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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主工作, 為主而活 
    Work for the Lord, Live for the Lord  11/13/08 
 
歌羅西書 3:17-24 
 
無論作什麼,或說話或行事,都要奉主耶穌的名,借著他感謝父上帝. 

 

無論作什麼,都要從心裏作;像是給主作的,不是給人作的.因為你們知道從主那裏必

得著基業為賞賜. 你們所事奉的乃是主旨基督. 

 
馬太福音  5:16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見你們的好行為,便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

父.”  
 
引言: 
 
謝謝李牧師的鼓勵; 真是愧不敢當. 
謝謝弟兄姐妹的代禱。  我最近連續出差兩次， 先去中國大陸，再去美國大陸， 
有四個主日沒有和大家在一起，真是非常想念大家。 
我知道許多弟兄姐妹都很關心我，在為我禱告，謝謝大家！ 
 
我在出差的途中，見到我們教會的一些弟兄姐妹， 
在上海, 見到吳凡，葉芳， 
在南京, 見到小宋，小丁， 
在武漢, 見到方蘭的父母和毛芳芳  
在濱州, 見到 Rebecca 和陳真. 
他們要我代問李牧師和師母好,問眾弟兄姐妹好! 
特別是毛芳芳還親手修了一幅畫,送給李牧師,師母,送給我們教會這個大家庭. 
 
讓我們同心禱告: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題是, 為主工作, 為主而活. 
 
今年夏威夷華人基督教聯會培靈會請的講員是邱志健牧師.  邱牧師三天晚上講道的

中心主題是 “僅此一生”. 邱牧師在講道中一再激勵眾弟兄姐妹要  “為主而活”, 我們

的生命才能有永恆的意義.  
 
邱牧師的講道, 使我想到我們在團契教會裏常常會談到幾個問題. 我在出差開會時也

常常會和一些弟兄姐妹談到這些問題.  
 
我們大部分基督徒都不是全時間傳道人,  
我們的工作究竟有什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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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工作究竟是為了什麼? 
我們究竟有沒有可能平衡我們的事奉, 工作,和家庭?   
 
今天我要從三個方面來談: 
我們的工作要以上帝為首位, 順從祂; 
                            上帝為目的, 服事祂; 
                            上帝為中心, 榮耀祂!   
 
 
一. 上帝為首位 ----- 順從祂 (God is the First, Obey Him!) 
 
主耶穌在馬太福音告訴我們: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

了.”  (太 6:33)   
 
以上帝為首, 就是以祂為先.  
為什麼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  
因為這是基礎,是不變的基礎! 
 
最近我常常感歎時間過得太快.  
我們從美國大陸東岸來到夏威夷的時候, 女兒才 8 個月.  
可是轉眼間, 她已經 18 歲, 回到美國大陸東岸去讀大學了. 
 
兩周以前,我回到南京母校去看望我的老師們和同學們; 
轉眼間, 我們這些改革開放以後的第一批大學生, 進入大學已是 30 年前的事情了. 
 
 
今年姜醫生和錢醫生回北京和同學們聚會, 
轉眼間, 他們已經從北京大學醫學系畢業 50 年了! 
 
這些年來,我們都在勤奮工作. 我們的工作有意義嗎?  
醫生治好了無數的病人,這很有意義. 
科學研究有了新的發現,這也有意義. 
 
可這些是否有永恆的意義呢?  
病人的病被醫好了以後還會有病. 
新的發現很快就變成了舊的知識.  
所以這些意義都是相對的和短暫的. 
 
而且如果我們研究做得不夠快,發表文章不夠及時,別人一旦發表, 就很難再發表了. 
我和王敏在 Cornell 讀書時認識一位元博士後, 他做了三年的研究, 剛剛寫好論文, 一
個日本的實驗室剛好發表了同樣的論文. 又做了三年, 剛寫好論文, 又被日本人領了

先.  結果六年的心血都白費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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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呢?  
大家越來越拼命工作, 越來越加快速度. 
你不拼命別人拼命; 你不加快別人加快. 
 
