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週一嗎哪 
 午間查經分享祈禱會 

 

 
  

本文版權為正直資源中心（Integrity Resource Center, Inc.）所有。本文獲得授權改編自「瑞克．博克思的正直時刻Integrity 
Moments with Rich Boxx」。這系列的文章是以一個基督徒的觀點評論職場的正直議題。全文翻譯出自台灣總會。 

 

由香港工商基督徒協會 (CBMC Hong Kong Ltd) 逢週一發放 
地址: 香港九龍彌敦道 580G-K 號彌敦中心 9 樓 905 室   Tel: (852) 2805-1923     Fax: (852) 3747-6218 

Email: enquiry@cbmc.org.hk   Web: www.cbmc.org.hk 

支持本會使命，服侍工商界及職場，請下載奉獻表格   http://www.cbmc.org.hk/images/download/online-offer.pdf 

  

2018-04-09 
                 By Jim Langley  
 

你是否崇拜你的工作？ 

 

我們工作，但是工作能代表我們是誰嗎？世界上的人的確傾向用我們的職業來定義

我們這個人以及我們的價值。當人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最常問或被問到的問題就

是：「請問您做甚麼工作？」在很多場合中，這是一個很有用的問題，但在定義我

們是誰或他們是誰的時候卻不是。因為這麼做很容易把一個人的工作和他的價值搞

混。 

 

崇拜(worship)這個字部分是從價值(worth-ship)來的。價值會吸引我們的注意力和

喜好，有價值的事物會吸引我們的注意力。工作很重要，但是它是否值得我們犧牲

其他的一切，投入所有的時間精力和資源？ 

 

身為一個已經復原的前工作狂，我可以了解這種兩難。早年我被工作消耗以至於生

活失去平衡，現在我仍然需要防備這樣的誘惑。現在我已經學會請人幫忙，讓自己

能保持生活平衡。 

 

從創世記第三章我們知道，從亞當開始，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生計而工作。有些人

把它看成是一種咒詛，認為如果不工作的話，生活該有多美好。但是，我認為工作

是一種體驗、有意義生活的方式。我發現工作是美好的、令人振奮的，更是充滿成

就感的。在創世記 3 章 19 節「神說：「你必汗流滿面才得糊口，直到你歸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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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你是從土而出的。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這句話聽起來不中聽，但卻

是我們每天生活的寫照。 

 

我們手中的工作能帶給我們成就感，卻也要防範它成為消耗我們的陷阱。聖經教導

我們工作有時，休息有時。傳道書 3 章 1-8 節告訴我們：「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

務都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殺戮有時，醫治

有時；拆毀有時，建造有時；哭有時，笑有時；哀慟有時，跳舞有時；拋擲石頭有

時，堆聚石頭有時；懷抱有時，不懷抱有時；尋找有時，失落有時；保守有時，捨

棄有時；撕裂有時，縫補有時；靜默有時，言語有時； 喜愛有時，恨惡有時；爭

戰有時，和好有時。」 

 

即便是神在工作之後，也要休息。創世記 2 章 2-3 節說道：「到第七日， 神造物

的工已經完畢，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

因為在這日， 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 

 

神造天地萬物何等奇妙。我們也會想創造一些有永恆價值的事物。當我們完成工作，

我們也可以像 神一樣，回頭看看自己做得如何。在傳道書 5 章 18-20 節裡，所羅門

王做了一個結論說：「工作是神的禮物，它讓我們滿心歡喜。」也因此他繼續在傳

道書 9 章 10 節中說：「凡你手所當做的事要盡力去做；因為在你所必去的陰間沒

有工作，沒有謀算，沒有知識，也沒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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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同時，我們也必須要面對工作崇拜的挑戰。有時我們太專注於工作以致於讓工

作成為我們的神。也因此，神在出埃及記 20 章 3 節說：「除我以外，不可有別

神。」因為工作也有可能變成我們的神。 

 

我最喜歡的聖經經文之一是歌羅西書 3 章 23-24 節，它告訴我們：「無論做甚麼，

都要從心裏做，像是給主做的，不是給人做的，因你們知道從主那裏必得著基業為

賞賜；你們所事奉的乃是主基督。」我們手中的工作不代表我們是誰。神最關心的

是我們以及祂和我們的關係。 

 
Jim Langley 從事人壽健康保險業已經超過 30 年了。最近幾年，他熱心於將自己與神的關係書寫出來，目的是
要鼓勵其他人更加親近神。他也是CBMC的長期會員，在 2014年時，他開始寫作「四分衛策略」(Fourth Quarter 
Strategies)。 

分享討論 
 

一、 當你審視自己時，你會用工作評價自己嗎？有的話，有多少比重？你和別人又

是怎麼看你這個人呢？ 

 

二、 你是否有時會崇拜工作？或者你曾經掙扎過為了工作要犧牲其他的一切呢？ 

 

三、 你覺得把工作當成神崇拜是否是很常見的事？在你觀察自己或其他人的生活

時，這樣的狀況很常發生嗎？ 

 

四、 在生活的各個層面，包括工作、敬拜和服事和其他，你覺得我們應該要如何建

立和維持一個平衡的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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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想要閱讀更多關於這個主題的經文，請參考以下內容。  
  
箴言 16 章 1-3 節 

16:1 心中的謀算在乎人；舌頭的應對由於耶和華。 

16:2 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為清潔；惟有耶和華衡量人心。 

16:3 你所做的，要交託耶和華，你所謀的，就必成立。 

 
哥林多前書 3 章 12-15 節 

3:12 若有人用金、銀、寶石、草木、禾秸在這根基上建造， 

3:13 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因為那日子要將它表明出來，有火發現；這火要試驗各人的

工程怎樣。3:14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賞賜。 

3:15 人的工程若被燒了，他就要受虧損，自己卻要得救；雖然得救，乃像從火裏經過的

一樣。 

 
哥林多前書 10 章 31 節 

10:31 所以，你們或吃或喝，無論做甚麼，都要為榮耀 神而行。 

 
以弗所書 4 章 15-16 節 

4:15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4:16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

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帖撒羅尼迦前書 5 章 12-14 節 

5:12 弟兄們，我們勸你們敬重那在你們中間勞苦的人，就是在主裏面治理你們、勸戒你

們的； 

5:13 又因他們所做的工，用愛心格外尊重他們。你們也要彼此和睦。 

5:14 我們又勸弟兄們，要警戒不守規矩的人，勉勵灰心的人，扶助軟弱的人，也要向眾

人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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