8，稱馬利亞的兒子為耶穌9。由此可

見，名字道出了一個人的召命。

當然，召命不是指人要活出父母的期望，

而是要聆聽自己真正由神所給予的「名字」── 

是神給人的感動和引領。在福音書中，耶穌稱西

門為彼得（磐石）就是有其象徵意義。

神所給予的名字是人的特質，因此不是指

某份特定的工作，只是一個重點取向，人生中

每個階段也可有不同的表述。例如，我們可以用

「五金舖」來稱呼自己，在「五金舖」中，師傅

或者同業的行家，彼此都知道大概要些甚麼，然

8. 路1:13
9. 路1:3112



後在舖中一起商量，一起構思可運用哪些材料和

工具，才可完成有關的工作。

同樣地，我們也可以透過：「我是甚麼，

我不是甚麼」來表達自己的特質，目的是幫助自

己了解個人的特性。例如「我不是『大飯堂』，

我是『私房菜』」。

從創造的角度來看，神早就創造了各人的

本質。在人生的各個階段，都要聆聽自己的真

我，即是在日光之下，就是過去、現在、將來，

我們必須認識神如何預備自己。我們不能預早知

道一生會是如何發展，我們要學習接納自己的 

過往，要擁抱過去，否定過往的自己反而會導致

失落。

有很多人都不喜歡自己的過往，但其實我

們需要從過往，包括未得救贖之前的自己，從中

反省及留意神想自己成為一個怎樣的人。我們要

認清楚，其實過去的遭遇是神容許發生在自己身

上，愈認識過去，就會愈明白神在自己身上的工

作。過去的日子如何影響了自己，神又會如何使

用它、如何改變自己，都是有意思的。

8. 路1:13
9. 路1:3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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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和召命的關係
呼召最主要的指標不是能力，不是恩賜，

而是負擔。不是計算出來，而是由聆聽神而來，

是一種感動。不是分析自己能不能夠做，果效如

何，不應因為怕自己做不來而影響自己。

另外，不要因為專業判斷影響自己的價值

觀，要刻意地避免跌入這些陷阱，只要聆聽神的

呼召。

以楊錫鏘牧師為例，他不是做典型的牧

師，當教會要為他按牧時，他對教會表明自己是

在神學院教書的，不是在教會裏做牧養工作。但

有了牧師的銜頭後，很多人對他有不同的期望，

他也思想成為牧師後是否需要做牧會的工作。最

終，他認為應該要結合牧養及教導，但卻要避免

把事情變得約定俗成，以免變成一個做「聖禮」

的牧師。

召命的內容可以很闊，不是所謂「屬靈」

的召命才稱為召命。照顧父母、為人子女、夫

妻關係、朋友社交圈子等都有不同的需要。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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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正是為了牧養、幫助弟兄姊妹，當他們在

職場和家庭感受張力時，看到神在那個階段要他

們做些甚麼；教會是訓練、裝備、陪伴、鼓勵他

們，發掘恩賜、踐行信仰，而教會所有活動都是

為建立人，重點在於使弟兄姊妹成長。

我們也不應該用工作崗位來去界定召命，

然而，神卻可以透過一個工作崗位吸引我們去回

應祂的呼召，恩賜可以有轉變，故此工作崗位亦

都可以按情況而轉變。例如，傳道人不是召命，

而是一個回應召命的崗位，作為傳道人要問自己

是為了甚麼負擔或需要而成為傳道人。

關於負擔，神也會透過其他人和事、用不

同的方法呼召人。呼召和欲求的分別是動機。

欲求是為自己、為自己的榮耀，而呼召就是為了

神自己。然而有很多人被市場推廣的手法影響， 

以致分不清楚要做的事情到底是自己的欲求抑或

是神的召命，所以一定要學懂分辨，免被別人所

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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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醫

談

召

命

結語
對基督信徒來說，很多時都習慣從救贖的

角度看人生，當中不免忽略了創造主和被造物之

間的關係，結果是對一些本屬於上帝主權的事情

理解不夠。盼望透過這次的分享，引起大家的注

意，學習從救贖和創造兩個方面，來看待我們的

信仰。

16





地址：九龍觀塘成業街10號電訊一代廣場19樓D1室
電話：2314 3331 傳真：2314 8896
網址：www.hkpes.com 電郵：admin@hkpes.com
Whatsapp：9432 4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