結果就是,在學術界,在商業界,在醫學界,在法律界, 在各行各業, 
壓力越來越大, 競爭越來越激烈. 
很多人成了工作狂; 
很多人成了工作的奴隸. 
很多人為了工作,放棄了愛好,犧牲了家庭, 丟掉了健康, 最後,失去了生命.  
 
有一次, 我一位朋友深有感觸地說:  
“健康是最重要的; 其他都是次要的. 健康是 1, 其他都是 0; 
沒有了健康, 其他一切都失去了意義.” 
 
可是我告訴我的朋友, 這話有一定道理;但是不完全. 因為按著自然規律, 不管我們多

麼注意鍛煉和保養,身體出問題是一定的. 身體衰敗是必然的.  
也許我們今天還健康, 
但有一天一定不健康; 
也許我們今天自以為健康, 
但身體可能已經除了問題. 
如果把身體作為 1 的話,那我們是輸定了!  因為最後肯定一切都是 0!   
 
這就像是所羅門王所說: “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日光之下, 並無

新事”. (傳 1: 2; 9) 
 
那我們的工作有沒有可能有永恆的意義呢? 有! 
 
所羅門王在他的晚年這樣告誡人們: “ 你趁著年幼,衰敗的日子尚未來到,就是你所說,
我毫無喜樂的那些年日為曾臨近之先, 當紀念造你的主. 這些事都已聽見了, 總意就

是敬畏上帝,謹守他的戒命, 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  (傳 12:1; 13) 
 
主耶穌也告訴人們: “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了.”  (太 
6:33)   
 
上帝是創造天地萬物的主宰, 上帝是超越時空的.上帝是永恆的. 主耶穌在聖經(太
24:35)裏說: “天地要廢去, 我的話卻不能廢去.”  所以只有上帝才可以是那永不改變

的 1. 只有當我們認識這位元創造天地的上帝, 先求上帝的國和義, 把上帝放在首位, 
愛主超過於一切, 在生活中順從主的話去行, 在上帝這個 1 的後邊加上其他的 0, 這
些 0 才能有永恆的意義. 我們只有把我們那有限的工作和那無限的上帝聯繫起來,才
能有永恆的意義. 
 
所以, 認識上帝, 順從上帝是人生的第一優先.  抓住這不變的,才能應付萬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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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前些天柏牧師所形象地告訴我們的. 我們這一生的幾十年就向太空中的一個小

點. 它是有限的. 可是如果把這個小點和那個無限的線聯繫起來,那這個小點上的一

切就有了永恆的意義! 
 
為什麼會是這樣呢? 因為我們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創造的. 上帝造我們是有他特別

的計畫的.所以我們只有按照那位設計者和創造者的計畫去行, 才能真正有意義. 這
就像是這個話筒是工程師設計的. 我們如果拿著話筒來作為表演節目的道具, 也是一

種用途. 但不是設計者的本意. 只有按照工程師所設計的本意被用來放大聲音, 才可

能真正有意義.  
  
* 所以要使我們的工作真正的有意義, 我們必須認識上帝, 並且把上帝放在首位! 
 
那麼我們怎樣把上帝放在工作的首位呢? 就是要讓我們的工作是為上帝而做! 
 
二. 上帝為目的 -----服事他 (God is the Goal, Serve Him!) 
 

聖經在哥羅西書告訴我們: “無論作什麼,都要從心裏作;像是給主作的,不是給人作

的.因為你們知道從主那裏必得著基業為賞賜.你們所事奉的乃是主基督.” (3:23-
24) 

 

我們在認識主以前, 工作是為人作的,是為了從人那裏得賞賜而作. 基本上可以說是

為賺錢養家,為了兒女, 為了自己的興趣或成就感,為了退休作準備. 這些都不錯, 可是

並沒有永恆的意義.   
 
