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場倫理
第一講
職場倫理的必要

周逸衡

者勝於做何事。
2. 西方企業
以“目標達成”來決定一個人是否好的
管理者。

一．職場倫理的興起
這個課題主要探究品格與成功的關係。
C.

二． 聖經觀點
1. 你是什麼(being)比你做什麼(doing)重要。

中國企業重人整體的評價，而不看局部
（構面）。

2. 約瑟的例子
D.

三． 中國思想
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

局部與整體
人際因素

中國企業重精神、道德操守，勝於人際
關係。工作指派乃根據領導者對人的信任，
重忠臣勝能臣，高階主管的任用是根據年
資、信任勝於技術。

四．一份最近的企業研究報告

管理哲學

報告結果顯示中國企業與西方企業的有
趣差別：

E.

A.

1. 中國企業

員工素質

1. 中國企業
a. 人先於事：先接受其人，再接受他所
做的事。古中國的家族主義，是以血
緣遠近（親疏）來決定繼承者（嫡長
子觀念）。
b. 筆試重於口試，重個人特質，如品德、
敬業態度、忠誠度。
2. 西方企業
重個人表現、經驗。
B.

信賴管理哲學，包括由上對下的關係，
或平行的同事關係。
2. 西方企業
目標達成哲學。

五．總結
聖經中神稱讚大衛是良善、誠實、正直
的人，而不是稱讚大衛做何事。這觀點與中
國管理哲學相合。

過程與結果

1. 中國企業
a. 重過程勝於結果（“沒有功勞也有苦
勞”）。
b. 計劃不具體，授權不明確，在乎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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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講
從倫理看人的本質
倫理看人的本質
一．聖經中正直、良善的例子
1.
9:4-5 “你若效法你父大衛，存
誠實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

列王紀上

：

所吩咐你的，謹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
必堅固你的國位在以 色列中，直到永
遠……”正直、誠實是神對大衛的稱許。
2.
5:9 “光明所結的果子就是一切

以弗所書 ：

良善、公義、誠實。”
3.
25:8：“耶和華是良善正直的，所以
祂必指示罪人走正路。”
4.
86:5 “主啊，你本為良善，樂意饒

詩篇

詩篇

：

恕人，有豐盛的慈愛，賜給凡求告你的
人。”

二．在職場上要彰顯人的特質、神的特質
1. 就見證上而言，顯出正直、良善。
2. 就社會效益上而言，容易被人接納，使人
不設防，給群體安全感。

三．誠實守信為神的期待
1. 詩篇 51:6：“你所喜愛的是內裏誠實；你
在我隱密處，必使我得智慧。”
2. 箴言 12:22：“說謊言的嘴為耶和華所憎
惡；行事誠實的，為祂所喜悅。”
3. 撒迦利亞書 8:16：“你們所當行的是這
樣：各人與鄰舍說話誠實，在城門口按
至理判斷，使人和睦。”
4. 腓立比書 2:15 ：“使你們無可指摘，誠
實無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 神無
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
明光照耀。”

四． 現代職場講求團隊合作（Team work）
唯有誠實正直，才能使群體努力發
生加乘作用，產生綜效，使一加一大於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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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講
第三講
基督徒基本的人生觀
——喜樂、感恩
——喜樂、感恩
一．前言
1. 帖撒羅尼迦前書 5:16-18：“要常常喜樂，
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
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2. 箴言 17:22：“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喜樂帶來身心靈的健康；喜樂的人易被
人接納。散發正面訊息的人會吸引人，
因為每個人都有不完美之處，而不完美
使人需要被肯定與接納。
3. 如何能常常喜樂？據研究發現：期待與真
實知覺的差異決定滿意的程度。滿意度
越高，越帶來快樂；反之，長期的不滿
意帶來長期的不快樂。降低期望或提高
真實知覺都將帶來更多滿足。

二．如何降低期望？
1. 加拉太書 6:14 ：“但我斷不以別的誇口，
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因這十
字架，就我而論，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
上；就世界而論 ，我已經釘在十字 架
上。”
2. 認識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不以成敗、
得失論自己的價值，會降低我們對世界
的期望。

