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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詩歌

我要愛慕祢　　　　　　　　　　

靈修經文

使徒行傳三章 1-10節、四章 22節
3:1申初禱告的時候，彼得、約翰上聖殿去。2有一個人，生來是瘸腿的，天天被

人抬來，放在殿的一個門口（那門名叫美門），要求進殿的人賙濟。3他看見彼得、

約翰將要進殿，就求他們賙濟。4彼得、約翰定睛看他；彼得說：「你看我們！」
5那人就留意看他們，指望得著什麼。6彼得說：「金銀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的

給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叫你起來行走！」7於是拉著他的右手，扶

他起來；他的腳和踝子骨立刻健壯了，8就跳起來，站著，又行走，同他們進了殿，

走著，跳著，讚美上帝。9百姓都看見他行走，讚美上帝；10認得他是那素常坐

在殿的美門口求賙濟的，就因他所遇著的事滿心希奇、驚訝。……4:22原來藉著

神蹟醫好的那人有四十多歲了。

詩篇一廿一篇 1-2節
1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2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主題信息

前言：心理的殘疾

　　走出生活舒適圈是很重要的事情，不論我們聽了多少關於改變、關於人生的演講，

到最後都要靠自己的勇氣走出舒適圈，因為人本來就有惰性。

　　使徒行傳三章 2節提到一位天生瘸腿的人，他每天早上被別人抬到聖殿門口；四
章 22節提到這個人大概四十多歲。猶太人在十三歲的時候會有成人禮，之後就需要負
責自己的生活起居。所以這位瘸腿的人從十三歲開始，至少乞討了二十五年。這個人

生理上是一個殘疾人士，在依靠施捨過了二十五年以後，很可能他在心理上也變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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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人士。這是一個重點：如果我們持續在同樣的地方做同樣的事情，一段時間以後，

我們的心理也可能變成殘疾！我們很可能學習了很多知識，但是最重要的一點是，我

們能不能做出改變？能不能有行動？如果沒有行動、改變，學再多知識都沒有幫助，

等於變成心理殘疾的人。

　　經文說到「申初禱告的時候」，猶太人一天要進入聖殿禱告三次，「申初」差不

多是下午三點多。彼得、約翰要進聖殿禱告的時候，在門口看見這個乞丐。他們看到

他時，大概是受到上帝的感動，所以去跟他說話並幫助這個人。

　　這個人二十多年來都在同一個地方乞討，我可以想像他的生活非常規律：早上起

來梳洗一下，就等著別人帶他去聖殿。猶太人一天有三次禱告，所以他可能早上九點

多就到聖殿門口。因為擔心地點會被人佔去，因此必須早點去。而且這麼多年來他始

終在聖殿乞討，相信他找的地點一定是最好的，是所有進聖殿的人必經之地。甚至於

他乞討的地方路可能比較窄，逼得人們一定要經過他的面前，一定會看到他的盤子，

然後把錢丟進去。他一天裡最注重、最關心的，是他面前的盤子。當人丟錢進去時，

很可能他光聽丟錢的聲音就可以分辨幣值。這個人完全是倚靠別人施捨，來決定他當

天生活怎麼過。

不要變成屬靈乞丐

　　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同樣光景，他們的屬靈生活是靠別人施捨、供應，自己沒有

跟上帝連結。他們無法從上帝那裡直接領受更大的供應和福氣，因而變成屬靈乞丐。

我常說基督徒作久了，屁股越變越大，因為我們都坐著領受。我們聽詩歌、聽信息、

聽見證或查經，都是從別人那裡領受，無法找到跟上帝直接連結的管道。這是基督徒

的悲哀，侷限自己的現狀，以至於生命無法長大。

　　做任何事都需要資源，上帝是一切資源的源頭。我們常說，我需要這個或那個訊

息，我需要老闆、同事的幫助等等，然而我們真正的幫助是從上帝來的。以色列人一

年三次到聖殿敬拜上帝，他們都會說：「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幫

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詩篇一廿一：1-2）我們得幫助、得拯救、得力量的源頭，
是耶和華上帝。這段經文告訴我們，要跟上帝有直接接觸，不要像這個瘸腿的人，完

