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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恩堂(香港) 
職場人生：神的呼召 

March, 2013 

馬太福音 5:13-16  
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鹹

呢．以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

。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

照亮一家的人。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

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

在天上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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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職場的態度 
基石 

“Integrity is doing the right thing, even when no one is watching.” 

“誠信是做對的事，即使是在沒人看到的時候 。” -- C. S. Lewis 

品格：神的屬性 
品格决定為人，為人决定觀點，觀點决定行動方向。 

純正的品格带來長久成功的人際關係：品格造就信任！ 

危機不一定能塑造品格，但會顯露出品格。 

 持守品格或妥協自己 

純正的品格，神的屬性：立基在“全然好”的基礎上 

 公義，聖潔，慈愛，信實 

誠信 (Integrity) :言行一致 

謙卑：當我在欄杆上看到一隻烏龜时，我知道它並非靠己力
到達那里的！ 

 神的介入讓我們謙卑！ 

  只有一樣東西能随哀悼者回家，而不被埋葬，那就是逝者
生前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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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職場的困難 
職場道德，可行吗？ 

職場道德 

Do Right Things and then Do Things Right! 

做對的事,再把對的事做對! 

 必须選擇對的事去做! 

 然後再把對的事做的有效率! 

可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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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張力 

良心 (Conscience)    和 追求盈利 (Profits) 

愛心 (Love)   和 競争 (Competition) 

照顾人的需要 (Take Care of Others) 和 为公司赚钱的责任 

(Responsibilities) 

家庭 (Family)   和 工作 (Work) 

謙虚 (Humbleness)  和 追求成功的自我 (Be 

Successful) 

慈善工作 (Charity)  和 財富 (Wealth) 

誠信 (Integrity)   和 處在世俗城市中 

(Secular World) 

職場張力，三種反應 

普遍化者(Generalists)：只要動機純正就可以

了，可以無視右邊的張力。 

合理化者(Justifiers)：以在事業上的成功等同

於正義的彰顯；並以慈善捐款來平衡，合理化

右邊的張力。 

尋覓者(Seekers)：願意在困難的抉擇下掙扎，

尋找最適切的方式解决張力，願意付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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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觅者的動力 

 自尊 (self-respect) 

 盼望 (hope) 

 自食其力(independent) 

 满足感 (satisfaction) 

 自我表现 (self-expression) 

 熱誠 (passion) 

 

 創意 (creative) 

 不放棄 (never give up) 

 做榜樣 (be role model) 

 呼召 (have vision/calling) 

 作见證人 (be a witness) 

 愛人 (love people) 

 
堅定不移地站穩在你所相信的原則上 

預備好付代價 

今天社會文化的現狀 

During times of universal deceit, telling the 
truth becomes a revolutionary act. 

     當謊言橫行于世時，真理成爲了革命。           
    －－George Orwell 

真理和道德不需要創新，需要的是不斷的 

    被提醒！            －－C. S. Lewis 

我們的歷史責任與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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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應许 
申 28:1 你若留意聽從耶和華你 神的話、謹
守遵行他的一切誡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他必使你超乎天下萬民之上。 

申 28:2 你若聽從耶和華你 神的話、這以下
的福必追隨你、臨到你身上。 

申 28:3 你在城裡必蒙福、在田間也必蒙福。 

申 28:4 你身所生的、地所產的、牲畜所下的、
以及牛犢、羊羔、都必蒙福。 

申 28:5 你的筐子和你的摶麵盆、都必蒙福。 

申 28:6 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 

  羅 8:28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 神
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職場人生的意義 
永恒有價值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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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職場成功的一些想法 

成功＝位居高位？ 

成功＝權傾一國？ 

成功＝富甲一方？ 

成功＝滿腹經綸？ 

成功＝五子登科？ 

關于職場成功的一些想法 

工作是職場成功的平台。 

職場成功是實現永恒人生價值的平台。 
 是世上的鹽，是世上的光 

成功不是看你手上有的是什麽，而是看你
離開後留下的是什麽。 
 神在你身上要成就的大事。 
 為的是彰顯祂的榮耀，譜寫樂章的神！ 

每個人需要尋找他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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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職場人生 
Pure Character 純正的品格 

+ 
Core Competence 核心才幹 

+ 
Strive for Excellence 追求卓越 

+ 
Life with Eternal values 永恒有價值的人生目標 

＝ 
Successful Life 成功的職場人生 

真正有價值，有永恒性的喜樂 
 －－屬天的喜樂 
 根基于對神的信心，每天都有新的眼光面对事情。 

 天天面對酸甜苦辣的事不會消失不见 

 但經由所面對的事情，得到成長。 

 屬世的成長：經驗，知識，技巧，等等 

 屬靈的成長： 

 更知道神（知識） 

 更認識神（經曆） 

 走成聖的道路 

 每天更接近成爲一個得勝有余的基督徒 

 更像主耶稣基督，滿有祂長成的身量 

 滿有屬天的喜樂 



2013/3/3 

9 

討論 

分享你如何處理工作中的困難與你
的信仰之間的張力 

思想你的呼召 

分享你的呼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