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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詩歌

在耶穌的腳前　　　　　　　　　

靈修經文

腓立比書三章 12-14節
12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

穌所以得著我的（所以得著我的：或譯所要我得的）。13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

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14向著標竿直跑，要得

上帝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主題信息

前言：保羅的榜樣

　　保羅是有目標的人，他的目標是榮耀上帝、不斷傳福音讓人得到幫助。他在腓立

比書三章 12-14節講得很清楚：

第一，目標是持續不斷的，沒有休止，是永遠的目標。

第二，目標很清楚，目標總是在前面，要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第三，我們的目標是要得到從天上來的獎賞。

　　從天上來的獎賞不是從人來的獎賞。今天我們有太多人尋求別人的認可，我們以

為別人的認可可以滿足我們。臉書為什麼那麼多人看？大家都在分享吃什麼、玩什麼，

我沒有 Facebook帳號，我不看別人的 Facebook。因為你吃得再好、玩得再好，我都沒
興趣知道。我們不要尋求別人的認可，乃要尋求上帝對我們的認可。

做「對」的事情

　　我們的一生要有很清楚的方向。年輕人常跟我說他們很忙，但我一聽到有人說他

很忙就非常擔心。因為當你很忙碌的時候，就沒有時間靜下來思考，這是非常可怕的。

基督徒的人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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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工作生涯中，尤其是早期的拚搏，幾乎每天加班拚命，後來卻發現那根本不

對，是錯的事情。如果是錯的事情，即使再怎麼努力，也不會有好的結果。所以我常

跟年輕人說：「選擇做對的事情。」所謂對的事情就是「有時間思考」。如果我們的

人生走到一半才發現目標、方向錯誤，那就糟糕了，因為我們已經浪費太多時間。

　　所以我們要把人生交在上帝的手中，祂常常糾正我的人生，很奇妙地把我從各種

陷阱中拉回來。人生走到一半發現錯了，但在上帝手中還是有機會回頭。服事上帝最

寶貴的地方，是上帝的字典裡沒有「退休」這個詞，因此我們永遠有機會回頭。如果

你不知道自己的錯誤、沒有目標，就來到上帝面前求祂給你智慧。

回應上帝的呼召

　　2007年，我退休後回到美國，住在聖地牙哥的小城，那裡有二十幾座高爾夫球場，
很適合退休生活。有一天發生森林大火，我與家人只好避居海邊，那三天裡我一直在

思考：「上帝讓我回美國退休卻碰到這樣的事情，必定有祂的旨意！」就在那個禮拜天，

教會牧師講道提到出埃及記十九章，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了利非訂以後，耶和華曉諭摩

西說：「你要這樣告訴雅各家，曉諭以色列人說：『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們都看

見了，且看見我如鷹將你們背在翅膀上，帶來歸我。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遵

守我的約，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因為全地都是我的。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

度，為聖潔的國民。』這些話你要告訴以色列人。」（出埃及記十九：3-6）牧師還講到
老鷹如何教導小鷹飛翔，就是把小鷹叼出來丟在外面，強迫牠們飛翔。我問上帝：「我

的房子快要被燒掉了，祢的意思是不是要我出去服事？」於是從 2007年開始我重新挑
戰自己，服事上帝直到現在。

　　也因此，我開始思考上帝到底要我做哪一方面的服事？後來我領悟到，過去上帝

為什麼在職場給我這樣的成就――我在可口可樂公司當過執行副總裁，又分別到另外

兩家公司當執行長和營運長，然後又到中國當了四家公司的獨立董事――上帝給我這

些不同職場的經歷，我原以為是在建立自己的生涯，後來我才知道這些經歷是為了讓

我服事商場上的年輕人。

一般人的目標：為自己尋找快樂

　　一般人的目標，大多數是尋找快樂，想方法得到權力，追求金錢滿足自己的需求。

正如傳道書二章 3-9節描繪的畫面：「我心裡察究，如何用酒使我肉體舒暢，我心卻仍
以智慧引導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當行何事為美。我為自

己動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種葡萄園，修造園囿，在其中栽種各樣果木樹；挖造水池，

用以澆灌嫩小的樹木。我買了僕婢，也有生在家中的僕婢；又有許多牛群羊群，勝過

以前在耶路撒冷眾人所有的。我又為自己積蓄金銀和君王的財寶，並各省的財寶；又

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愛的物，並許多的妃嬪。這樣，我就日見昌盛，勝過以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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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的眾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所羅門王尋找世間快樂的方法，總結有三種：

