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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韋氏大字典中 ，若「平衡」當作名詞 ，是指

要憂愁 ，也不要膽怯。」（約 14:27），我們可以從聖

均衡或平靜的狀態（也可說是保持穩定的狀態），也

經觀點看人生問題 ，經上說：「耶和華啊 ，求你叫我

有莊重 、自信的姿態 、冷靜 、沉著 、穩健 、安定的

曉得我身之終！我的壽數幾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

意思。「平衡」當作動詞時 ，有調整 、維持平衡或保

不長！」（詩 39：4），這節經文說明我們不過是短暫

持平衡狀態 ，使均衡的意思。

的客旅 ，不要戀棧屬世的錢財 ，應積財寶在天上。

從人的角度看家庭生活與工作專業如何平衡？

雅各書中提到：「你們這些淫亂的人哪 ，豈不知與世

答案是不可能！時間就是這麼多 ，給了家庭 ，工作

俗為友就是與

專業的時間就減少了。人雖然竭力想認識自己 ，解

的 ，就是與

決環境結構性造成的問題 ，但若沒有神的參與 ，單

今活著的人 ，提出嚴厲警告－那是「屬靈的淫亂」。

憑人有限的能力 ，並不能改善或調整環境。面對著

我們應定睛在神身上 ，不隨從世上的淫亂敗壞。

瞬息萬變的社會 ，人往往無法準確指出自己生活中
「平衡」出現了什麼問題？如何改善？平衡更不是從
你某一階段有限的年日來評估 ，而是從你的一生終

哈佛教授高伯瑞在《富裕社會》書中提到：「世

安穩在神懷裡
想要安穩在神懷裡 ，就必須藉著禱告 ，讓神主
導人生 ，並祈求神讓我們知道一生的神聖「呼召」，
「呼召」能幫助你安排的「界限」！去決定「你該做和
不該做的事」，也成了安排你各種時間的準則。

界的人都對富裕社會 ，充滿了樂觀的憧憬與羡慕的

唯有清楚神在我們身上所立的人生目標 ，如此

期待 ，想從無奈中 ，找到希望。但事實證明：富裕

才能「簡化我們的生活」，不致漫無標準使用我們時

並不能使人幸福快樂 ，反而仍思慮煩擾。原來的理

間。

想 ，只是幻想。」當社會富裕後 ，生活方式改變 ，人

我們若不看重神給我們的呼召。很自然地「個

與人間的疏離（連「基督徒社群」都不能倖免疏離感。）

人慾望」就會成為衡量一切事物的標準和準則。各位

呈現出很多嚴重的問題 ，其中造成最大的衝擊是對

姊妹們！務要專注於最核心的事物 ，將眼光放在神

一切權威失去信心。

身上 ，讓神成為你生命的原動力 ，讓神引導你的人
生 ，才能避免個人慾望 ，成了時間安排的標準。

覺醒中轉向神

你願意找出神對你一生的神聖呼召嗎？如此 ，

真的生命 ，並不是靜態的存在 ，是需要調整
的。

不管你立在什麼地位 、你擁有什麼？你都能夠為你
所專心注視最核心的事物而活。

神不斷發出微小聲音告訴我們 ，祂要親自幫助
我們的困境：「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
給你們。我所賜的 ，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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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為敵了。」（雅4：4），神對那只為現

你願意從聖經觀點 ，來看自己有限的人生嗎？

點來看。因為 ，「平衡」的基礎是神！

認清瞬息萬變的社會

神為敵嗎？所以凡想要與世俗為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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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並等候神
因為神是平衡的基礎 ，就像天秤的支撐點一樣

