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n – 

 intrinsic value 
 born dignity 



Man (Self) – 

 intrinsic value 
 born dignity 



Belief is not for one to ask why, 
 but how… 

 *How to live up to it? 
 *How to make it real in my life? 

…for belief is not explainable! 
 
We needn’t go back to belief all the time, 
 but we can’t live without it 
 at some time. 



Professionalization 



Laymanization （平地化） 
 
“To laymanize is to transform technical jargon or high-level 
communications into simple, or layman's, terms. This 
makes the message more accessible to a broad audience, 
many of whom have no experience or knowledge on the 
technical topic.”                               https://www.techopedia.com/definition/29210/laymanize 

 
Incarnation 道成肉身 
 
Empathy via “become and live in” 
 
Contextualization （情境化…活在當中） 



服務信念 
不離地、不抽象 

？！ 



Man (Self) – 

 intrinsic value 
 born dignity 



Expert / Professional… 
 
See the wound, 

but not feel the pain 



神豈能偏離公平？全能者豈能偏離公義？ 

神必不丟棄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惡人。 



  

 書亞人比勒達回答說： 
 這些話你要說到幾時？口中的言語如狂風要到幾時呢？ 
 神豈能偏離公平？全能者豈能偏離公義？ 
 或者你的兒女得罪了他；他使他們受報應。 
 你若殷勤地尋求神，向全能者懇求； 
 你若清潔正直，他必定為你起來，使你公義的居所興旺。 
 你起初雖然微小，終久必甚發達。 
 請你考問前代，追念他們的列祖所查究的。 
 我們不過從昨日才有，一無所知；我們在世的日子好像影兒。 
 他們豈不指教你，告訴你，從心裡發出言語來呢？蒲草沒有泥豈能發長？蘆荻沒有水豈能生發？ 
 尚青的時候，還沒有割下，比百樣的草先枯槁。 
 凡忘記神的人，景況也是這樣；不虔敬人的指望要滅沒。 
 他所仰賴的必折斷；他所倚靠的是蜘蛛網。 
 他要倚靠房屋，房屋卻站立不住；他要抓住房屋，房屋卻不能存留。 
 他在日光之下發青，蔓子爬滿了園子； 
 他的根盤繞石堆，扎入石地。 
 他若從本地被拔出，那地就不認識他，說：我沒有見過你。 
 看哪，這就是他道中之樂；以後必另有人從地而生。 
 神必不丟棄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惡人。 
 他還要以喜笑充滿你的口，以歡呼充滿你的嘴。 
 恨惡你的要披戴慚愧；惡人的帳棚必歸於無有。 

約伯記八章 



 耶和華對約伯說話以後，就對提幔人以利法說： 

 我的怒氣向你和你兩個朋友發作， 
 因為你們議論我不如我的僕人約伯說的是。 

約伯記四十二章七節 



是金句 
還是斷章取義 
？ 



Diffusion of meaning (Derrida, 1972): 

meaning of an occurred event 
changes in each time it is 
mentioned 



體驗 
                                 not merely intellectual richness 
 
 
 

from “theory in mind” to “experience in life” 
living synchronizing with knowing 
directly experiencing the realness and significance 





To be effectual, 
theories and concepts should not 

simply be detachedly learned, 
but be personally 

seen and experienced 
in ordinary life. 

 
 

Existential effort  
(cf. intellectual effort) 

- 
re-search lived experience 



同在  –  困惑中的需要 



We would only (and should only) 
open up ourselves to 

wound and pain sensitive 
people of noble character. 



一國兩制  不走樣、不變形 
增值 
時薪十元，全無人的尊嚴 
唔好想 
國恥 
愛子方程式 
唔好賭 
公平對待子女 
方法總比困難多 
謝飯禱文 
等神帶領 
優化 
以謙虛優化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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