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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TICS, CIRCUMSTANCES, AND CHOICES

近期有許多討論，是關於我們是誰，以及我們為什麽會
無法控制的，甚至是在我們出生
超過 180 公分，那你就幾乎無法在賽馬中作為騎手比賽。但是，如果你的父母很矮，家族成
員也不高，那麽希望成為職業籃球隊的中鋒
 

環境也會影響我們的生命，例如家庭
良學習環境的程度等等，肯定會促成
點」，或「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錯誤的地點
是否註定要被我們的環境所限制
 

領導力顧問和作家提姆•凱特認為
型塑出來，被遭遇的環境所影響，但你的選擇
 

把注意力放在遺傳或我們過去發生的
法控制的。然而，我們可以控制我們
到了這㇐點的證據，例如在貧困家庭⾧大的人，有人
盡㇐切努力達到卓越，成為醫生、商人或學校教師。
 

即使我們不能改變我們的遺傳，或將
透過選擇和決定，而大大影響自己的生
 

你的生命投注於甚麼？我們可以
時間和精力都花在上面。當我們決定
「......今日就可以選擇所要事奉的：是你們列祖在大河那邊所事奉的神呢？
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約書亞

 

週一嗎
午間查經分享

由香港工商基督徒協會 (CBMC Hong Kong Ltd) 逢週一發放 
2 號東寧大廈 20 樓 2004 室   Tel: (852) 2805-1923

enquiry@cbmc.org.hk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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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bmc.org.hk/file-download.html 

   

                                                                        By 

遺傳、環境和選擇 
GENETICS, CIRCUMSTANCES, AND CHOICES 

 
關於我們是誰，以及我們為什麽會做我們正在做的事。有些
在我們出生之前就已經決定了。例如，如果⾧大成為㇐個

無法在賽馬中作為騎手比賽。但是，如果你的父母很矮，家族成
員也不高，那麽希望成為職業籃球隊的中鋒，就不太可能了。 

例如家庭的影響：家境富裕或貧窮的程度、健康
會促成我們的個人發展。甚至「在正確的時間出現在正確的地

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錯誤的地點」，這種看似隨機的效果也會影響
定要被我們的環境所限制呢？ 

•凱特認為並非如此，他提供了㇐個簡單而直接的觀點：
環境所影響，但你的選擇卻決定你是什麼樣的人」。 

或我們過去發生的環境是非常危險的，因為這些都是無法改變，也
。然而，我們可以控制我們的選擇－我們要如何面對這些環境。在許多方面

到了這㇐點的證據，例如在貧困家庭⾧大的人，有人成為吸毒成癮或參與犯罪
，成為醫生、商人或學校教師。 

，或將過去原生家庭的不利的環境㇐筆勾銷，
自己的生命。聖經在這方面有很多論述： 

我們可以將生命看向追求許多事物、許多「所謂的神
我們決定追求什麽，就會對我們的生命產生不可思議的影響。

今日就可以選擇所要事奉的：是你們列祖在大河那邊所事奉的神呢？
（約書亞記 24 章 1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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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8 月 29 日 

By Robert J. Tamasy 

。有些因素是我們
㇐個高個子，也許

無法在賽馬中作為騎手比賽。但是，如果你的父母很矮，家族成

、健康狀況、能提供優
在正確的時間出現在正確的地

也會影響。但是，我們

個簡單而直接的觀點：「你是被遺傳
 

是非常危險的，因為這些都是無法改變，也永遠無
。在許多方面我們看

成為吸毒成癮或參與犯罪，有人則決心

，但我們仍然可以

神」，把大部分的
產生不可思議的影響。

今日就可以選擇所要事奉的：是你們列祖在大河那邊所事奉的神呢？…至於我和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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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何定義成功？衡量成功的方式
群的影響力等等。有些會比其他
的生命歷程。「不要為自己積攢財寶在地上；地上有蟲子咬，能銹壞，也有賊挖窟窿來偷。
只要積攢財寶在天上；天上沒有蟲子咬，不能銹壞，也沒有賊挖窟窿來偷。因為你的財寶在
哪裏，你的心也在那裏。」「㇐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
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 神，又事奉瑪門
21、24 節）。 
 

你最看重的是什麽？在選擇優先順序
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擁有甚麼樣的
過黃金。」（箴言 8 章 10 節）。
© 2022. Robert J. Tamasy 撰寫了《職場大使：
《企業巔峰：給今日職場從箴言而來永恆的智慧》；與
求生活》；與 David A. Stoddard 
 

