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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23 
By Jim Mathis 

 

重新塑造我們的職場世界觀 

 
最近我開始重讀史考特˙派克醫生 1978 年的經典書：「心靈地圖」。他形容靈性

的成長是一個人能從微觀的世界觀發展到宏觀的世界觀。微觀的世界觀指的是從自

己的經驗，可能來自家庭、工作場合、我們這個「族群」(家人、朋友或是有相同

經驗的人)所看出去的世界觀。 

 

如果我們想要發展宏觀的世界觀，就需要積極地去接觸和我們大不相同的人，和他

們交朋友。因為他們有很不一樣的經驗、來自不同的種族、有不同的宗教背景和教

育。我們也要旅行、閱讀以及接觸各式各樣不同的資訊來擴張我們的所見所聞。 

 

靈性的成長(發展宏觀的世界觀)是很重要的，因為它的最終目的是要幫助我們能夠

從神的角度來看事情。包括用神的眼光看這個世界：沒有時間、地點、國度疆界的

限制。神也看每一個不一樣的人同樣重要和有價值。 

 

當我和我的太太二十幾歲的時候，我們的口頭禪是「擴張我們的境界」。當時，我

們滿腔熱血，渴望看見新的事情、培養新的興趣以及交新的朋友。在教會裡，我們

渴望和耶穌基督、和新朋友有新的關係，也有更寬廣的世界觀。我們瘋狂地旅行、

交朋友以及了解這個世界。幾十年之後，我們仍然不斷在擴張自己的境界、交新朋

友以及希望能有更寬廣的世界觀。 

 

在我們的生意上面，我們和來自不同背景的人見面和工作。對人們感到有興趣是一

種能力。我經常和外國人做生意，了解他們如何和為什麼要到美國來，這也成為一

個能更多認識他們和他們一起合作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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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用比喻告訴我們，如何跟來自不同國家的人溝通。在路加福音 10 章 25-37 節

當中，他講了一個好撒馬利亞人的故事；在馬太福音 8 章 5-13 節，耶穌和有信心

的百夫長對話；而在約翰福音 4 章 1-42 節當中他告訴一個來到井邊汲水的婦人關

於永不再口渴的水。 

 

耶穌在世上的傳道即將結束時，他把門徒招聚在一起，並且告訴他們要把福音傳到

各國各邦去(馬太福音 28 章 19 節)。門徒照做了，他們到當時世界所知最遠的地方

去教導和做門徒訓練。使徒彼得和保羅到歐洲去傳福音，他們和當地人建立關係、

教導、做門徒訓練並且在異教文化背景下，在各地建立教會。從以弗所、哥林多到

羅馬。 

 

不幸的是，很多基督徒似乎對屬靈成長抱持相反的看法，即使在職場也是。他們想

要變得更加獨立、限制資訊的來源和有相同世界觀的人一起在小圈圈內取暖。他們

認為修道士獨立遺世的生活方式(非短暫避靜)是一個理想的狀態。 

 

為了要跟神更加靠近，不只在生活中、也在職場上，我們要開始用神的眼光看世

界。祂的眼光是一種宏觀的眼光，能包容多元經驗和想法；祂的眼光也看每個不同

的人都是獨特而美麗的個體。 

 

吉姆．馬提斯在堪薩斯州陸路公園市經營一家照相館。他的專長是商業和影劇界人像。最近他開了一所攝影

學校。他曾是一家咖啡店的經理，也曾是CBMC在堪薩斯州堪薩斯市和密蘇里州堪薩斯市的執行主任。 

分享討論 
 

一、作者 Mathis 在本文中，提到史考特醫生所描述的微觀和宏觀的世界觀，你覺得兩者

有甚麼不同？ 

 

二、你是否曾經試著要和不同文化背景、種族或信仰的人建立關係嗎？結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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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你覺得下定決心和刻意跟不同背景想法的人互動，如何幫助我們靈性成長？ 又如

何幫助我們和神連結和建立關係？ 

 

四、你認為過著遺世獨立的生活或工作，會妨礙個人的成長和身為一個專業人士邁向成功

嗎？你覺得我們要怎麼做，才能更多去發現和探索我們舒適圈以外的人的想法呢？ 
 

如想要閱讀更多關於這個主題的經文，請參考以下內容。  
  
約翰福音 3 章 16-21 節 
16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

生。  
17 因為神差他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作：審判世人；下同），乃是要

叫世人因他得救。  
18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因為他不信神獨生子的名。  
19 光來到世間，世人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不愛光，倒愛黑暗，定他們的罪就是在

此。  
20  凡作惡的便恨光，並不來就光，恐怕他的行為受責備。  
21  但行真理的必來就光，要顯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使徒行傳 17 章 16-33 節、 
16  保羅在雅典等候他們的時候，看見滿城都是偶像，就心裡著急；  
17  於是在會堂裡與猶太人和虔敬的人，並每日在市上所遇見的人，辯論。  
18 還有以彼古羅和斯多亞兩門的學士，與他爭論。有的說：「這胡言亂語的要說什

麼？」有的說：「他似乎是傳說外邦鬼神的。」這話是因保羅傳講耶穌與復活的
道。  

19  他們就把他帶到亞略巴古，說：「你所講的這新道，我們也可以知道嗎？」  
20  因為你有些奇怪的事傳到我們耳中，我們願意知道這些事是什麼意思。」  
21 （雅典人和住在那裡的客人都不顧別的事，只將新聞說說聽聽。）  
22  保羅站在亞略巴古當中，說：「眾位雅典人哪，我看你們凡事很敬畏鬼神。  
23 我遊行的時候，觀看你們所敬拜的，遇見一座壇，上面寫著『未識之神』。你們

所不認識而敬拜的，我現在告訴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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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25  也不用人手服事，好像缺少什麼；自己倒將生命、氣息、萬物，賜給萬人。  
26 他從一本（本：有古卷是血脈）造出萬族的人，住在全地上，並且預先定準他們

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27  要叫他們尋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實他離我們各人不遠；  
28 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們作詩的，有人說：『我們也是他所

生的。』  
29 我們既是神所生的，就不當以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藝、心思所雕刻的金、銀、

石。  
30  世人蒙昧無知的時候，神並不監察，如今卻吩咐各處的人都要悔改。  
31 因為他已經定了日子，要藉著他所設立的人按公義審判天下，並且叫他從死裡復

活，給萬人作可信的憑據。」  
32 眾人聽見從死裡復活的話，就有譏誚他的；又有人說：「我們再聽你講這個

吧！」  
33  於是保羅從他們當中出去了。 
 
 
 
歌羅西書 4 章 5-6 節 
5  你們要愛惜光陰，用智慧與外人交往。  
6  你們的言語要常常帶著和氣，好像用鹽調和，就可知道該怎樣回答各人。 
  
彼得前書 3 章 14-16 節 
14 你們就是為義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嚇，也不要驚慌；（的威嚇：或

作所怕的）  
15 只要心裡尊主基督為聖。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溫柔、

敬畏的心回答各人；  
16 存著無虧的良心，叫你們在何事上被毀謗，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誣賴你們在基督

裡有好品行的人自覺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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