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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05 
By Rick Boxx 

商場世界觀與聖經教導的抵觸 

THREE PARADOXES OF BUSINESS 
 

你是否曾經花時間檢視自己個人的世界觀？是甚麼原因造成這樣的世界觀？世界觀非常重要，因

為它會影響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以及我們如何回應。 

 

利潤。在八零年代，著名的經濟學家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註1)宣稱「做生意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獲得利潤。」很多老闆接受Friedman的看法，合理化自己不計一切代價追求更多利潤的行

為。1987年，這樣的觀念出現在一部電影「華爾街」裡面。片中麥克道格拉斯(飾演Gordon 

Gecko)很諷刺地說：「貪婪是好的。」但在真實的世界中，股市因為人心貪婪而崩盤。不幸的，

現在還是很多人相信這樣的準則，即使很多證據已經顯示出這樣的想法是錯誤的。 

 

當我們查考了聖經，這樣的議題再次出現。例如，哥林多前書10章31節教導我們：「所以，你們
或吃或喝，無論做甚麼，都要為榮耀上帝而行。」這裡說到，神希望我們工作、做生意或做任何

事情都是要為了榮耀他而做，不僅僅是要賺取利益而已。 

 

合作關係。吉姆有一個很令人興奮新的商業點子，但是他需要一筆為數不小的創業基金。有一個

他認識的人投資他，提供了所需的資金，變成吉姆的事業合作夥伴。雖然吉姆的太太警告他，一

個沒有相同創業理想的夥伴，可能會造成不平等的約束。但是吉姆還是拿了資金，急著要得到他

所需要的資金。  

 

果不其然， 一年之後，吉姆的夥伴把他踢出事業，因為他們的宗教信仰不同。我們在歷代志下20

章37節也看到類似的狀況，「那時瑪利沙人、多大瓦的兒子以利以謝向約沙法預言說：「因你與
亞哈謝交好，耶和華必破壞你所造的。」後來那船果然破壞，不能往他施去了。」 

 

位置。在工商業界，我們常被告知我們可以自由選擇事業夥伴。但是聖經告訴我們，神擁有一

切。如果你相信聖經，祂知道你應該和誰成為生意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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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還很年輕的時候，在企業裡面很努力地往上爬，心裡面只想著要要越爬越高，所以下面的人

要服從我。但是有一天，一個特別的經驗改變了我的世界觀。 

 

當時我所服務的銀行總裁告訴所有的員工把車子開到後面去，因為他要幫大家洗車子，服務大

家。我當時真是不敢相信眼睛所看到的。我的老闆知道了就笑笑地跟我說，耶穌也曾經為他的門

徒洗腳。耶穌在路加福音22章26節告訴我們:「但你們不可這樣；你們裏頭為大的，倒要像年幼
的，為首領的，倒要像服事人的。」這個世界告訴我們，領袖是應當被服事的，但是神告訴我們,

優秀的領袖是要服事人的。 

 
註1: 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1912年7月31日－2006年11月16日）是美國經濟學家，以研究總體經濟學、
個體經濟學、經濟史、統計學、及主張自由放任資本主義而聞名。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1%B3%E7%88%BE%E9%A0%93%C2%B7%E4%BD%9B%E5%88%A9%E6%B0%91 

本文版權為正直資源中心（Integrity Resource Center, Inc.）所有。本文獲得授權改編自瑞克．博克
思的正直時刻Integrity Moments with Rich Boxx」。這系列的文章是以一個基督徒的觀點評論職場
的正直議題。 
 
 

省思 / 討論題目 

 

第一、 你對在商業世界的運行中,這些明顯矛盾的世界觀該如何反應？ 

 

 

第二、 在你看來，下結論說: 「我知道聖經教導的和世界不一樣，但是為了要成功，我要做必

須做的。」對此，你有麼看法？ 

 

 

第三、你是否同意合夥人之間，在私人和工作信仰和價值觀上，也需要考慮是否相同？為什麼不

只是考慮天分、才能、資金就好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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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你是否曾經曾經在僕人領袖的底下工作過？僕人領袖的態度對員工、顧客和供應商有甚

麼影響？你覺得這樣的態度會減損領袖的尊嚴嗎？分享你的看法。 

 

 

 

如果你手上有聖經，想要了解更多跟這個主題相關的經節，請參考: 

馬太福音 6 章 19-24 節、33 節；馬可福音 10 章 45 節；以弗所書 6 章 5-9 節；歌羅西書 3 章

23-24 節 

 

 

馬太福音 6 章 19-24 節、33 節 

(6:19)  「不要為自己積儹財寶在地上；地上有蟲子咬，能銹壞，也有賊挖窟窿來偷。 

(6:20)     只要積儹財寶在天上；天上沒有蟲子咬，不能銹壞，也沒有賊挖窟窿來偷。 

(6:21)     因為你的財寶在那裡，你的心也在那裡。」 

(6:22)  「眼睛就是身上的燈。你的眼睛若瞭亮，全身就光明； 

(6:23)     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裡頭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6:2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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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門：財利的意思）。」 

(6:33)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 

馬可福音 10 章 45 節 

(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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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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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 6 章 5-9 節 

(6:5)  你們作僕人的，要懼怕戰兢，用誠實的心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好像聽從基督一

般。 

(6:6)  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討人喜歡的，要像基督的僕人，從心裡遵行神的旨意。 

(6:7)  甘心事奉，好像服事主，不像服事人。 

(6:8)  因為曉得各人所行的善事，不論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賞賜。 

(6:9)  你們作主人的，待僕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嚇他們。因為知道，他們和你們同有一位

主在天上；他並不偏待人。 

 

歌羅西書 3 章 23-24 節 

(3:23)  無論做什麼，都要從心裡做，像是給主做的，不是給人做的， 

(3:24)  因你們知道從主那裡必得著基業為賞賜；你們所事奉的乃是主基督。 
 

mailto:enquiry@cbmc.org.hk
http://www.cbmc.org.hk/images/download/online-offer.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