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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乎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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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節
“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

聚光燈
“懶惰的人喪失了那藉忠心履行普通生活職責而得的
非常貴重的經驗。非僅少數━━而是千萬人生存在世，徒
然消耗上帝憑祂慈憐所賜予他們的福惠。他們忘記為主所
已交托他們的財富而奉獻感恩捐給祂。他們忘記自己當藉
善用主所賦與他們的才能，不單作消費的人，也要作生產
的人。如果他們明白主要他們作祂助手所當作的工，他們
就不至於逃避責任了。”（《使徒行述》第33章，第19段）

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
真道，用許多愁苦把自己
刺透了。”
（提摩太前書6:10）

你

的 看法？

關於你對未來的職業目標，請將以下的考慮事項按
照你認為的重要程度進行排序：
____ 這份工作能賺多少錢。
____ 這份工作聽起來有多體面。
____ 你的父母/朋友們對你從事之工作的
觀點。
____ 你認為自己是否能每日享受這份工
作。
____ 這份工作是否會與你的信仰和標
準有衝突。
____ 這份工作有多少特權和福利
“也未嘗白吃人的
（例如：假期的時間，提供
飯，倒是辛苦勞碌，晝
免費的伙食，公款旅行，等
夜做工，免得叫你們一人
等）。
受累。這並不是因我們沒
____ 這份工作能使你在多大程度
有權柄，乃是要給你們作
上幫助人，並為你所在的
社區做出貢獻。
榜樣，叫你們效法我們。
____ 這份工作是不是上帝呼召
我們在你們那裏的時候，曾
你去做的工作。
吩咐你們說：‘若有人不肯

走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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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工，就不可吃飯。’因我
們聽說，在你們中間有人不
按規矩而行，甚麼工都不
做，反倒專管閒事。我們靠
主耶穌基督，吩咐、勸戒
這樣的人，要安靜做工，
吃自己的飯。

一般來講，美國的工人一生中會
換3-5次工作。美國斯坦福大學教
授約翰·克朗波茨
貪財是萬惡之根！有
描述了一種被稱為“職業歧視主
人貪戀錢財，就被引誘
義”的現象，他將這個詞與性別歧
離了真道，用許多愁
視主義，年齡歧視主義，以及種族
苦把自己刺透了。
歧視主義進行了對照。人們會根據人
的職業頭銜來對待對方，而不是對方
但 你這屬上帝
在工作上多麼優秀，
的人要逃避這些
也不考慮對方的品格
多麼美好。當與身邊
事，追求公義、
那些從事體面職業的
敬虔、信心、
人進行對照時，很多人
愛心、忍
會認為自己是一個失
耐、溫
敗者。此類特殊形式
柔。
的歧視往往會阻
止人追求一種他們
真正喜愛的職業。
（news.stanford.edu/pr/
91/910528Arc1355.html）.

你要為真道打
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
你為此被召，也在許多見證人
面前已經作了那美好的見證。
我在叫萬物生活的上帝面前，
並在向本丟彼拉多作過那美好
見證的基督耶穌面前囑咐你：
要守這命令，毫不玷污，無可
指責，直到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顯現。
到了日期，那可稱頌、獨有
權能的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就是那獨一不死，住在人不能
靠近的光裏，是人未曾看見，
也是不能看見的，要將他顯明
出來。但願尊貴和永遠的權能
都歸給他。阿們！
你要 囑 咐 那 些 今 世 富 足 的
人 ， 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無
定的錢財；只要倚靠那厚賜百
物給我們享受的上帝。又要囑
咐他們行善，在好事上富足，
甘心施捨，樂意供給人（注：
“供給”或作“體貼”），為自
己積成美好的根基，預備將來，
叫他們持定那真正的生命。”
（帖後3:8-12;提前6:10-19）

走出
故事
根據使徒保羅的論述，保持正當的繁忙
有多重要？

妙語連珠
“又勸少年人要謹守。你自己凡事要顯出善行的榜樣，
在教訓上要正直、端莊，言語純全，無可指責，叫那反對
的人，既無處可說我們的不是，便自覺羞愧。”
（多2:6-8）
“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
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的引
到上帝面前。我也為此勞苦，照著他在我裏
面運用的大能盡心竭力。”（西1:28,29）

保羅告訴我們要“吃自己的飯”，你如何能辦到？你
認為每個人都必須要從事付酬薪的工作嗎？有沒有其他
方式可以在不同的環境中做出貢獻？

“我們作基督的使徒，雖然可以叫人尊
重，卻沒有向你們或向別人求榮耀；”
（帖前2:6）
“有誰軟弱，我不軟弱呢？有誰跌
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須自誇，
就誇那關乎我軟弱的事便了。那永
遠可稱頌之主耶穌的父上帝知道
我不說謊。”（林後11:29-31）

你認為金錢如何會在你自己的生活中成為萬惡之根？

“弟兄們，你們紀念我們的辛苦
勞碌，晝夜做工，傳上帝的福
音給你們，免得叫你們一人受
累。”（帖前2:9）

我們對彼此負有何種經濟上的責任？

根據“走進故事”中的經文，何為財富？上帝如何看待財富？

我們未來該如何正確地排序？

我們如何平衡美好的職業道德與“貪財”
呢?