家 庭 與 工 作
重要。如果我們肯讓神帶領我們的生活 ，才能隨時

上聖靈聖膏油 ，才能入世而不致失迷。雖然我們的

調整 、維持平衡狀態。仰望並等候神有一個的前提：

確被這世上的人 、事催逼 ，使我們有種人在江湖身

是要先認識神無限的能力 ，也認識自己力量的有

不由己的感覺；但有 ，誰比耶穌 ，更被人需要 、催

限 ，認清所處環境。當倚靠神 ，祂不斷發出微小聲

逼？耶穌的作法是怎樣？祂是讓自己浸淫在神的愛

音 ，就像生命的遙控器（click），使我們豁然開朗 ，

和召喚。以賽亞 61 章 10 節：「我的心靠神快樂因祂

有所頓悟 ，而能渡過困境。若無神的幫助 ，單靠人

以拯救為衣 ，給我穿上 ，以公義為袍給我披上。」所

是無法調整困境的。

以 ，我們也當需要日日祈禱 、讚美主 ，因祂會隨時

我們若只憑責任感做計畫 、行事 ，就是豎立

「提醒」我們如何保持平衡！

一個與耶穌基督競爭的標準；當我們自己說：「我非

路加福音21：19也提醒我們：「你們常存忍耐 ，

要這樣做！」時 ，其實 ，我們是把責任感放在寶座

就必保全靈魂。」無論遇到任何困境 ，最重要的是牢

上 ，代替主復活的生命。然而神沒有叫我們行在「責

牢抓住神 ，不要因此背離神 ，要繼續留在教會 ! 祂

任感」中 ，乃是「行在光中 ，正如神行在光中」（約

要親自幫助我們度過困境 ，並賜給我們祂所給的平

壹 1:7）。一旦我們願意讓神帶領我們的生活 ，出於

安－「…不是世人所賜 ，也不是人可以奪去！…」
（約

順服主而做 ，便無可爭辯。

行走在神路的喜悅
「你要保守你心 ，勝過保守一切 ，因為一生的
果效是由心發出。」（箴 4：23），心會主導我們一切
外顯的舉止行為 ，也實踐力的來源。人被神稱讚 ，
不是因為懂得多 ，而是能「行道」，聰明人就是知道

14:27）。
你願意塗上聖膏油 ，因著信 ，相信求神引領神
的路？你願意在你的一生都能常存忍耐 ，盼望嗎？
（在祂再來時 ，可以得到稱讚。）祂是平衡的神 ，祂
的路自然是最美 、最善。

結

語

後 能 去 行（路 6：47－49； 太 7：24－27）！ 因 此 ，

你最想追求怎麼樣的生活？富裕 、成功 、舒適

保守我們的心 ，行出神的話 ，讓神陪伴過生活 ，就

的生活。什麼主導你的人生？受高等教育 、好的道

能有來自神同在 、無比的喜樂。

德；如果不在神的手中 ，這一切不會帶給你豐富的

如何讓神陪伴過生活呢？就是效法耶穌 ，讓自

生命！相反如果 ，你知道你的人生目的 ，才能「簡化

己時刻沉浸在神的愛和召喚中 ，以父神的事為樂；

你的生活」！雖然對神忠心 ，也不保証你的事業成

《耶穌談生活》一書裡 ，記載一件事 ，作者說 ，他十

功 ，甚或家庭成功。但是因著信 ，行走「神同在」的

歲那年有一天放學回家發現他的寵物死了 ，他的寵

路 ，並欣然地走完「全程」後 ，必得生命的冠冕；因

物是一隻「鴨子」，牠是死在作者為牠全心全意佈置

為 ，我們原是神手中的工作。

妥當的池塘裡。

我相信「平衡」的基礎就是神；惟有追求從主而

父母和他一起難過及悲傷 ，作者覺得他寵物的

來的生活 ，才能達到最美最善真正的平衡。至於 ，

死 ，不是單純的「淹死」
，所以 ，後來他們請獸醫 ，

基督徒護理人員如何運用時間使家庭生活與工作專

想 找 到 問 題 答 案。 獸 醫 一 邊 舉 起 瘦 小 、 泡 水 的 鴨

業平衡 ，人際關係如何改善等 ，必須在這個前提之

子 ，一邊回答：「這隻鴨子！沒有把自己梳理好 ，你

下。缺少這個原則只談技巧方法 ，根本不可能有真

們知道嗎？鴨子必須用翅膀底下分泌的一種特殊防

正的平衡。因為沒有看到聖經說：「…一個更美的家

水油 ，塗滿身體。當牠沒有這麼梳理自己時 ，當開

鄉 ，就是在天上的。所以

始游泳時 ，羽毛便不斷吸入水分 ，不久 ，便像塊石

並不以為恥 ，因為他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
（來

頭一樣沈下去。」

11：16）所追求的到頭來是空虛。

鴨子必須依靠這種特殊的防水油 ，讓自己可以
悠遊水裡而不致泡在水裡 ，我們也一樣 ，要周身塗

神被稱為他們的

神，

感謝神！這世界非我家 ，祂已為我們預備了更
美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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