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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6-15  

Robert J. Tamasy 
 

沒有完美的工作 

BE ASSURED, THINGS COULD BE WORSE 
 

沒有一個工作是完美的，大概每個人在某些時候都會痛恨自己的工作。但是這篇文章也許可以

提供你一個新的思考方向。 

 

一家知名的製藥廠生產了一種直腸溫度計。在包裝裡面有一張使用說明書，上面印著: 每支直

腸溫度計都經過人體測試和消毒。把你的工作跟這家藥廠的直腸溫度計檢測員相比，你覺得如

何? 

 

你也許會想: 我的工作雖然不是直腸溫度計測試員，但是也差不多一樣糟糕了。當我們在工作

中間遇到困難或令人惱怒的事情時(我的朋友形容倒不如去吃蟲)，該如何去面對呢? 

 

這個問題的答案有很多，但我想沒有比聖經中的例子更實用的了。我們常在聖經裡看到一個人

被呼召去做他們不喜歡的工作。例如: 挪亞花了很多年建造方舟，必須忍受他那些鄰居無理的

取笑。或是先知耶利米必須持續地傳達那些令人不快和失望的訊息給一點也不想悔改的以色列

人。 

 

使徒保羅寫信給歌羅西教會時提到:「 無論做甚麼，或說話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穌的名，藉
他感謝父上帝。」 (歌羅西書 3 章 17 節)。即使是做一些令人不悅的工作像是在馬廄裡鏟馬糞

或是直腸溫度計檢查員一樣。 

 

如何面對艱難工作最好的榜樣就是耶穌基督自己。「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
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馬可福音 10 章 45 節)這裡指的是祂甘願忍受被釘十

字架，不僅僅是肉體的忍耐更是用愛忍耐。在他被捉的那一夜， 他禱告說：「阿爸！父啊！
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將這杯撤去。然而，不要從我的意思，只要從你的意思。」(馬可福音 14

章 36 節) 

 

所以當我們在職場上遇到困難的時候，應該如何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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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我們不是孤獨的。 我們總以為自己是孤單一人，沒有人能夠了解我們的難處或幫助我

們。但是事實是，無論環境如何艱難，我們都能向神求助。「我靠 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
能做。」 (腓立比書 4 章 13 節) 

 

相信即使是沒人想做的工作也會得到注意 。如果我們在小事上面忠心，機會就會向著我們打

開，使我們能做更多的事情。「你見過辦事敏捷的人嗎？他不跟等閒之輩為伍；他將侍立在君
王面前。」(箴言 22 章 29 節) 

 

有長遠的眼光 。如果我們只是看現在的處境，就會覺得似乎是沒有指望的。但是忍耐和毅力

可以帶來許多好處:「無論做甚麼，都要從心裏做，像是給主做的，不是給人做的， 因你們知
道從主那裏必得基業為賞賜；你們所事奉的乃是主基督。」(歌羅西書 3 章 23-24 節) 

 

勞勃．泰默西是領袖資產協會的傳播部副部長，這是一個總部在美國喬治亞州亞特蘭大的非營
利組織。 

 

                                                              省思 / 討論題目 

 

第一(分享) 、對你來說，甚麼工作是你想像中最糟糕的工作?你個人做過最糟糕的工作是甚麼，你

如何去面對它? 

 
 

第二(處境)、當你被指派艱難或是令人不快的工作時候，要帶著使命感去做很困難嗎? 

 
 

第三(理解)、如果可以，想像自己是耶穌，即將要被釘十字架處死，從一個人的角度來看，你

覺得當時他心裡會有甚麼想法? 

 
 

第四(應用)、你是否願意了得到更大的獎賞，努力於擁有長遠的眼光，願意去忍受困難做沒人

想做的工作，解釋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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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若有聖經且想要看有關此主題的其他經文，請看： 

箴言 10 章 4 節、12 章 27 節、21 章 5 節、24 章 30-34 節；傳道書 9 章 9-10 節；馬太福音 25 章

14-30 節； 雅各書 1 章 2-4 節 

 
箴言 10 章 4 節 

手懶的、要受貧窮．手勤的、卻要富足。 (Pro 10:4 CU5) 

 

箴言 12 章 27 節 

懶惰的人、不烤打獵所得的．殷勤的人、卻得寶貴的財物。  

 

箴言 21 章 5 節 

殷勤籌劃的、足致豐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 

 
 

箴言 24 章 30-34 節 

30 我經過懶惰人的田地、無知人的葡萄園． 31 荊棘長滿了地皮、刺草遮蓋了田面、石牆也坍塌

了． 32 我看見就留心思想、我看著就領了訓誨。 33 再睡片時、打盹片時、抱著手躺臥片時、 

34 你的貧窮、就必如強盜速來、你的缺乏、彷彿拿兵器的人來到。  

 
傳道書 9 章 9-10 節 

9 在你一生虛空的年日、就是 神賜你在日光之下虛空的年日、當同你所愛的妻、快活度日．因

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勞碌的事上所得的分。 10 凡你手所當作的事、要盡力去作．因為在

你所必去的陰間、沒有工作、沒有謀算、沒有知識、也沒有智慧。 

 
馬太福音 25 章 14-30 節 

14 天國又好比一個人要往外國去、就叫了僕人來、把他的家業交給他們． 15 按著各人的才幹、

給他們銀子．一個給了五千、一個給了二千、一個給了一千．就往外國去了。 16 那領五千的、

隨即拿去做買賣、另外賺了五千。 17 那領二千的、也照樣另賺了二千。 18 但那領一千的、去掘

開地、把主人的銀子埋藏了。 19 過了許久、那些僕人的主人來了、和他們算賬。 20 那領五千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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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又帶著那另外的五千來、說、主阿、你交給我五千銀子、請看、我又賺了五千。 21 主人

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

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22 那領二千的也來說、主阿、你交給我二千銀子、請看、我又賺了二

千。 23 主人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

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24 那領一千的、也來說、主阿、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沒有

種的地方要收割、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 25 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銀子埋藏在地裡．請看、

你的原銀子在這裡。 26 主人回答說、你這又惡又懶的僕人、你既知道我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

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 27 就當把我的銀子放給兌換銀錢的人、到我來的時候、可以連本帶利收

回。 28 奪過他這一千來、給那有一萬的。 29 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

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 30 把這無用的僕人、丟在外面黑暗裡．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  

 
雅各書 1 章 2-4 節 

2 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 3 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

忍耐。 4 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毫無缺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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