我在 Cornell 的博士後導師來自夏威夷.  他告訴我們,當他年輕時, 在甘蔗田裏工作, 
很辛苦. 他想, 我要讀書, 將來過不一樣的生活.他在 UH 念完大學和碩士, 然後在 UC 
Davis 念完博士, 後來到 Cornell  作教授. 他告訴我說,他的基礎很差,但他很努力工作. 
結果就大不一樣. 那麼如果不為生活所迫,就不要努力工作嗎? 有這樣一個故事. 相信

很多人聽過這個故事的不同的版本. 說有一位銀行家看到一些年輕人在美麗的夏威

夷海邊彈吉它唱歌. 就對他們說 “你們應該趁你年輕去努力工作.”  那些年輕人說 
“然後呢?”  銀行家說 “然後你可以掙到好多錢.”  那些年輕人說 “然後呢?”  銀行家說 
“然後你可以早日退休了.”  那些年輕人說 “然後呢?”  銀行家說 “然後你可以不要工

作, 每天在海邊彈吉它唱歌.”  那些年輕人說 “我們已經這樣做了. 為什麼還要工作

呢?” 
 
那我們的工作究竟是為了什麼?根據聖經的教導, (創 1:28), 工作是上帝賜給人的特

別的恩典和祝福, 不是詛咒. 因為在人犯罪以前, 上帝就賜給亞當和夏娃智慧和權柄, 
代表他去管理整個伊甸園 (創 2:15). 聖經在出埃及記 34:21 說 “你六日要做工, 第七

日安息” 在箴言中兩次應許人們: “耕種自己田地的,必得飽食.”(12:11; 28:19) 在傳

道書 9:10 說: “凡你手所當作的事,要盡力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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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為什麼要人去努力工作呢? 上帝借著工作讓我們認識人的真正意義和價值. 如
果我們不工作, 如果我們不知道為什麼工作, 就會覺得活的沒有意思. 如果知道為什

麼的時候, 工作就會變得有意思,人生就有意義了. 即使是很辛苦, 仍然會開心喜樂! 
 
有時候會聽到基督徒說, 根據創世紀 3:19, 因為我們是亞當的後裔,必須汗流滿面才

能糊口. 這種講法是不全面的. 當人們生活在罪中的時候,在過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

生活的時候,工作就和許多別的美好的東西一樣,從祝福變成詛咒. 可是,作為基督

徒,耶穌基督已經為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穌已經救贖了我們,我們基督徒已

經是新造的人.聖經在歌羅西書告訴我們: “無論作什麼,都要從心裏作;像是給主

作的,不是給人作的.因為你們知道從主那裏必得著基業為賞賜.你們所事奉的乃是

主基督.” (3:23-24) 所以工作只要是為主所做,就不再是我們糊口謀生的方法,而

是我們服事上帝的一部分. 問題的關鍵不在工作本身,而在為誰而做.在我們的心態.

同樣是做一件工作,當我們為人而做時,意義就非常有限;當我們為上帝而做時,工作

就有了永恆的意義,我們活著也就真正有了意義. 

 

這就像是我和王敏談朋友時,她不太會做菜.當時她最拿手的三道菜是,雞蛋炒番茄,

番茄炒雞蛋,雞蛋番茄一起炒. 所以學校放秋假時,我就炒幾個小菜給她吃.平時我

也不愛做飯. 可是當時為王敏炒菜時,不僅不會感到厭煩,反而是滿心歡喜,因為是

討好女朋友的好機會.如果我們知道我們工作是為了主而做,為討主的喜悅,那我們

做同樣的工作時的心情和結果都會是大不一樣的. 

 

我很欽佩教會裏一些媽媽們, 例如迪耐,周姐,中英,張宇,司徒,劍鋒,還有很多, 她

們花很多時間在家中照看孩子.在世人的眼中,也許這些媽媽們所做得沒有什麼價值. 

可是我們知道,他們把耶穌基督的愛從小澆灌在孩子的生命中,從小按照主的話帶領

孩子,從小帶著他們讀經禱告,幫助孩子和主有一個直接的親密的關係, 將來能為主

所用,能榮耀主,. 這些媽媽們的工作就是有永恆的價值的.  

