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牧‧家書】
職場之道‧牧養之路
這封家書是一篇個人的信仰整合。
畢業二十多年來，頭十年在商業及科技方面工作，
信仰受到不少挑戰，在掙扎中尚算蒙恩渡過。而近
十年在教會服侍，信仰挑戰不比商界的少，生命處
於疲乏困倦有時，勇往直前也有時，現在是 GCF
的牧者。我想談談這個講座「職場之道‧牧養之
路」——甚至是一個運動（movement）的再開始及
探索之路——出現的原因。
「職場」是甚麼？
「職場」是甚麼？職場不單指商業的社會，而是以勞力、努力、腦力、心力和買力，去換取
金錢、機會和意義之處。只要弄通這個道理，就明白職場可以包括泛指商業的社會、家庭，
以至不同行業，也包括新興的行業如 freelance、startup、一人初創企業等等。職場對信徒有甚
麼意義呢？信徒在職場上，有時只是求生（survival）
，有時則找到安身立命、充滿使命、一個
活出信仰的地方。總之職場是信徒在每天八小時、十小時，甚至廿四小時，雙腳身處的地方，
是一個很實在、很「埋身」、很「到地」
、實踐信仰的地方或處境。這是我相信的職場。以這
個定義，我相信每個信徒都有自己的職場。
職場之「道」
當想到職場的時候，上主提醒我「道」的重要性。在職場中重要的東西有很多，不同的見證、
群體、目標、規模等等，但上主提醒我職場之中最重要的是道。
這裡有兩個詮釋。
第一，職場之中最重要的是道，即我們需要有上主的信息（message），例如一段你在職場上
活出的經文，或一段使你在職場上感到掙扎的經文。耶穌說：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
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約十四 6）今日的職場仍然有道嗎？我指的不是金句式
的道，而是指上主的話仍然在今天職場裡適用的道。有弟兄姊妹在我帶領的工作坊裡向我反
映，
「良善又忠心的僕人」這段經文（太廿五 21）
，理應是我們無論在教會或職場之中重要的
經文，但有信徒已經不再相信這經文了，因為人善被人欺，被上司欺負、被同事欺負。
「不可
含怒到日落」（弗四 26）又是另一個例子，第一天上班，已經被同事惹怒到頂點，那位信徒
已經不能再相信這經文了，好像埋葬了這段經文，行「安息禮拜」了。如是者，我們的弟兄
姊妹在職場裡愈來愈少行道，甚至懷疑道是否仍然適用於今日的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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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打開聖經，我們見到很多先知，他們每一句說話都是為當世發聲，在當世代處境（context）
活出那個信息。所以，道在職場中相當重要。經文本身固然重要，但如何活出或實踐該經文
（act out the Message）同樣重要。弟兄姊妹到底在職場上如何活出這個信息，而所活出的又是
甚麼信息？經常聽到有弟兄姊妹說，他們的見證就是透過謝飯祈禱，讓同事認識自己有信仰。
這樣做雖然沒有錯，但非信徒（甚至基督徒同事）更需要透過我們以生命及每天生活來看見
真、善、美、誠信、慈愛、憐憫和寬恕等等。縱然過程會有困難及限制，但不要緊。

