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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17 

By Jim Mathis  
 

甩掉身上的泥土，站在土堆上! 

 
我和朋友一起吃早餐時，有人提到了一個總是發生壞事的同事：他因為遲到太多次

被停職。他遲到的原因是因為車子沒油了。為什麼他沒發現車子沒油了，是因為他

車子的燃油表無法正常運作。 

 
我們也猜測，因為他被停職了，所以他也沒有辦法負擔修理燃油表的費用。這個人

大概不知道自己可以根據哩數可以行駛多少距離的判斷方式，用哩數代替燃油表推

算是否應該加油了。他的悲慘故事變得越來越長，都是因為他沒有處理好平時的保

養狀況，因此帶來了後續更多的問題。  

 
後來我們的早餐話題轉向「選擇」。重要的選擇至少可以追溯到高中時期，有些時

候甚至可以追溯到我們學齡前的時代。我們所做的每一個選擇都會影響我們的生活。

即使是很小的選擇也會對未來產生巨大的影響。  

 
這讓我想起了掉進井裡的驢子這個寓言，在故事裡沒有人想得出要如何把牠救上來。

最後，他的主人決定要把驢子活埋在井裡，認為這是憐憫驢子。他們開始鏟土，每

鏟一次土，驢子就把土甩掉，抖落的土最後變成土堆。隨著土越堆越高，驢子就站

在土堆上。最後井裡的土堆得很高，高到驢子能夠安全從井裡走出去。  

 
這個故事的寓意很簡單：驢子可以接受牠命中注定要死的命運，在別人鏟土進到井

裡的時候不做任何事，被埋在泥土裡。但是牠卻一直在把鏟進井裡面的土甩在地上，

在挑戰中站起來，直到牠克服了困難自由地走出來。  

 
就像這隻驢子一樣，在商業和專業領域裡，我們經常會發現自己陷入了困境，人們

在我們身上鏟土，試圖掩埋我們。這時我們得做一個選擇：我們可以被不利的環境

埋葬，又或者持續站在土堆上面對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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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經裡面，我們可以找到許多個人和團體的例子，這些人決心不向他們的問題屈

服。他們祈求智慧和徹底的拯救，然後制定策略來應對挑戰。這就是為什麼羅馬書
5 章 3-5 節告訴我們：「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
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 神
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  

 
聖經告訴我們不要屈服於逆境的壓力，而是要依靠上帝的力量來忍受我們的艱辛，

通過這些歷練成長，加強我們的決心，克服挑戰，以便我們能夠在個人和專業方面

更加成長和優秀。雅各書 1 章 3-5 節告訴我們：「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
就生忍耐。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毫無缺欠。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
慧的，應當求那厚賜與眾人、也不斥責人的 神，主就必賜給他。」  

 
你可以這麼說，只要我們仍然在地球上行走，我們就永遠不會完全脫離「井」；只

要我們活著，就要面對不斷的挑戰。但是靠著上帝的力量和引導，我們可以克服這

些挑戰。讓我們不斷地站上土堆，面對挑戰！ 
 
Jim Mathis 是美國堪薩斯州歐弗蘭帕克攝影工作室的老闆，專門從事商業和戲劇肖像攝影，並經營著一所攝影學
校。 他以前是密蘇里州堪薩斯城咖啡店的經理和 CBMC 的執行董事。 

 
分享討論 

 

第一、你認為為什麼有些人好像遇到了一個接著一個的問題，而且每個問題都越來

越複雜？你是否同意作者的觀點：這些問題往往是我們過去做出的選擇所導

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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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你以前聽過驢子的寓言故事嗎？從這個故事，你學到甚麼經驗或是教訓？你

認為自己現在是否也深陷在甚麼「井」當中嗎？  

 

第三、如果你熟悉聖經故事，你能想到哪些聖經人物在困境當中，仍然站起來面對

並克服困難嗎？  

 

第四、在困難的時候，其他人是如何尋求上帝的力量、引導和智慧呢？你有這樣的

經歷嗎？分享你的答案。 

 

如想要閱讀更多關於這個主題的經文，請參考以下內容。  
 
哈巴谷書 3 章 16-18 節  

3:16 我聽見耶和華的聲音，身體戰兢，嘴唇發顫，骨中朽爛；我在所立之處戰兢。我只

可安靜等候災難之日臨到，犯境之民上來。  

3:17 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糧食，圈中絕了

羊，棚內也沒有牛；  

3:18 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 神喜樂。  

 
詩篇 27 篇 14 節  

27:14 要等候耶和華！當壯膽，堅固你的心！我再說，要等候耶和華！  

 
雅各書 1 章 5-7 節  

1:5 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應當求那厚賜與眾人、也不斥責人的 神，主就必賜給

他。  

1:6 只要憑著信心求，一點不疑惑；因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風吹動翻

騰。  

1:7 這樣的人不要想從主那裏得甚麼。  

mailto:enquiry@cbmc.org.hk
http://www.cbmc.org.hk/images/download/online-offer.pdf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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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書 1 章 12 節  

1:12 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經過試驗以後，必得生命的冠冕；這是主應許給那

些愛他之人的。 

 
彼得前書 1 章 6-9 節  

1:6 因此，你們是大有喜樂；但如今，在百般的試煉中暫時憂愁，  

1:7 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可以在耶穌基

督顯現的時候得著稱讚、榮耀、尊貴。  

1:8 你們雖然沒有見過他，卻是愛他；如今雖不得看見，卻因信他就有說不出來、滿有

榮光的大喜樂；  

1:9 並且得著你們信心的果效，就是靈魂的救恩。 

 
馬太福音 6 章 1-12 節 

6:1 「你們要小心，不可將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們看見，若是這樣，就不能得

你們天父的賞賜了。 

6:2 所以，你施捨的時候，不可在你前面吹號，像那假冒為善的人在會堂裏和街道上所

行的，故意要得人的榮耀。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 

6:3 你施捨的時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6:4 要叫你施捨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 。」 

6:5 「你們禱告的時候，不可像那假冒為善的人，愛站在會堂裏和十字路口上禱告，故

意叫人看見。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 

6:6 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

然報答你。 

6:7 你們禱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許多重複話，他們以為話多了必蒙垂聽。 

6:8 你們不可效法他們；因為你們沒有祈求以先，你們所需用的，你們的父早已知道

了。 

6:9 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6:10 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6:11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6:12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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