三．如何提高真實知覺？
1. 腓立比書 2:5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
為心。”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我們對
人、環境，將更有寬容、恩慈；我們會
開始感恩，而感恩是喜樂的源頭。
2. 哈巴谷書 3:17-19 ：“雖然無花果樹不發
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也不效力，
田地不出糧食，圈中絕了羊，棚內也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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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
我的神喜樂。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祂
使我的腳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穩行在

第四講
第四講
處事態度

高處。”
一．忠心、敬業
1. 按才幹接受託付的比喻（太 25:14-30）
四．基督是我們的盼望
環境會變動，但是神在大水氾濫之時，
依然坐著為王（詩 29:10）。
1. 羅馬書 8:35：“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
絕呢？難道是患難嗎？是困苦嗎？是逼
迫嗎？是飢餓嗎？是赤身露體嗎？是危
險嗎？是刀劍嗎？然而，靠著愛我們的
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
2. 以弗所書 3:20：“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
裏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過我
們所求所想的。”

2. 領受的雖然不同，但若善用神所給的資
源、機會，以發揮最好的效能，所得的
稱許是相同的。
3. 管理學中的綜合效能(Synergy)：1＋1＞2
4. 加拉太書 2:20：“這樣，現在活著的不再
是我自己，而是基督在我生命裏活著。”
5. 歌羅西書 3:22：“你們作僕人的，要凡事
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事
奉，像是討人喜歡的，總要存心誠實敬
畏主。”
6. 歌羅西書 3:23：“無論做甚麼，都要從心
裏做，像是給主做的，不是給人做的。”

五．總結
神在聖經中已經賜下祂得勝的應許，讓
我們從喜樂、感謝開始，為自己、周圍的人
帶來改變。

二．積極、主動
二．
1. 積極、主動指勇於任事、承擔風險（包括
社會風險、心理風險、生理風險、財務
風險）。
2. 據研究發現：成功的經理人，多是勇於承
擔中度風險的人。
3. 以弗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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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遵行神的旨意。”
4. 積極、主動和與人和睦並不衝突。

良友聖經學院《職場倫理》

3

第五講
第五講
人際關係

第六講
第六講
愛人如己

一．聖經觀念
1. 約翰福音 13:34：“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
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

一．謙卑是愛人如己的要素
1. 馬太福音 20:26-28：“只是在你們中間，

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2. 加拉太書 5:14：“因為全律法都包在愛人
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
3. 哥林多前書 13:4-8：“愛是恆久忍耐、又

不可這樣；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
你們的用人；誰願為首，就必作你們的
僕人。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

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
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
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
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

贖價。”
2. 馬太福音 23:12：“凡自高的，必降為卑；
自卑的，必升為高。”領導者是謙卑的
人，大家都能接受的人。

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

3. 彌迦書 6:8：“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
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
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

二．愛人如己的特質
正常的基督徒應有愛 人如己的特質，
如：正直、善良、誠實等。

的 神同行。”謙卑是不爭競、不自高、
使自己有進步空間、看別人比自己強、
表示關心。與人和平相處的秘訣是眼光

三．愛人如己的表現
1. 重視別人：記得別人的名字，仔細聽別人
講話，記得對方的角色（頭銜、背景）。
2. 嘗試談論別人感興趣的話題（將心比心，

放遠，定睛永恆，而非計較今生得失。
4. 加拉太書 5:22-23：“聖靈所結的果子，就
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
善、信實、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

先了解別人的興趣，對別人也感興趣）。

律法禁止。”
5. 團隊裡不單顧自己，也顧別人的需要。
6. 劇場理論：不同舞台，有不同角色的扮
演。有別人的期待，也有自己的詮釋。

四．很難共事的人特質
包括難以溝通，堅持自己的立場等。
1. 路加福音 10:27：“愛鄰舍如同自己。”
2. 約翰一書 3:18：“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
語和舌頭。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
3. 申命記 24:19：“你在田間收割莊稼，若
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給寄居
的與孤兒寡婦。這樣，耶和華你神必在
你手裏所辦的一切事上賜福與你。”
4. 彼得前書 4:8-9：“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
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你們要
互相款待，不發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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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工的重要
團隊精神中也講求分工。有時候過度幫
忙反而為組織帶來傷害。
1. 選擇值得投入、委身的職場，在其中發揮
敬業、熱忱、積極、主動的態度。
2. 詩篇 1:1：“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
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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