　　一、透過娛樂：用酒使身體舒暢，有歌手為他唱歌，有妃嬪跳舞作樂。（參 3、8節）

　　二、累積財富：所羅門在那個時代是最富裕的人，有數不盡的財寶、牛羊、房舍、

　　　　　　　　　池塘、樹林等等。（參 4-8節）

　　三、獲得成功：在事業、工作、金錢上功成名就。（參 9節）

　　我有位醫生朋友說，他的人生目標是周遊全世界。如果像他一樣把目標訂在滿足

自己世俗的慾望、肉身的享樂、受人尊敬的名譽地位上，我們不難猜想，這些無止盡

慾望帶出的目標，絕對無法長時間滿足我們虛空的內心，以及逐漸衰殘的身體！

基督徒的目標：僕人式領導，幫助他人

　　上帝希望我們不斷地更新。我們在教會聚會時，常做一件不很正確的事，特別是

姊妹之間常會說：「妳都沒變！」我就想：「這下慘了！」因為聖經的原則是心意更

新而變化，一個有生命的基督徒會不停地改變。因為上帝在我們裡面，我們自然就會

有改變。然後我們會改變到一個地步――活出僕人的樣式，就是服事人。

　　作僕人幫助別人，有時會遇到一些問題，特別是時間上的困難。哈佛大學曾針對

最忙碌的三種職業――律師、工程師和醫師做過研究。這三種人的工作分秒必爭，通

常不太會有額外的時間去幫助人，因此這項研究給了他們一個任務：他們必須改變做

法，常常去幫助人。

　　他們很快就察覺自己的工作果效降低了，因為幫助人必須把時間分出去。然而六

個月後，工作績效竟然提升了！哈佛大學於是更進一步地研究，發現當一個醫師幫助

他的病人、護理師、同事之後，就開始跟人建立了良好的互動關係，而這種關係有助

於績效表現，真是很有趣的現象。通常我們會認為幫助別人是損失時間，沒想到向他

人伸出援手，就跟對方建立了彼此互助的關係，當我們有需要時，對方也會來幫助我

們。所以僕人式的領導確實有其道理，作僕人好像是在服事別人，但其實到後來很多

一般人　　　　　　　　　　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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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會來幫助、支持我們。

基督徒的四個共同目標

　　我們的主耶穌，以及大衛、但以理、以斯帖、彼得、雅各、約翰、保羅，都是以

敬畏上帝為生命的目標。這給我們一個很大的啟示，基督徒在世上可以有不同目標，

但是最終的目標是，為這位上帝擺上我們所有的，而且很清楚地知道祂在我們身上的

呼召。現今的基督徒在職場上做事情，應該要有很清楚的四個共同目標。

１.成為別人的祝福
　　亞伯拉罕出去時，耶和華對他說，他要成為萬國萬民的祝福（參創世記十二：1-3）。
這個目標非常重要，因為當我們越來越好時，有一種現象會產生，就是我們周圍的人

也變得越來越好。如果我們越來越好，可是周圍的人沒有越來越好，那就有問題了。

　　如果你是管理者，下屬做事沒有達到你預期的標準時，你會不會說：「算了，我

自己做好了，我比你做得快、做得好！」其實這表示我們並沒有真正地幫助下屬，還

會產生另一個更大的問題，變成喜歡用做事情得到滿足感！因為做事情是得到滿足感

最快的一種方法，相對地，帶領人、幫助人、教育人、訓練人等這些工作都是非常難

的工作。很多管理者常常覺得下屬一個個都像笨蛋，當你這樣想的時候，其實就是在

罵自己是大笨蛋！因為你沒有訓練下屬成為聰明人！我要告訴大家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要成為別人的祝福。若我們越來越進步，照理說我們身邊的人應該也會越來越蒙福。

