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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分享： 

 

 
馬太福音6:25-34    

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命憂慮、喫甚麼、喝甚

麼．為身體憂慮穿甚麼．生命不勝於飲食麼、

身體不勝於衣裳麼。… 

所以不要憂慮、說、喫甚麼、喝甚麼、穿甚麼。這

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

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

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所以不要為

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

難處一天當就彀了。 



如何協助失業、生活困難等需要緊急幫助的人 

 關懷失去工作的人。 

 對失業者及家人的關懷和幫助。 

 緊急情況下的幫助。 

 複習。 



工作與就業 
(Work & Job) 

第八課:    如何協助失業, 生活困難等
需要緊急幫助的人 



工作 

神一直在工作 
 

神的創造 

人的墮落 

神的救贖 

神付予人的工作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 

治理這地 

 

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 

與神同行 

 

你們往普天下去、 

傳福音給萬民聽 



就業時具有帶異象工作者(visionary worker)的心態 
 
總要勞力、親手作正經事、就可有餘、分給那缺少的人(弗4;28) 

 

耶和華保護寄居的、扶持孤兒和寡婦(詩篇146:9)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 

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太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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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作甚麼、都
要從心裡作、像是給主作的、不是給人作的(歌羅西書3:22-23) 

 

工作沒有尊貴與卑賤之分, 神看我們內心的誠實與善良 



工作就等於是服侍,是見證,是關懷  

沒有重不重要之分, 只有時間次序的分別, 要保
持工作的平衡 

 
1. 知識的追求  

2. 職場的忠誠  

3. 家裏的家事  

4. 嬰孩的照顧  

5. 孩童的教育 

6. 教會的事奉  

7. 愛心的關懷  

8. 社區的負擔  

 

 

工作就是關懷 



暫時失去就業的原因: 
 

公司重新改組 

公司經營不善 

經濟不景氣 

人事複雜 

對工作環境不滿 

不合乎自己的理想 

家庭因素 

身體健康因素 



失去就業是否就是失去工作? 



失去就業不等於失去工作 

1. 美國勞工局統計,平均一個人一生會換5次到12次的工
作(依專業情況) 

 

2. 失去就業可能是個轉機 - 創業的可能牲 

 

3. 失去就業可提供暫時的休息 - 多珍惜親子感情 

 

4. 失去就業可提供再進修機會 - 重新規化職場 

 

5. 有異象的工作者, 失業只是生活的体驗, 也不以工作的
尊卑為取捨 

 

 

 



對失業的正面看法 

1.  

1. 家庭經濟的緊縮, 可增加對生活價值觀的調整 

 

2. 可增加對窮人, 甚至無家可歸的人的同理心    

Martin Hurken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Hcpr62pcic  

 

3. 找工作之際,在家做家事, 照顧小孩教育, 安靜靈修, 

在教會事奉時, 多與神親近 

 

4. 學習謙卑, 工作無尊卑, 以服侍主的心態,願意從最
基層就業開始, 接受新就業機會的挑戰 

 

5. 窮不是罪, 可能反而是祝福. 台灣有一句貼切的話,   

“沒有雨傘的小孩, 跑的比別人快”, 被用來形容早
年台灣畫家廖繼春以清寒出身而大有成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Hcpr62pci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Hcpr62pcic


關懷是與神同工, 完成神榮耀的見證 

 

1538年, 法國一位外科醫生Dr. Ambroise Pare 在戰場
上搶救傷兵時的一句名言,這句話刻印在巴黎一所醫
學院的牆壁上 

 

I bandaged him and God healed him. 
“我幫他裹傷, 是神行了醫治” 
 

 

 

從愛心深處的關懷 



關懷失去工作的人 

 
 

 

- 了解失業者的心情 

- 了解失業者的需要,關懷他們 

- 用聖經經文鼓勵他們 



了解失業者的心情(1) 

失業原因包含被公司裁員(Layoff),解僱(Fire) 
和辭職(自己或家庭原因)。失業者可能有的心
情: 
- 解脫 : 失業初期會有不用上班的解脫感 
- 生氣 : 為什麼是我? 
- 憂慮 : 擔心經濟狀況(尤其是失業者是家裏

