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焦點 華理克牧師獲得回饋社區獎
付之實驗，當他
發現新思維可行
時，就向全球推
廣。例如他發起
了名為“和平”
的工作，是一項
旨在幫助世界上
貧窮村庄的人脫
困的事工，馬鞍
峰教會已經有 6
千會友參加了這
個工作，不久，
訓練材料將會在
网上向全球提
供。
華理克說基督
徒從事福音，總
是從農民開始，
而不是從高貴者
開始。 這就是為
什么這個以中產
階級為主體的教
會，愿意走到邊
朱 易
暢銷書，共賣出三千万本，成為 遠地區的窮村庄里，伸出援手，
影響美國人最大的一本書。
因為耶穌就是這樣做的。
華理克牧師又再次成為新聞人
當然成為暢銷書并不是新奇之
華理克牧師的不斷創新和勇于
物。最新一期的《新聞周刊》由 事，難得的是，也是極有創新的 實踐。不但為全球的教會提供了
讀者票選出十五位回饋社區獎的 是，華理克牧師決定給自己發薪 一個學習的榜樣， 對社會同樣也
得住。華理克牧師獲得了創新者 水，他用稿費收入把過去 25 年教 有極大的影響力。以世俗大眾為
獎項。
會發給他的薪水還回去，更讓人 主要讀者的新聞周刊，其讀者將
教會界的人十分熟悉華理克牧 佩服的是，他還遵守“倒十一奉 華理克選入 “回饋社區獎”的前
師，他所帶領的馬鞍山教會從無 獻”。通常，按圣經教導，基督 十五名之內，足見華理克的工作
發展到有會友二万人，更難得的 徒必須把十分之一奉獻給教會， 不但得到了全球教會的推崇，也
是，他為教會發展提供了一個可 但華理克是倒過來，十分之一留 獲得了社會的贊賞，作為一個基
以學習的樣板﹕目標導向教會。 給自己，十分之九給了教會。正 督徒領袖，其品格和言行不得不
現在全球成百上千的教會正按華 是由于華理克創新精神和身體力 讓社會大眾折服。(歡迎在
理克牧師的規划發展教會。
行，使他的影響力日增。
www.A1126.org 論壇的回應版中
華理克牧師的第二個創新是他
華理克將他的兩万人的教會當 發表您對本文的回應)
的著作《標竿人生》，該書成了 成研發部門，不斷將他的新思維
麼倒楣，你也沒去傷害任何
人，你只是把自己的心情紓
發出來而已；這本來也沒什
麼，可萬一別人聽到你抱怨，不但不替你想想你
有多倒楣，反而嫌你煩，你豈不是又要多得罪一
個人或失去一個朋友呢？
而如果你是跑去找老總理論，你說你並不是像
其他那些同事一樣混，你其實是做的很好的，希
望老總澄清一下，今天早上老總罵的人並不包括
你，你想你可能獲得澄清嗎？恐怕你反要更倒楣
呢，老總從此可能很討厭你，而所有的同事更會
排擠你呢。
所以，上班族如果遇到倒楣的事，最好先放鬆心
情，心裡既不要想，口裡也不要唸，更不需要因此
去採取什麼行動。
你可以先靜下來好好想想，這倒楣的事究竟從何
而來？
如果這是天外飛來橫禍，不是有人嫁禍於你， 那
你幹嘛氣呼呼呢？就把這飛來的橫禍當成是上蒼給
你的祝福吧。比如說，老總當場 k 某些同事，你被
掃到颱風尾，陪同大家一起挨罵，你就當成是一種
警惕，讓自己以後要更努力，以免那天是老總的脾
氣是真的衝著你來。
其次，如果是有人為的疏失，造成你受禍、倒
楣，比如說，你騎機車上班，途中因為某個水溝蓋
沒蓋好，導致你摔傷，你當然可以去求償，但是，
首先你必須先冷靜下來，要記得報案，並先把自己
和車子的傷害，都採證下來，再去就醫、修復，這
樣事後求償成功的機率較高。因此，你也不必生
氣，並要放輕鬆，冷靜的處理。
還有，有時候我們是很倒楣，但原因是我們自己
造成的，那你當然就更要將心情放輕鬆，讓自己冷
靜下來，才能使自己不再倒楣。
比如說，網路上有個笑話說，某個人騎機車闖紅
燈，結果被警察攔下來，警察問他說：『你難道沒
看到紅燈嗎？』，他說：『有，我有看到紅燈，可
是我沒看到你』。如果我們平常養成了只要沒警察

倒楣時也要將心情放輕鬆
李良達
上班族上班工作，有時候難免會遇到倒楣的事，
這些事明明和你不相干，可最後卻使你蒙受損失，
讓你心疼不已，很不甘心，甚至是讓你氣呼呼的，
接連幾個晚上都睡不着覺；其實，這都是不必要的
過度反應，不但於事無補，有時反要讓你的損失更
加擴大，讓你更得不償失；所以，上班族要切記，
即使遇到倒楣的事也要將心情放輕鬆。
人的一生中，難免偶爾會遇到一些倒楣的事，有
的人走在路上，突然天外飛來橫禍，一大塊廣告招
牌從天掉落把你打傷了；有的人好端端在家裡坐
著，卻被一部煞車失靈衝撞進來的大卡車給撞成重
傷；有的人平白無故被親友牽連，一夜之間就背負
幾百萬元甚至上千萬元的債務。
或者，再簡單一點來說，今天公司開個例行的會
報，有幾個同事或是部門表現很差，惹惱了老總，
結果老總劈頭罵下來，所有其他同事或部門也跟著
一起倒楣，也一起挨罵，台灣的俗語說是掃到颱風
尾，就是這意思；這一類的倒楣事在職場上可是屢
見不鮮呢。
遇到倒楣的事怎麼辦呢？一般人通常會有三階段
的反應，第一是心裡面憤憤不平，大嘆自己倒楣，
但僅止於自己心中；也有的人就會說出來，大呼自
己倒楣，但僅止於口頭說說而已；但還有的人會進
入第三階段，就是採取反擊、反撲行動，或是至少
想去證明自己是無辜的。
不論是那一種(那一階段)的反應，都不是很理
想。
比如說，你只是在心裡自嘆倒楣，這本來無傷大
雅，但是，若因而讓你氣憤難銷，甚至夜不成眠，
最後導致睡眠不足，白天工作出更多差錯，那豈不
是要更倒楣嗎？
又比如說，你只是在那裡自怨自艾說，我怎麼那