 

邱牧師在培靈會第三天晚上,講到我們基督徒要過一個有使命的人生.主耶穌給我

們的大使命就是 “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靈的名,給他們施洗.”  
(太 28:19) 邱牧師進一步把這個大使命分成 5個步驟. 1)作見證, 2) 傳福音, 3) 

帶人決志, 4) 帶人受洗,5) 幫助新基督徒成長,使他可以去帶領別人成為主的門

徒. 

 

這是主耶穌給我們每一個基督徒的大使命.我們在工作中為主做見證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們只是利用工作的機會給別人傳福音才是有意義的,那麼我們大部分基督徒

每天所花的絕大部分時間豈不是都浪費了嗎? 上帝要我們工作本身成為主的見證. 

所以我們必須盡忠職守,有美好的見證. 正如馬太福音 5:16說, “你們的光也當這

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見你們的好行為,便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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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我在 Cornell讀書時的兩位導師都是國際知名的教授,也都是非常認真的基

督徒. 他們不僅教我們怎樣學習作科學研究,更以身作則教我們怎樣做一個正直的

人,一個誠實的科學家,一個有愛心的同事.他們贏得了學生和同事們的尊敬和愛戴,

成為我們學習的榜樣. 

 

明哥的好朋友洪教授也是一個美好的見證. 他以真誠的愛心來幫助學生,給學生們

樹立了一個活生生的榜樣. 他活出了主耶穌的愛,把學生們吸引到主的面前.幾年來,

已經有 20多位洪教授的學生信了主.秀秀就是其中的一位. 

 

我們教會的劉成均弟兄也是我學習的榜樣. 他對主的渴慕,對主的話的渴慕, 在教

會裏多年的侍奉,在家中和太太迪奈的關係,對兒女的教養,都是我們大家所熟悉所

欽佩的. 他在工作上的勤奮和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正是因為他在各方面美好的見

證,他贏得了眾人的尊重. 成為我們的榜樣. 特別是他的學生祖川弟兄,導師把他和

太太真如姐妹帶到我們教會和團契,成為神的兒女,成為我們的好同工! 

 

有一次在學校聽到一位同事對一位弟兄講 “我在你身上看到了耶穌. (I see 

Jesus in you.)”  這話給我很深的印象. 如果我們的同事和學生能在日常工作中,

從我們身上看到主耶穌的愛,看到聖靈的果子,看到我們生命的改變,看到信仰的寶

貴和真實,那我們就是為主作了美好的見證.那我們的工作的本身就是有永恆的價值. 

 

同時,工作的過程中對個人品德的陶造和對別人的影響也是有永恆意義的! 前些天, 
楊波弟兄在華福團契給我們做了一個感人的分享. 楊波弟兄在夏大做博士後研究. 今
年夏天, 他的導師告訴他經費有限,他的工作到八月底就到期了. 隨後,美國移民局通

知他, 他的綠卡申請也被拒絕了. 當時他感到走投無路, 不知所措.  這時明哥和秀華

安慰他,鼓勵他,建議他好好禱告. 他聽從了弟兄們的建議.每晚和太太孟麗一起讀經

禱告. 他從上帝的應許中得到幫助, 學著把主權交給上帝,信心逐步增強,心中慢慢有

了平安. 他在禱告中告訴上帝, 願聽從主的指引,相信一切都有主的美意.後來很奇妙

的,他被 MIT 一位教授接受去做博士後研究. 從 11 月 1 日開始. 從專業來看,這個在

MIT 的工作是好過他所求所想的.可是我們的楊波弟兄說, 在這個過程中最美的, 是
他和太太孟麗能一起禱告,互相幫助,互相扶持, 使他和太太的關係也變得更好, 和主

的關係變得更好.  
 