唯一經濟來源), 如何繼續有保險等 
- 失落感:失去了在專業上的被認可。每日没

有工作目標的生活。最怕被人問在那上班。
封閉自己, 不願易出門。 

 

 

 

 

 

 
 



了解失業者的心情(2) 

- 失去了信心: 懷疑自已的能力。  

- 在待業期間心情易隨著找工作順利與否而起
伏不定。 

- 第一次失業和第二次失業心情是不一樣的。 

- 失業者不願意讓人知道自己失業。 

 

 

 

 

 

 

 

 
 



美國失業率 
(Source: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Series title:                  Unemployment Rate 

Labor force status:     Unemployment rate 

Type of data:               Percent or rate 

Age:                             16 years and over 

聖 



了解失業者的需要,關懷他們(1) 

- 家人的關懷, 特別是配偶:  

• 關懷者要有敏睿的心, 多聽多做少念。 

• 節省不必要的家庭支出。 

• 多體諒他, 避免家庭關係緊張。 

• 給予他在家有安静的地方和時間找事, 電
話面談。 

• 鼓勵他正面思考。例如在待業期間 

• 會有較多親子時間, 做平常想做卻没有時
間做的事。 

• 和他一起禱告。 

 

 

 

 



了解失業者的需要,關懷他們(2) 

- 弟兄姊妹的關懷: 

• 關懷者要有敏睿的心, 多聽,了解失業者
的需要。 

• 利用電話, Email關懷失業者和他們的家
人 

• 與他繼續團契生活(聚餐, 拜訪)。 

• 提供工作機會訊息 

• 幫忙建立職場的Connections 

• 有智慧的在經濟上支援(如吃飯時幫他付
費) , 讓他感受到弟兄姊妹的愛心。 

 



了解失業者的需要,關懷他們(2) 

- 弟兄姊妹的關懷(續): 

• 協助申請政府失業補助。 

• 若有財務壓力，可向關懷執事申請「關懷
金 」。 

• 協助Obama Care 保險申請 

• 用神的話語和見証鼓勵他。 

 

 

 
 



政府失業補助(1) 

- 申請資格: 主要是被Layoff(解僱). 少數因被 
Fire或特殊原因辭職(e.g. victim of domestic 

violence) 也可能符合資格。 

- 申請: 網上https://desncc.com/deshome  
Division of Employment Security (DES) 會根
據你的過去薪資資料(W-2),通知你被核準的金
錢和周數。 

- ESC(Employment Security Commission) 

742-F East Chatham Street, Cary, NC 27511, 

(919-469-1406) 

     3351 Carl Sandburg Court ,Raleigh , NC  

     27610 (919-212-3849) 

 

 

 

https://desncc.com/deshome


政府失業補助(2) 

- 北卡補助金:目前是最多$350/week,最多20 
周。目前没有聯邦政府(Federal)的延長補助。 

- 必需要提供每周尋找工作記錄以維持領取救
業金資格。 

 

 

 



工作機會訊息來源 

- 最有效的是來自平常建立的工作同事
Connections 

- 社交網群, 例如 
• WeChat group 

• Line group 

• Facebook 

- http://www.careerbuilder.com/ 

- https://www.linkedin.com/ 

- http://www.indeed.com/ 

- Resume Update 

 

 

 
 



用聖經經文鼓勵他們(1) 

- 我的神必照祂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裏，
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腓4:19) 。 

- 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賽55：9).神給每
人都有完美計劃。將找工作的事交予神。 

-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
处(罗马书 8:28-39) 。 

- 凡跌倒的，耶和華將他們扶持；凡被壓下的，
將他們扶起。萬民都舉目仰望你；你隨時給
他們食物。你張手，使有生氣的都隨願飽足。
(詩一四五14-16) 

 
 



用聖經經文鼓勵他們(2) 

-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
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
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太6:26)。 

- 當我們的工作來到十字路口，不知道應該要
向左，還是向右時, 首先，我們要感謝主。
其次，是求助于主,詢問神的智慧,倚靠神。
最後是順服神的決定。 

- 見証分享。 

 
 

 

 

 

 

 

 

 
 



複習 

 

 



本週作業 



New Work 

從愛心到關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