２.榮耀上帝
　　在美國，很少人願意在職場上公開承認自己是基督徒，過去職場、學校對基督徒

的態度、氛圍並不友善。基督徒榮耀上帝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你一到職場工作，

立刻跟眾人表明你的基督徒身分。一旦讓別人知道你是基督徒，這就會成為你自己行

為的規範。

　　我在中國工作了十六年，期間充滿許多誘惑，包括女色、賄賂等等。我在公司擔

任副總裁不久，馬上就有供應商找我說：「可不可以讓我們賣罐子給你，然後你讓我

們擔任銷售。」我說不行，我們的銷售都有獨特的通路，我不能這樣做。他說：「以

前都可以，而且你也有錢可以拿，為什麼不做呢？」我告訴對方，因為我是一個基督徒。

有次我剛到上海沒有多久，住在飯店裡面，有一個祕書問我可不可以到我住的飯店來

看我。我說沒有人可以到飯店來看我，有什麼事情就在辦公室裡面談。

　　基督徒若要榮耀上帝，除非你願意公開跟別人講你是基督徒，不然你很難抵擋外

面各式各樣的誘惑，這是很常發生的事情。當別人知道你是基督徒的時候，榮耀上帝

的事就會很自然地流露出來。然而，當你不願意公開承認你是基督徒，只有禮拜六、

禮拜天作基督徒，很多灰色地帶的事情都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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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見證上帝的能力
　　我從 2007年退休到現在，一年差不多有 36個禮拜在外服事，抱定服事上帝的心
志到現在沒有一點減少，也經歷很多神蹟奇事在我身上。我原本在聖地牙哥過著舒服

的日子，卻不覺得上帝在我旁邊。但是每一次我出去服事，都感受到上帝與我同在。

　　舉個例子，有一次我在上海對一群基督徒做兩天的培訓。早上九點的培訓，我八

點就到了。我一打開電腦，發現它竟然當機了！我趕緊傳訊息給我太太，請她為我禱

告。到了八點五十分，電腦的燈突然亮了！我緊張是因為我講課的資料全在電腦裡面，

沒有另外備份，嚇得我一身冷汗！從此我就學會一件事情，做任何培訓前的第一件事，

就是為我的電腦禱告，到現在再也沒有發生類似的事。所以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使命，

就是見證上帝的能力，因為這位上帝真是奇妙！

４.擴張上帝的國度
　　基督徒最終的目標，是傳福音。我希望職場上的基督徒都能夠作鹽作光。你如果

不能作鹽作光，就無法完成傳福音的使命，你再怎麼用口去傳福音，還是沒用。如果

別人看到你行事為人覺得很失望，他絕對不會相信上帝。這是傳福音很重要的原則，

我們一定要做出好成績。

　　努力傳福音的使命，我們應當牢記在心，這是耶穌離世前重複交代門徒的事――

在耶路撒冷、猶大全地，和撒馬利亞，直到地極傳福音、作主的見證（參使徒行傳一：

8）。不論工作上設定了什麼目標，基督徒最大的目標就是傳福音。也就是說，我們工
作、生活的目標，都在這項大目標之下。

結語：藉由兩項反思，重新審視自我目標

反思①：教會是為傳福音而設立的！

　　要能成為別人的祝福、榮耀上帝、見證上帝的能力、擴張上帝的國度，傳福音就

是最重要的。傳福音是每一個基督徒的使命，但最近美國針對一千所教會做了研究，

發現有 79％的基督徒認為教會的設立是為了基督徒。這是多麼錯誤的認知！教會是為
傳福音而設立！當弟兄姊妹有如此錯誤的認知時，就會對教會產生所謂的消費者心態

――禮拜天到教會聽牧師講道，覺得哪個牧師講得不錯他就會來，哪個牧師講得很差

他就不來。如果弟兄姊妹把教會當作上帝的家，就絕對不會有這樣的心態。今天美國

的教會越來越小、成員越來越老，正是因為他們逐漸遠離基督徒的主要目標，沒有去

傳福音。

反思②：你的同事會一直記得你嗎？

　　我在職場工作已經四十五、六年了，看過許多不信上帝的人。他們在職場上的確

很成功，但他們的成功通常不會維持很久，以後也沒有人會記得他們。非基督徒做事

都是為了滿足自己的 Ego（自我），自我會越變越大。自我是非常驕傲的，它的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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賺錢、名譽、滿足自我以及權力，例如政治鬥爭、內部角力等都是這種現象的呈現。

　　然而，如果我們是一個榮耀上帝的基督徒，周圍的人都會一直記得我們。我之

前在三、四個公司作過 CEO（執行長，Chief Executive Officer）和 COO（營運長，Chief 
Operating Officer），到現在同事都還記得我，逢年過節也都會收到網路傳來的許多卡片。
我盼望今天不只是我，而是有更多基督徒也能在職場活出一個見證上帝、榮耀上帝的