反省與問題討論 

第㇐、有哪些與生俱來的，或遺傳的因素

第二、在你所遭遇的環境中，過去和現在的哪些情況

今天的生命狀態呢？請解釋㇐下它們對你的影響？

第三、你是否同意文中這樣的論述

傳因素或我們生命中出現的環境

第四、對於本週的週㇐嗎哪提出的問題，你的答案是什麽

* 你的生命投注於什麽？ 

* 你如何定義成功？ 

* 你最看重的是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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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方式有很多：金錢、擁有的物質、職涯升遷、
比其他具有更高、更持久的價值。我們如何「選擇

「不要為自己積攢財寶在地上；地上有蟲子咬，能銹壞，也有賊挖窟窿來偷。
只要積攢財寶在天上；天上沒有蟲子咬，不能銹壞，也沒有賊挖窟窿來偷。因為你的財寶在
哪裏，你的心也在那裏。」「㇐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

，又事奉瑪門 ( - 瑪門：財利的意思)。」（馬太福音

在選擇優先順序、目標和目的時，我們會有很多選擇。
甚麼樣的生命。「你們當受我的教訓，不受白銀；寧得知識，勝

）。 
撰寫了《職場大使：CBMC 的持續性傳統-傳福音及門徒訓練》；

《企業巔峰：給今日職場從箴言而來永恆的智慧》；與 Ken Johnson 合著《用牧羊人的心追
David A. Stoddard 合著《導師之心》。 

遺傳的因素，對你的生活與生命產生了影響？

中，過去和現在的哪些情況，不管是正面的還是負面

解釋㇐下它們對你的影響？ 

論述：我們是由我們的選擇決定的，而不是由我們出生時的遺

環境決定的？請解釋你的答案？ 

提出的問題，你的答案是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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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地位和在社
選擇」，會引導我們

「不要為自己積攢財寶在地上；地上有蟲子咬，能銹壞，也有賊挖窟窿來偷。
只要積攢財寶在天上；天上沒有蟲子咬，不能銹壞，也沒有賊挖窟窿來偷。因為你的財寶在
哪裏，你的心也在那裏。」「㇐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

（馬太福音 6 章 19- 

有很多選擇。而這些選擇在很
你們當受我的教訓，不受白銀；寧得知識，勝

傳福音及門徒訓練》；
合著《用牧羊人的心追

產生了影響？ 

負面的，促成了你

而不是由我們出生時的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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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想知道聖經中關於這個主題的更多信息，請
請查閱未列出的經文：馬太福音
箴言 3 章 5-6 節 

3:5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

3:6 在你㇐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箴言 14 章 8 節 

14:8 通達人的智慧在乎明白己道；愚昧人的愚妄乃是詭詐

 

箴言 17 章 24 節 

17:24 明哲人眼前有智慧；愚昧人眼望地極。

 

箴言 27 章 20 節 

27:20 陰間和滅亡永不滿足；人的眼目也是如此。

 

路加福音 16 章 10-15 節 

16:10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義，在大事上也不義。

16:11 倘若你們在不義的錢財上不忠心，誰還把那真實的

16:12 倘若你們在別人的東西上不忠心，誰還把你們自己的東西給你們呢？

16:13 ㇐個僕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

上帝，又事奉瑪門。」 

16:14 法利賽人是貪愛錢財的；他們聽見這㇐切話，就嗤笑耶穌。

16:15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是在人面前自稱為義的，你們的心，上帝卻知道；因為人所尊

貴的，是上帝看為可憎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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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想知道聖經中關於這個主題的更多信息，請參考以下經文
馬太福音 6 章 25-34 節)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 

在你㇐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通達人的智慧在乎明白己道；愚昧人的愚妄乃是詭詐( - 或譯：自欺)。

明哲人眼前有智慧；愚昧人眼望地極。 

陰間和滅亡永不滿足；人的眼目也是如此。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義，在大事上也不義。

倘若你們在不義的錢財上不忠心，誰還把那真實的 錢財託付你們呢？

倘若你們在別人的東西上不忠心，誰還把你們自己的東西給你們呢？

㇐個僕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

法利賽人是貪愛錢財的；他們聽見這㇐切話，就嗤笑耶穌。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是在人面前自稱為義的，你們的心，上帝卻知道；因為人所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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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經文(因篇幅有限，

。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義，在大事上也不義。 

錢財託付你們呢？ 

倘若你們在別人的東西上不忠心，誰還把你們自己的東西給你們呢？ 

㇐個僕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是在人面前自稱為義的，你們的心，上帝卻知道；因為人所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