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週一嗎哪 
 午間查經分享祈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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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翻譯出自台灣總會。 

 

由香港工商基督徒協會 (CBMC Hong Kong Ltd) 逢週一發放 
地址: 香港九龍彌敦道 580G-K 號彌敦中心 9 樓 905 室   Tel: (852) 2805-1923     Fax: (852) 3747-6218 

Email: enquiry@cbmc.org.hk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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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bmc.org.hk/images/download/online-

offer.pdf 

  

2017-09-25 
By Austin Pryor 

 
 
 

投資者的目的 
 
你是一個好的投資者嗎？如果你不了解身為投資者的目的，就很難回答這個問題。如

果你當投資者的目的，是希望賺得利潤，但年復一年你發現投資都沒賺到利潤，無論

你本身是多好的人，你都不是一個好的投資者。 

 

在提姆．凱勒(TIM KELLER) 牧師所寫的書「神是有道理的」一書說道：我們判斷一

件事是好是壞，是根據這件事是否達到目的。那我們是如何判斷一個人的人生是好或

是壞呢？一個不相信神的人或是不明白生命有更高的意義的人，他們認為人生是沒有

意義的，人的生命大概就是隨機而來的。 

 

“然而，對一個跟隨耶穌基督的人來說，我們在這裡是有意義的。華里克牧師在他的

暢銷書「標竿人生」當中開頭就說，「你的生命並不是只有你，你生命的意義高過自

我實現、內心的平安或是快樂。你人生的意義比你的事業或甚至你遠大的夢想和野心

都要大。如果你想知道為什麼你在這裡，你必須要問神。你是因為祂的目的而生和也

因為祂給你的目的活著。” 

 

在這本書中，華里克牧師說:神創造我們有五個目的:愛祂、成為祂的家人、像祂一

樣、服事祂、向別人傳揚祂。我認為在我們的生活和職場上，我們所擁有的一切，無

論是財富或才幹都要依照這五個目的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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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慷慨待人，就是表現出神的心腸。「各人要隨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難，
不要勉強，因為捐得樂意的人是 神所喜愛的。」(哥林多後書 9 章 7 節) 

 

• 當我們照顧其他的基督徒時，就是表顯出我們明白在主裡，成為一家人的道理

了。「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體，又缺了日用的飲食； 你們中間有人對他們說：
「平平安安地去吧！願你們穿得暖，吃得飽」，卻不給他們身體所需用的，這有甚麼
益處呢？這樣，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雅各書 2 章 15-17 節) 

 

• 當我們願意付出和犧牲時，我們就更像神了，因為祂是一個完美的給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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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提摩太前書 6 章 17 節) 

 

• 我們若是認真地負起責任當個神的好管家，就是定意要服事祂了。我們從恩賜

的比喻(馬太福音 25 章 14-30 節)裡面知道，神要我們當祂的好管家。「所求於管家
的，是要他有忠心。」 (哥林多前書 4 章 2 節) 

 

• 當和別人分享信仰的時候和大方地給予那些不認識祂的人，就顯現出自己的殷

勤了。「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所以，你們要
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或譯：給他們施洗，歸於
父、子、聖靈的名）。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
到世界的末了。」(馬太福音 28 章 18-20 節) 

 

根據這些經文，你覺得自己是什麼樣的投資者？你是個好管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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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討論 
 

一、你認為要做一個有效率的投資者，你必須很清楚自己投資的目的是什麼嗎？為什

麼？請分享你的答案。 

 

二、認為一個人可以決定自己人生的目的，以及如何使用經濟和物質上的資源嗎？ 

 

三、根據文章中聖經經文的原則，身為一個投資者，你會如何完成自己的目標，以及

運用自己的資源? 

 

四、關於文章中提到的使用和投資個人資源的五項目的，你覺得自己最需要改進哪一項才

能成為更好的投資者以及成為好管家(優良的經濟和物質資源的使用者)？ 

 

 

如想要閱讀更多關於這個主題的經文，請參考以下內容。  
 
箴言 11 章 28 節、 
11:28  倚仗自己財物的，必跌倒；義人必發旺，如青葉。 
 
箴言 15 章 6 節、 
15:6  義人家中多有財寶；惡人得利反受擾害。 
 
箴言 21 章 20 節、 
21:20  智慧人家中積蓄寶物膏油；愚昧人隨得來隨吞下。 
 
箴言 23 章 4-5 節 
23:4  不要勞碌求富，休仗自己的聰明。  
23:5  你豈要定睛在虛無的錢財上嗎？因錢財必長翅膀，如鷹向天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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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後書 9 章 8-11 節 
9:8  神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的加給你們，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樣善事。  
9:9  如經上所記：他施捨錢財，賙濟貧窮；他的仁義存到永遠。  
9:10 那賜種給撒種的，賜糧給人吃的，必多多加給你們種地的種子，又增添你們仁義

的果子；  
9:11  叫你們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捨，就藉著我們使感謝歸於神。 
 
腓立比書 2 章 3-4 節 

2:3  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2:4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提摩太前書 6 章 18-19 節 

6:18  又要囑咐他們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捨，樂意供給（或作：體貼）人，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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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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