言錦囊

名

“人在職業生涯中最黑暗的時刻
就是幻想捷徑的時刻，幻想可以
不必正當地獲取錢財的時刻。”—
—賀瑞斯·格雷利，十九世紀新聞編輯。

“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共有9000多次
投球失誤。有300場比賽失敗。有26次決斷
勝負的關鍵投球，我都沒有中。我在生活中
經歷了一次次的失敗，所以我成功了。” ——邁
克爾·喬丹，美國職業籃球聯賽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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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靈活現
安息日
使徒保羅在歌羅西書1:28,29描述
了自己為甚麼勞苦。保羅以製造
帳篷為業，他努力工作，以便自
養，維持自己的工作，免得成為
教會信徒的負擔。不管他從事的
是甚麼職業，他的熱情乃是將耶
穌告訴人。保羅以自己辛苦地制
帳篷業而自豪，而且他借助自己
的職業來推進福音工作。誰會認
為製造帳篷也能用來為上帝服務？
你如何使自己的職業為上帝服務？
開動腦筋，盡可能多地列出你所
有能想到的職業，然後，在每一
個職業旁邊寫出上帝如何能利用
這樣的職業幫助人，並且榮耀自
己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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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在本週課程的聖經經文中，我們
看出美好的職業道德至關重要。
我們應當保持正當的忙碌並且維
持自己的生計。如果你是學生，
還不能工作，那麼，做出貢獻的
方式還有很多，不一定必須是經
濟上的貢獻。
我們也看到“貪財”會導致許許
多多的問題。你如何才能保持平
衡：努力工作並且賺錢，與此同
時卻不貪財？你認為如何做才算
是平衡？今天，對自己的收入和
銷費做一個預算。你如何在自己
每月的預算中將上帝的事工考慮
進來？

星期一
本週的存心節中說到：“有人貪
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道。”
金錢如何會使人妥協自己的信仰？
大部分人立刻會想到對於安息日
的遵守，但是信仰中還有很多方
面會因為貪愛金錢而被妥協。
請思考這些選項，你認為多大的
好處能引誘你去做這些事情，在
每一個選項下面寫出金額數：

1.向老闆撒謊，免得他知道你犯
的錯誤：
$________________
2.讓你的上司以為你工作的時間
比實際的長：
$________________
3.替別人寫論文：
$________________
4.因為工作要求苛刻而不再花時
間去教會或慈善機構做義工:
$________________

星期二
正如懷愛倫在本週“聚光燈”這
部分所指出的那樣，我們不應當
僅僅是消費者。在我們今日的社
會中，最新式的電器，最時尚的
服裝，最漂亮的汽車，以及最新
的娛樂新聞，這些都被認為是成
功社會的標誌。當然，那全都是
消費品。上帝關注的是我們的生
產力。祂不單要我們做消費者，
也要做生產者。祂創造了我們，
要我們去付出，去為這個世界做
出特別的、獨一無二的貢獻。
今天，請列出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關於你自己的25個特別之處。為
甚麼上帝賜給你這些特點？

星期三

是功勞，老闆祝賀她的好行為。
3.這個人完全忘記了第二天要上
交的作業。

星期四
選擇職業是一個重要的決定。它
不僅會影響你自養的能力，而且
它還會影響你今後的幸福。你必
須選擇你自己喜歡做的工作，這
樣，一個星期40個小時的工作將
是一件樂事，而不是一個艱苦的
差事。你在選擇職業上如何為上
帝作見證？你如何幫助人？你如
何遵行上帝的旨意？你在作選擇
時，在多大程度上考慮到了上帝
的事工？

星期五
上帝創造的每一個人都是獨一無
二的。祂賜予你種種才幹和能力，
以及特有的人格，容貌和偏好。
上帝希望你用祂賜予你的時間做
一些事情。你有自己的命運，而
你選擇的職業就是命運的一部分。
你曾否求問上帝祂希望你從事甚
麼職業？你曾否求問創造你的主
為何設計你？

如果你閱讀本週“妙語連珠”這
部分，你會看到使徒保羅的重點
並不是讓人關注他自己，並不是
讓人關注他自己高超的品味，財
富，以及能力。他乃是辛勤勞作，
以便將上帝彰顯給更多不認識上
帝的人。保羅在提多書2:6-8鼓勵
青年人也要像他那樣勞作，這樣
就沒有人能用言語中傷他們了。
在以下的情況中，記下你期待基督
徒與非基督徒在行為上的區別：

本週閱讀*

1.這個人在排隊，他前面的一個
人正在朝收銀員大喊，指責收
銀員速度太慢。
2.本以為她的行為是過失，原來

* 懷愛倫著作託管委員會和太平洋出版
聯合會已經為你進行了專門的現代化改
編。請瀏覽以下網站獲取更多資訊：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article/191/about-us/conflict-of-the-agescompanion-books#.URlhF1rBO9s.堅持這項
閱讀計劃，你將在一年之內至少讀完一
本歷代之爭叢書。

《使徒行述》第33,34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