生命，使人因著基督徒在職場的表現，能認識我們這位奇妙的真神。（整理╱吳俊德）

問題討論

１.保羅設定目標時的態度跟你設定目標時的態度，有什麼不同？你覺得自己所追求
的，是從天上來的獎賞，還是從人來的獎賞？

２.基督徒在職場的四個共同目標，對你來說有什麼啟發？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個目
標？為什麼？

３.信息提到傳福音是基督徒的最終目標，你覺得自己可以怎樣在職場或學校傳福音？

禱讀經文

　　

哥林多前書九章 23-27節
23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24豈不知在場

上賽跑的都跑，但得獎賞的只有一人？你們也當這樣跑，好叫你們得著獎賞。
25凡較力爭勝的，諸事都有節制，他們不過是要得能壞的冠冕；我們卻是要得不

能壞的冠冕。26所以，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我鬥拳不像打空氣的。27我是攻克

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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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詩歌

煉淨我　　　　　　　　　　　　

靈修經文

箴言十六章 3節
你所做的，要交託耶和華，你所謀的，就必成立。

哥林多前書十章 31節
所以，你們或吃或喝，無論做什麼，都要為榮耀上帝而行。

路加福音十四章 28-30節
28你們哪一個要蓋一座樓，不先坐下算計花費，能蓋成不能呢？29恐怕安了地基，

不能成功，看見的人都笑話他，說：30「這個人開了工，卻不能完工。」

　　

　　

主題信息

　　一般人設定目標都維持不久。比如說每年一月的時候，最多人訂的目標就是鍛鍊

身體。但在美國經過統計，三月時運動的人數就只剩一半。

　　我們面對目標要有四種正確的態度，才不會半途而廢。第一，專一聚焦。第二，

不隨意動搖。很多人變來變去，變化的程度大於計畫的幅度，這樣根本沒有辦法做事。

第三，持續意志。第四，不斷激勵自己。我們怎樣激勵自己？包括透過外界和自己，

但外界的激勵能維持的時間都很短。如果我們能養成自我激勵的習慣，這樣的激勵力

量很大，還可以長久維持。

找到改變的動力：「拉力」與「推力」

　　我們設定目標，想要達成目標，就像是往上爬樓梯。我們會想這個目標到底能夠

帶給我們什麼好處？我們想要達到的目標，通常都是正面、有好處的，但是單單用好

處吸引自己，是不夠的。因為有一股很大的力量（地心引力）會拉住我們，教我們動彈

如何達成你的目標？

設定你的目標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GppzVMPo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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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要真正讓我們往目標前進需要兩種力量，一種力量吸引我們向上（拉力），另外