美

國的法律
文規定，
雇主不得以宗教
理由在雇聘．升
職等方面歧視員
工。有人好奇一
個以基督徒理念
經營的公司，在
美國這個基督教
文化的社會，同
時又是嚴格區分
政教分離的國家
里會有什麼樣的
企業文化。
2002 年 6 月
25 日的華爾街日
報有一篇報道文
章，描述了發生
在一個由基督徒
創辦，以培養企
業屬靈氣氛為宗
旨的卡車公司里
的故事，或許可
以對基督教企業
文化有一些了解。
契約運輸公司
( Covenant Transport
Inc.)是一家全國性的卡
車運輸公司。它的創辦
人兼負責人大衛派克
(David Parker)是一位
基督教五旬節派的基督
徒。在 1986 年教會組織
的一次靈修會上，他與
上帝立約，決定創辦一
家以基督教文化為企業
文化的公司，連公司的
名字也稱為契約運輸公
司，表明他與上帝的立
約。
派克在公司總部和各
地的休息地都有禱告
室，總部還有聖經研談
班，派克雖然并不在宗
教方面對員工有所強
制，但深信上帝的醫治
能力和信徒可以說方
言，他一旦得知員工的
小孩生病，就會主動邀
他們到他的辦公室為他
們作醫治的禱告，無論
相信基督教與否。員工
對于有一個如此關心他
們家人的老板，無疑感

化的公司，最大
的困難，其實不
是宗教上的，因
為公司并不會因
宗教原因歧視員
工，也不會逼迫
員工改換信仰。
如契約運輸公司
也為伊斯蘭教徒
提供禱告的房
間。
員工受到最大
的壓力是來自個
人品格．道德水
準的要求，一般
的公司只有利益
的沖突，對員工
的個人品格和道
德水準并無要
求，但在基督教
文化為企業文化
的公司里，這些
卻是一種無形的
要求。雖然所有
的人都同意，缺乏個人
品格和道德水準低下是
無法在個人事業上獲得
真正的成功，但壓力卻
不是所有人所期望的。
比如契約運輸公司新
近解雇了一名司機，原
因是他在駕駛室內喝
酒，這位仁兄卻指責公
司是因他沒有信仰才遭
解雇。盡管如此，公司
還是給他買了單程車票
送他回家。因為醉酒駕
駛是法律所不允許的，
在道德上更難容忍。
新約聖經中，使徒保
羅認為，信徒可以有說
方言的恩賜。在哥林多
前書中保羅寫道﹕“那說
方言，原不是對人說，
乃是對上帝說，因為沒
有人聽出來；然而他在
心靈里卻是講說各樣的
奧秘。”由于對他人而
言，方言是不可解釋
的，因此，有關講方言
的恩賜，仍然是今日基
督教內爭論的焦點話題
之一。

基督教色彩的企業文化

山風
到十分溫暖。
契約運輸公司有牧
師，家庭輔導員和熱線
電話供員工支取屬靈和
家庭上的需要，尤其是
對于長年在外奔波的卡
車司機而言，公司提供
的家庭輔導，對他們可
以維持正常的家庭關係
有極大的幫助。
另外公司還努力說服
客戶支付高一些費用，
用以提高員工的薪水。
契約公司的薪水比同行
的要高，但據華爾街分
析師的分析，該公司的
競爭力也在同行的其它
公司之上。
對于許多尋找有基督
徒企業文化的公司作為
雇主的基督徒來說，類
似契約運輸公司的公司
是最為理想的。對于一
些非基督徒而言，這種
公司也成為他們的首
選。原因是，在經濟低
迷之際，公司對員工已
毫無保障，隨時可以解
雇，而安然公司的倒
閉，也讓支薪階層開始

在，就擅闖紅燈的習慣，這是很不好的習慣，是很
危險的，可是你不知道去檢討改進，反而在被別人
撞到受傷、或被警察攔下來吃罰單時，覺得自己很
倒楣，甚至還怪別人，那恐怕你的倒楣要接二連三

不信任公司高層。
相反，以基督教文化
為理念的公司，倒可以
讓人安心，信賴，至少
公司不會在最後一刻把
真相告訴員工，也不會
讓員工買不值錢的公司
股票。
契約運輸公司在企業
內培育基督教文化上是
大張旗鼓。許多類似的
公司則比較低調。公司
會為基督徒員工提供會
議室供他們使用，作為
禱告和讀聖經的地方。
一些不是基督徒的員
工，在經濟不景氣時，
發現并不是所有的雇主
都可以依賴，從而開始
向基督徒詢問信仰的問
題。
許多人懷疑非基督徒
可能在基督教文化為主
的企業里很難適應，但
如果考慮到這種企業的
名譽和可信賴度，非基
督徒仍然認為這種企業
是理想的公司之一。
對于非基督徒而言，
在基督教文化為企業文

呢。因此，上班族即使在倒楣時也要先將心情放輕
鬆，先使自己冷靜下來，這樣才能避免倒楣的事一
再發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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