另外,我們的工作也為我們提供傳福音的機會. 上帝把我們放在不同的工作學習崗

位,使我們可以接觸到不同的朋友,給他們傳福音,把他們帶到教會團契,成為上帝的

兒女. 我們團契的金澤弟兄子敏姐妹就常常帶來新朋友.李文姐妹帶來的 Irene, 

現在成了我們的好姐妹,好同工. 我知道秀華和天為弟兄也常常利用出差的機會,給

朋友和同事來傳福音.兩年以前,我在南京時去看一位年輕的教授, 他當時已是癌症

晚期. 當我進他家門時,他很冷淡,說  “來了就好了.”  後來當另一位老師告訴他

我是從美國回來的大學教授. 他說 “我們也有一個學生,在美國作教授. 他叫胡晉

生,是徐州人.”  我說 “我就是胡晉生.”  他趕緊說 “你就是胡晉生,對不起, 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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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你是她帶來的牧師呢.”  結果我們有一個很愉快的交流. 最後我對他說, “如果

你願意, 我會為你禱告. 如果你不願意,請不要勉強.”  結果他在我離開時要求我

為他,特別為她年輕的妻子禱告. 我們四個人就牽著手,一起做了一個禱告.我們四

個人都很動感情,他和他的妻子更是淚流滿面. 那次的經歷,給我很深的印象. 以後

每次我出差都會求主給我機會來給別人分享主的愛. 

 

這次回國兩星期,從上海到南京,到徐州,到武漢,多次有機會和朋友們,老師們,和同

學們分享我們的信仰. 在上海時,和吳凡,葉芳,和趙利有一個美好的聚會. 後來趙

利還把她的幾位朋友叫來,給他們傳福音.其中有一位小夥子, 對信仰很有興趣. 參

加團契教會聚會有兩年了.可他從來沒有決志過. 我們一起談了兩個小時, 最後當

我們邀請他做決志時,他很高興地說  “我願意!”  結果我們幾個人還有吳凡的兒子,

一起牽手做了一個決志禱告.趙利姐妹非常開心, 留下了高興得眼淚. 

 
* 所以我們工作不再僅僅是為了盡責任養家,   
   更是為了事奉上帝, 在工作中為主作見證, 在工作中為主傳福音!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平衡我們的事奉,工作,和家庭呢? 

 
三. 上帝為中心 ----- 榮耀祂 (God is the Center, Glorify Him!) 
 

聖經在歌羅西書告訴我們: “無論作什麼,或說話或行事,都要奉主耶穌的名,借著他

感謝父上帝.” (3:17) 意思是說我們不管幹什麼, 包括工作, 都是要以上帝為中心, 

都是為了要榮耀主. 

 

我們生活在一個非常忙碌的世界. 儘管科技日益發達, 可並沒有減少我們的忙碌.

並沒有放慢我們的生活節奏. 

 

以我自己為例, 

學校的工作有教學,科研,和服務三大部分. 特別是科研,申請經費,競爭是越來越激

烈. 發表論文是必須的.“不發就死.” (“Publish or perish”) 是嚴酷的現實.意思

是說我們如果不發表論文, 就不可能在大學裏生存. 

 

教會的事工也是方方面面,團契活動,教會崇拜,長執會,差傳委員會,常有各種聚會. 

 

家中也有各種需要,孩子的需要,太太的需要,父母需要,等等.今年女兒高中畢業,單

單畢業 party 就有 20多個!  

 

而且這些都很重要! 所以我們時間總是不夠用,事情總是幹不完. 

 

所以, 怎樣平衡我們的事奉,工作,和家庭的關係這個問題就常常被提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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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說要把上帝放在我們一切的首位. 可是事實上我們每天工作 8 個小時, 加上上下

班的時間, 花在教會事奉的時間和陪家人的時間相比較是很少的.   那究竟我們能否

做到這個平衡呢? 
  
如果我們認為在教會事奉是屬靈的, 是為上帝的, 是有永恆價值的, 是應該的,而做其

他工作是屬世的, 是為人的, 是為養家的, 是不得不做的, 那就不可能平衡這三個方面

的關係. 如果把教會事奉,工作,和家庭分割開, 放在一個三角形的三個點上, 那我們還

沒開始,已經輸了.因為每人每天只有 24 小時, 在一方面花了時間, 在其他方面的時間

就少了. 根據我自己的教訓和體會, 結果就可能出現以下幾種現象.  
 