一種力量抵抗將我們往下拉的地心引力（推力）。

「推」你離開舒適圈，「拉」你朝目標前進

　　如果停留在同一種狀態，對未來會有什麼不好的影響？我們會發現如果自己在工

作、職位、公司沒有學習和成長，到了一個地步就可能被淘汰。另外一個影響是，要

是我們的成長和改變不夠快，照樣會被淘汰。意識到這不好的影響，就會產生推力，

推動我們離開現在的狀態。

　　我大學主修化學，第一份工作是在冰淇淋工廠作測試人員。那個實驗室的工作單

調又無聊，薪水更是低。我當時之所以會在那裡工作，純粹是為了申請綠卡。我那時

就在想，難道我每一天就做這樣的工作？我一輩子就待在這個實驗室裡面嗎？我的同

事是一個越南老兵，他看到東方人就討厭，所以他很討厭我。我不想待在這個實驗室，

這樣的工作環境促使我一直思考未來要做什麼。後來我決定要作管理者，可是我欠缺

很多領導者應該具備的能力。

　　有一次我聽到銷售人員在講銷售話術，讓我很心動，很想去買他說的東西。我回

家就向太太和孩子宣布：「我現在開始要學演講，請你們當我的聽眾。」我練習了一

個月，我的兒子受不了，哀求我不要再懲罰他。後來我買了一面全身鏡，站在鏡子面

前練習了大概兩年。為了成為銷售員的動力不足以促使我練習演講，而是因為我如果

不練習這些技術，我可能就只能當基層技術員，但那不是我想要的。

　　所以我們訂目標的時候有兩件事要考慮，不是目標好，我們就會去做，還要清楚

告訴自己，如果不改變、不增加自己的能力，就會停留在基層，而這不是一件好事。

很重要的是，我們設定目標的時候一定要考慮，什麼可以把我們推離現在的狀況？如

果我們沒有這種動力就無法往前，因為人本來就習慣於舒適環境，很難走出舒適圈。

也因此，當一邊是拉力、一邊是推力，這兩種力量同時在我們身上時，我們就願意朝

著所設定的目標前進。

真正除去障礙的方法

　　以下這個論點源自一本書：《快樂是可以練習的》（The Happiness Equation）。

牛頓力學第二定律：F – f = ma

　　Ｆ就是總力量（動力），ｆ是摩擦力（阻力），動力減去阻力等於運動量的增量。

其實，這公式反映了生活中的普遍規律，即事物要想運動、發展，問題要想得以解決，

都要處理好動力與阻力的問題。由於動力總是積極的、主動的；而阻力總是消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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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動的，因此人們形成了一種常規的解決問題模式：只考慮增大動力來克服阻力，這

實際上是一種典型的思維障礙。也就是說，若你的目的是想把 ma變大，那就增加 F，
減少ｆ。但其實這並不符合經濟的原則，真正經濟的原則是拿掉ｆ（阻力），ma就會
變大了。

