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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工作之意義 

 為誰辛苦為誰忙？ 

 工作單為糊口？ 

 為要忠心回應神的呼召！ 

 工作如祭物呈獻給神！ 



1.一切從召命開始 

    1.1召命(Vocation)之意義 

字義：vocare 

辭義：天職／特殊才能／   
行業／職業 

定義：「從神而來對生命中
的一項任務的召喚」                

(Paul Stevens) 

 



    1.2 召命之分類 

1.2.1三重召命 

(Gordon T. Smith)： 

(a)作神兒女 

(b)愛神愛人 

(c)日常工作 

 



    1.2 召命之分類 

1.2.2四重召命(Steve 

Walton, Paul Stevens, 
Richard Higginson)： 

(a)歸屬基督 

(可1:19-20, 2:15-17; 
羅1:6,  提前6:12) 



(b)聖潔生活 
(出19:6,彼前2:9,羅1:7,
林前1:2,弗4:1) 

(c)讓神為神 
(羅4:17, 11:29, 約壹
3:1) 

(d)履行職責 
(出31:1-11, 35:30-
36:1,羅1:1, 林前1:1, 
7:17-24, 徒13:2) 



    1.3 召命在歷史中含義之轉變 

 天主教傳統： 

個人蒙召活出聖潔生活 

 更正教傳統： 

拆毁聖俗二分方式 

 大學教育傳統： 

不同界別專業訓練 



2.職場信徒整體需要 

    2.1重尋工作之意義(Meaning): 

“When work is soulless, 
life stifles and 
dies.”(Albert Camus) 

 



2.職場信徒整體需要 
    2.2重燃工作之動力(Motivation): 

“No aspect of contemporary 
life is more notable and less 
understood than the spiritual 
discontent and restlessness 
that is spreading 
worldwide…we can now see 
throughout the world a 
rejection of crass materialism 
and an intense undirected-
desire for spiritual rebirth.” 
(Vincent Fox, 2003 WEF) 



2.職場信徒整體需要 
    2.3重踐工作之使命(Mission): 

Many companies are becoming 
sensitive to the spiritual 
dimension in their employees, 
and the desirability of their 
bringing the ‘whole self’to work…    
‘spirituality’is often defined in 
terms of interconnectedness = a 
sense of being connected with the 
self, with others, with nature, 
and-quite possibly-with the 
divine.” (Richard Higginson, 
Questions of Business Life, 2002) 



2.職場信徒整體需要 
    2.4 重建工作之神學 

2.4.1 創造：神給與人類工作 
2.4.2 墮落：始祖犯罪後，人類仍 

須工作 
2.4.3 救贖：基督十架救恩不單拯  

救信祂的人，更對受
造世界施與更新 

2.4.4 盼望：人類在新天新地仍須 
工作 



2.職場信徒整體需要 
    2.5 重拾工作之目的 

2.5.1 敬拜上帝： 
「工作」與「敬拜」有相同
希伯來文字根avodah。 
 “Your talent is God’s 
gift to you. What you 
do with it is your gift 
back to God.” (Leo F. 
Buscaglia) 



2.職場信徒整體需要 

    2.5 重拾工作之目的 

2.5.2 服事別人： 

「倚靠神而服務以完成神
的旨意」(Paul Stevens) 

工作=事奉，信徒皆祭司
之雙重角色 



2.職場信徒整體需要 

    2.5 重拾工作之目的 

2.5.3 造福社會： 

供養自己(帖後3:12,提前
5:8)及別人所需(弗4:28, 
徒9:36)，同時拓展神國
(瑪3:8-11, 徒11:27-30) 



3.職場信徒靈命裝備 

    3.1 培育之模式(Lop No.40) 

3.1.1 階級組織模式 



3.職場信徒靈命裝備 

    3.1 培育之模式(Lop No.40) 

3.1.2 道成肉身模式 



3.職場信徒靈命裝備 
    3.2 成長之道路 

3.2.1 區祥江博士： 
《生命軌跡,2008增訂版》  
三個成長向度(輔導與實踐之
結合) 
(a)時光隧道：反思過去、現

在、將來 
(b)關係網絡：與環境 ，與別

人，與自己之關係 



(c)成熟自我：知、情、意 

有趣的例子： 

摘自《細味人生100篇》 

(1x1)10=1 

(1.1x1.1)10=2.85… 

(0.9x0.9)10=0.31… 

 



3.2.2 Dr. Peter Scazzero  

(Emotionally Healthy 
Spirituality, 2006) 
“It’s impossible to be 
spiritually mature, 
while remaining 
emotionally immature.” 



3.2.3 Drs Henry Cloud 
and John Townsend 
《How People Growth, 
2006》屬靈成長與醫治
的原則與教導源自聖經 



3.2.4 梁家麟博士： 
         《追求成長, 2004》 

(a)知識的累增 
(靈裡有真知識:        
求啟示,弗1:15-23) 

(b) 經歷神豐富 
(得著基督豐盛:        
求經歷,弗3:14-21) 

(c) 道德上完善 
(人際關係上的道德要求:
弗4:17-32) 



4. 公司小組門訓成長藍圖 
    4.1 基督能滿足人之整全需要 
           (J.B. Green) 

4.1.1基督作為先知，解決人無
知的問題，給與人知識。
As prophet Christ 
meets the problem of 
man’s ignorance, 
supplying him with 
knowledge. 



4.1 基督能滿足人之整全需要 

           (J.B. Green) 

4.1.2基督作為祭司，解決人罪
咎的問題，給與人公義。
As priest Christ 
meets the problem of 
man’s guilt, 
supplying him with 
righteousness. 



4.1 基督能滿足人之整全需要 
           (J.B. Green) 

4.1.3基督作為君王，解決人軟
弱無助的問題，給與人能
力與保護。 

As king Christ meets 
the problem of man’s 
weakness and 
dependence, supplying 
him with power and 
protection. 



4.2 信徒在職場服事是基督代表 
基督職事 信徒職事 核心價值 

(3M事工) 
聖經主題    
(約14:6) 

先知 職場先知 生命教育之
意義 (M1): 

Meaning 

信： 
耶穌是真理 
(彌迦書6:8) 

祭司 職場祭司 全人和好之
使命 (M2): 

Mission 

愛： 
耶穌是道路 
(弗1:7-10) 

君王 職場攝政 轉化職場之
動力 (M3): 

Motivation 

望： 
耶穌是生命 
(西3:3-4) 



5. 從召命到使命 

Margaret Smith Court 



5. 從召命到使命 

從網壇女皇到牧師 



5. 從召命到使命 

5.1 三重使命 

(三一神觀工作之平衡理解) 

 創造 

 復和 

 更新 



5. 從召命到使命 

5.2 屬靈屬世的整合 

5.3 信行合一的見證 



5. 從召命到使命 

5.4 為光為鹽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