第一, 在三方面都想做到盡善盡美, 可又做不到. 結果總感到在教會事奉和家中的時

間不夠; 總覺得沒能平衡好這三個方面的關係; 心中有一種內疚感. 只好加倍努力,以
至於到 “身心疲憊” (“burn out” ), 不再有平安喜樂.  
 
第二, 有時就想先在事業上拼一下, 多花些時間在工作上, 先把教會事奉放一放, 待以

後有時間時再多參與事奉.  結果是事奉越來越少, 讀經禱告只是來團契做禮拜時才

有. 更顧不上與上帝的親密關係. 成為所謂 “不冷不熱”的基督徒.  發展到最後就是一

心只顧工作, 參加團契教會生活越來越少, 最後離開教會.  沒有靈修生活, 也不讀經. 
生活上和非基督徒沒什麼不同.  
 
第三, 認為反正工作是為老闆做的, 教會事奉才是為上帝做的, 那就在工作上 “得過

且過”. 把精力時間放在教會. 結果工作沒做好, 沒有好的見證, 自己心中並沒有平安

喜樂. 
 
可以肯定地講, 這些都不是我們應該做的,都不是討主喜悅的. 都不是榮耀上帝的. 
  
那麼有沒有可能達到這個平衡呢? 怎樣才能呢?   
 
有! 關鍵是觀念上要有改變;   
 
要把 “工作”放在它應有的位置! 在教會事奉應該是屬靈的, 是為上帝的, 是有永恆價

值的, 是應該的. 工作也可以是屬靈的, 是為上帝的, 是有永恆價值的, 是應該的.  只
要心態正確,是為上帝而做, 工作中為主作的見證就是有永恆價值的! 只要是以上帝

為中心, 在教會中, 在家中, 在工作中, 就都是在一個 “活的” 整體之中, 只是時間地點

分工不同而已.不是三個分割開的對立的部分.  是以上帝為中心的同心圓, 教會事奉,
工作, 和家庭都圍繞同一個中心而運行.  不管做什麼, 都是為榮耀主, 上帝給每個人

的託付和恩賜不同; 每個人的負擔和特長也不同.  只要是以神為中心, 盡心盡意隨時

隨地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就都是為神而做, 就都有永恆價值.    
 
只有這樣, 工作才能真正有意義, 而不是僅為養家糊口; 工作才能成為我們為主而活

的一部分, 而不是成為我們的偶像; 工作才能成為我們喜樂的源泉, 而不是造成我們

內疚的原因; 工作才能成為我們做鹽做光的工廠, 而不是浪費生命的無奈! 只有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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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才能真正平衡事奉, 工作, 和家庭的關係. 才能在我們生活的各個側面, 討主喜悅, 
對人有益, 心中有平安!  
 
當然因為我們的有限和軟弱, 靠著自己,我們是做不到的.  
也許我們口中講著為主, 
也學我們心中想是為主, 
可是我們很可能會忙到一個程度, 不再以主耶穌為主! 
所以我們一定要渴慕主, 和主有一個親密的關係, 靠著聖靈的幫助, 才能做到平衡. 

 
* 所以要過一個平衡的生活, 生活的各個方面, 包括工作, 必須以上帝為中心! 

 
各位親愛的弟兄姐妹, 
 
正如邱牧師在這次的培靈會一再強調,  
“僅此一生, 轉眼即逝; 為主而活, 流芳百世.” 
 
不管我們今天年齡有多大, 
也不管我們身體健康怎樣, 
我們都要如周姐所說: 
把每一天都當作是上帝特別的恩典, 
好好把握每一天, 
好好珍惜每一天, 
與我們所愛的人好好度過每一天. 
不管做什麼, 都要為主而活,都要榮神易人! 
 
只要我們還有工作, 
只要我們還能工作,, 
我們就要為主好好工作. 
 
被上帝呼召, 做全時間的傳道人, 是上帝特殊的恩典. 
 
對我們每一個基督徒來說,不管我們做什麼工作,  
只要我們的工作是以上帝為首位, 順從他; 
                                以上帝為目的, 服事他; 
                                以上帝為中心, 榮耀他!   
 
就是為主而活,就有永恆的意義!  感謝讚美主!   
 
讓我們同心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