「牧養」所謂何事
甚麼是牧養？牧養是一份關係。如果沒有牧羊人和羊的關係，就沒有牧養。

2 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神的群羊，
按著神旨意照管他們，不是出於勉
強，乃是出於甘心；也不是因為貪
財，乃是出於樂意； 3 也不是轄
制所託付你們的，乃是做群羊的榜
樣。 4 到了牧長顯現的時候，你
們必得那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
（彼前五 2-4）
這是我神學畢業時的互勉經文，它教導我甚麼是牧養。第一，羊是屬於上帝的，不屬於任何
受造之物，不屬於牧者、導師、團友；第二，是按上帝的旨意（will of God）去牧養。我們牧
養的時候，看見上帝的旨意在羊的生命裡嗎？我們的眼光、我們的靈性，能不能察驗（discern）
上帝在羊生命裡的心意呢？接下來的態度，不是勉強，而是甘心；不是貪財，而是樂意；不
是轄制，而是作榜樣。獎賞是當大牧人來到時會得到冠冕。
「牧養」在 NASB 的版本作 shepherd，全句是 shepherd the flock of God among you，這對於職場
牧養來說是重要的，到底神的群羊在哪兒呢？這裡說在你們中間（among you），羊有來到教
會、牧者、導師的中間嗎？還是羊不是聚合（gather）
，而是分散（scatter）在不同的地方，分
散在不同的職場呢？牧者、導師、領袖的目光，是看羊本身是否圍著自己，還是他們要進到
羊所在的地方，進到羊的中間？進到職場信徒當中？彼得前書給我們很大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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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養之「路」的探索
路是人走出來的，牧養之路需要牧者、信徒領袖、導師攜手走出來，按著不同年代不斷更新
探索。這條路我會怎樣形容呢？過往牧會時，我深深體會到聖經對這條路有兩種形容。
第一，馬太福音七章 13 節，走窄路。我們相信羊若真心跟隨上主，無論他在哪一處，在世人
眼中都不一定是一條「成功」之路。他走上的，是一條窄路、不容易走的路、不隨波逐流、
一條下定決心不惜犧牲才能行出的一條生命之路。
我們要明白，弟兄姊妹身處的職場有其遊戲規則，他們若按著規則而行，雖不一定會贏，但
至少不會輸。簡單來說，工作的第一天，他們的上司、同事、下屬會直接或間接教他們這個
遊戲規則，但弟兄姊妹有沒有小心察驗，還是照單全收呢？作牧者、導師、信徒領袖和同輩
的，有甚麼可以分享呢？其實我們若能明白弟兄姊妹面對的處境和掙扎，已經是不錯的牧養
起始點了。所以耶穌說我們走的是一條窄路，我們要小心去辨別。
第二，要明白這是一條「向下行」之路。弟兄姊妹所經歷的同樣是耶穌經歷的試探，這裡不
詳談，可以參考盧雲的《向下的移動－－基督的捨己之路》
。我們作牧者、導師、信徒領袖的，
要肯定我們的弟兄姊妹所走的是下行之路和窄路。他們若行在窄路、認真的信心路之上，就
要面對耶穌所經歷的三項試探。故此我們要肯定他們的掙扎、努力、甚至跌倒。最後，主耶
穌示範了祂在這條窄路上「向下行」
，祂用寶貴的生命作示範，如彼得前書五章 3 節勸勉讀者，
活出神所喜悅的榜樣。
這篇「職場之道．牧養之路」
，希望能啟發牧者、導師和信徒領袖，繼續探索屬於我們這個時
代的職場、社會、家庭，不同行業、freelance、startup、一人初創企業中，按上帝的心意牧養
屬神的羊，讓弟兄姊妹在職場中安身立命，好好活出信仰，活出召命（calling），不但自己領
受祝福，也成為同事、伙伴、顧客、上司下屬的祝福，成為一個被上帝所使用的人，一生真
的活過，對社會及世界發揮更大影響（Make an Impact）［註］。

您的職牧，

王偉德|Walter
walter@gcf.org.hk
主任|Director of Marketplace Ministry
香港基督徒畢業生團契|Graduates Christian Fellowship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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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回應】
□ 願意成為香港基督徒畢業生團契（GCF）義工，與我們一同服事畢業生群體
□ 願意奉獻支持畢業生事工發展|職場牧養
□ 邀請 GCF 同工到所屬教會分享職場信息 / 領會

【個人資料】
姓名：（中文）＿＿＿＿＿＿＿＿＿＿＿＿＿性別：□男 □女
（英文）＿＿＿＿＿＿＿＿＿＿＿＿＿
電話：＿＿＿＿＿＿＿＿ 電郵：＿＿＿＿＿＿＿＿＿＿
通訊地址：＿＿＿＿＿＿＿＿＿＿＿＿＿＿＿＿＿＿＿＿
＿＿＿＿＿＿＿＿＿＿＿＿＿＿＿＿＿＿＿＿
所屬教會：＿＿＿＿＿＿＿＿＿＿＿＿＿
教育程度：□大專 □大學 □碩士或以上
行業：＿＿＿＿＿＿＿＿＿＿職位：＿＿＿＿＿＿＿＿＿

【奉獻方式】
□ 銀行直接存款 恒生銀行 280-113150-001（請在入數紙註明中文全名及電話，並將入數紙電郵至
hkgcf.info@gmail.com；或連同本表格寄回九龍長沙灣道 137-143 號長利商業大廈 11 字樓 香港基督
徒畢業生團契收）

□ 劃線支票

抬頭「香港基督徒畢業生團契」或 "GRADUATES CHRISTIAN FELLOWSHIP OF HONG KONG"

（請註明姓名和電話；或連同本表格寄回九龍長沙灣道 137-143 號長利商業大廈 11 字樓 香港基督
徒畢業生團契收）

□ 自動轉帳 （請於 www.gcf.org.hk 下載「直接付款授權書」）
□ 信用卡
（請傳真或寄回本團契）
○ VISA
○ MasterCard
持卡人姓名：＿＿＿＿＿＿＿＿＿＿＿＿＿＿＿＿＿＿＿
信用卡號碼：＿＿＿＿﹣＿＿＿＿﹣＿＿＿＿﹣＿＿＿＿
有效期至（MM/YY）：＿＿/＿＿
金額 HK＄ ＿＿＿＿＿＿
持卡人簽署：＿＿＿＿＿＿＿＿＿＿＿＿＿
（奉獻 HK$100 或以上將獲發正式收據以申請扣減稅項）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所收集之個人資料，只供本團契內部記錄及與您的聯絡，並不會以任何形式出售、租借及轉讓您的資料予
任何人士或組織。您有權查閱及改正本團契所保存您的個人資料。 如閣下不同意本團契往後與您聯繫，請在以下空格上加上
號： □我不同意香港基督徒畢業生團契使用我的個人資料作消息通訊、籌款、推廣活動或收集意見等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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