　　今天很多人做不完公司的工作，馬上想到的解決方案就是加班。加班很可怕，我

們以為加班是解決工作沒有效率，或是產能很低的問題。其實不是！加班只是暫時延

後問題的發生，並沒有真正解決問題；這一點我們要注意、要思考。

　　從上面的公式來看，加班是增加 F，但其實我們的經濟、時間、家庭和健康都損失
了，整體來說，並沒有得到好的結果。如果我們用加班解決問題，老闆會覺得我們既

然做得完，就再增加工作量，結果我們反而更不快樂。以下有四種方法，可以幫助我

們除去障礙、達成目標。

達成目標的四個重要因素

１.釐定清楚的目標
　　我們的目標要越清楚越好。在創世記廿四章中，亞伯拉罕要僕人幫他的兒子以撒

找妻子時，他把要求講得很清楚，因此幫助老僕人順利達成任務，找到他要的媳婦；

這都是因為有清楚的目標。

　　今天我們在職場工作，是以滿足服務對象為目標，任何工作沒有滿足顧客的需求

就是浪費，這個顧客包括內部顧客和外在顧客。今天教會也是一樣，教會的使命是傳

福音，目標是針對未信者傳福音，那麼教會的策略一定是以傳福音為核心。因為必須

先帶人信主之後才能談靈命建造，所以我們的目標清楚，策略也會很清楚。公司定位

很清楚，產品定價和銷售管道就很清楚。今天很多公司的定位不清，定價也令人困惑，

他們的顧客也很困惑，不知道這個公司到底要賣什麼？我服務的可口可樂公司賣的東

西很清楚，就是飲料，不是瓶子、瓶蓋。雖然我們每年用很多瓶罐，但是我們要賣的

是裡面的飲料，不是罐子。

２.與成員溝通目標
　　如果你是一個組織的領導者，不要單打獨鬥，你一定要與員工清楚溝通共同的目

標，並達成共識與支持。領導者要花大量時間溝通，這是今天職場工作者常常欠缺的。

為什麼你的團隊不能成為合作無間的團隊？因為很多領導者跟員工之間的目標不一樣。

所以領導者需要很清楚地與團隊溝通目標。

　　所謂「清楚的溝通」是很有學問的。如果你的目標是你個人單方面設定的，你的

團隊絕對不會了解你的目標是什麼。不管你是領導者或是專案小組長，不只要能夠跟

人很清楚地溝通，還要能夠說服他們：這是一個很值得追求的目標。一個領導者所訂



4

設定你的目標２

的目標不可以是自己的目標，必須是大家的目標，否則成員不會認同。

　　因為各人的差異，各人的目標、執行目標的方法、看重的利益點、性格都不一樣，

所以一個組織的領導者需要在事前花大量時間溝通，讓全體成員達成共識，這個目標

才會有意義。

３.將大目標拆成小目標
　　目標本身必須能夠拆分成幾個較小、較容易執行的小目標。有個小故事是這麼說

的。在一場馬拉松邀請賽中，一位普通選手大爆冷門獲得冠軍。當媒體好奇他是如何

成功的時候，他的答案出人意料之外：用智慧取勝！原來在賽前他會沿著比賽路線把

沿途醒目的地標：醫院、郵局、公園等一一記下來，他把四十二多公里的賽程分解成

幾十個小目標。

　　把目標拆成好幾個比較容易達成的小目標，就很容易達到大目標。這讓我想到四

年前我想開始寫書，我發現我每天需要寫十五章才行！這麼大的目標讓我越想越可怕，

越想越做不到，結果兩年過去，還是一片空白。於是我分解目標、各個擊破。我不應

該把十五章當作目標，我一次只寫一章就好，慢慢地寫。後來花了一年的時間，我把

書寫完並且出版了。當我們在設定今年的目標時，可以將其分成第一季、第二季、第

三季、第四季，這樣會更容易實行。

４.清楚達成目標前的障礙
　　開始朝目標前進之前，要先考慮所有可能的障礙。我舉一個運動的例子。假如你

今天讀了這篇文章後，決定明天開始要走路、運動。結果，第二天早上起床發現下雨，

你就不想走了，決定回去睡覺。第三天起床又下雨，又回去睡覺。雖然第四天出太陽，

但你也不想運動了。如果你真的想要運動，就要想清楚在走路這件事上，你最大的障

礙是什麼？假如天氣、懶惰是你的障礙，那你要怎麼克服？

　　比如：找一個也想運動的夥伴，彼此打電話相約起床運動；或是寫一篇「立志運

動文」，簽上名，貼在住家附近大街小巷的牆上――這樣鄰居都看得到，你就會去運

動了。一旦發現障礙，就要找到解決之道。同樣地，如果天氣是你運動的障礙，那你

就去找有走廊的地方，起床之後不再問自己：「要不要去運動？」而是問：「我要去

哪裡運動？」這兩個是完全不同的問題。任何一個目標如果不找出障礙，就沒有辦法

克服障礙，也就無法達成目標！

結語：上帝是克服一切障礙的祕訣

　　箴言十六章 3節：「你所做的，要交託耶和華，你所謀的，就必成立。」當我們
在職場上想要除去達成目標前的障礙，可能會需要很多的資源、人脈、機會、培訓等等。

但是不要忘記，所有的資源都來自上帝，這是我的親身經歷。一旦你找到上帝，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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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靈感、自我激勵的動力、東山再起的力量，包括在極其困難環境下所需要的力

量等等，都會出現。

　　聖經中大衛對戰歌利亞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們兩個人的裝備、身材差很多，歌利

亞以為是用傳統的肉搏戰來打，但大衛不打肉搏戰、不硬碰硬，而是以智慧贏得這場

搏鬥。他在牧羊時學會扔石子，技術好到可以殺死猛獸以保護羊群。他知道自己的弱

點，於是用其他方式彌補。如果你要效法大衛，你知道自己的弱點嗎？當你清楚你的

劣勢，並找到可以彌補的東西，就可以跟別人競爭，甚至有超越別人的競爭優勢。

　　這麼多年來，我在職場和教會服事，我對自己目標的要求非常嚴謹。如果你對自

己的工作沒有清楚的目標，你後面走的路不會成功，也不能作上帝榮耀的見證人。當

別人看基督徒連目標都沒有，就無法信任上帝，我們也就不能跟人分享這個上帝是幫

助我們的上帝。因為你連目標都沒有，祂怎麼幫助你？所以我們一定要設立好目標，

並竭力完成它。這樣別人看到我們完成目標時，就會歸榮耀給我們的上帝。（整理╱吳

俊德）

　　

　　

問題討論 　　

　　

１.現階段你在學校或職場的目標是什麼？你如何將它拆分成幾個小目標來完成？
２.要完成你的目標，可能會出現什麼障礙？你覺得自己可以如何克服它？你相信上帝
可以幫你克服它嗎？

３.你有沒有因著上帝的恩典而克服困難的經驗？
４.你滿意自己目前所處的環境嗎？有沒有什麼拉與推的力量可以幫助你離開舒適圈？

　

禱讀經文

　　

箴言廿一章 5節
殷勤籌劃的，足致豐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

箴言廿九章 18節
沒有異象（或譯：默示），民就放肆；惟遵守律法的，便為有福。

哥林多前書三章 9節
因為我們是與上帝同工的；你們是上帝所耕種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