全倚靠別人的施捨和供應。

　　這個瘸腿者天生生理上有問題，但是我覺得更可怕的，是他生理上的問題造成他

心理上的問題。今天我們也要思考自己心理的狀態，我們是倚靠別人，還是能直接跟

上帝連結？

　　另外，他每天都用同樣的方式生活，沒有任何改變與進步。我們每天的生活是不

是也是如此？每天起床後就去上班或上學，生活非常規律。生活一旦變成規律是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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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怕的事，它就像鎖鍊一樣把我們鎖住。甚至我們早上起來都不需要用大腦想今天

要做什麼，比如說去洗手間、整理儀容、買早餐等等。每個步驟都不用想就知道要做

什麼。生活的規律把我們侷限在同樣的方式裡，我們因此錯失了很多機會，沒有任何

改變與進步。這位瘸腿的弟兄二十五年來都沒有改變，都用同樣的方式生活，是一件

悲哀的事。

舒適圈的定義

　　生活的舒適圈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規律，我們不用思考就可以行動。我們在

這個生活裡感到自由自在、舒服、沒有壓力，這就是舒適圈。我們希望付最小的代價，

就能過舒適又自然的生活，導致我們變成無意識被動（Unconscious Reactive Mode）的人，
很多人因為這樣，找不到進步的空間和改變的目標。所以在舒適圈裡面的人有一個特

徵――不會尋求成長與改變。不僅如此，還會越來越退步。

　　有一年我們教會辦了職場年輕人的團契，牧師希望這個團契能夠把年輕人聚在一

起分享、彼此激勵。第一天聚集的時候團契有一百多個人，六個月以後團契人數只剩

下六個人！當一個團契失去生命而變成例行公事，就是它死亡的時候。果然這團契後

來就沒人了！我相信很多教會都有這樣的問題。一旦習慣舒適圈，我們裡面會缺乏燃

燒的熱情，就像祭壇上有火卻沒有祭物，或有祭物卻沒有火，這是很可怕的光景。

不願走出舒適圈的心理因素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理察‧塞勒（Richard Thaler）認為，人類在做決定時並不理性，
因為我們心理的各種缺陷會讓我們誤判訊息，以致我們離開不了舒適圈。塞勒認為導

致人不願意改變的心理因素，有四種：

１.誇大失去的痛苦，低估改變的快樂
　　比如搬家，我們不喜歡搬離自己原本熟悉的地方，甚至不往好的方面想，只想到

不習慣、不方便。我們越想越多，就越不願意搬家，寧可忍受原先的種種問題。

２.做決策時，過去的事件會被賦予更大的權重，導致我們排斥改變，選擇保持現狀
　　比如，一個人曾經買彩券中獎，後來他又用十元買了彩券，而另一個人想用十倍、

二十倍，甚至三十倍的價格買他手上的彩券。可是這個人卻不賣，因為他覺得這張彩

券可能會再次中獎（事實上中獎的機率微乎其微）。

３.收入常常成為留在工作上的原因
　　這個原因讓我們覺得目前的工作有優點，比其他機會都好。這讓我們不願離開既

有工作，而沒有看到新工作帶來的機會。曾經有人問我，老闆對他不好，同事也排擠

他，該不該換工作？我告訴他趕快換工作，但是到最後他還是沒換。他既然已經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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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工作所有不好的地方都列出來了，為什麼他不換？因為他覺得這份工作的錢比較多，

但他忘了他付出的機會成本更高、更痛苦。這是常常發生的事情。

４.自我服務偏見（Self-serving Bias）

　　自我服務偏見又稱「自利性偏差」，指的是人們常從好的方面看待自己，當取得

成功時，容易歸因於自己；做錯事時就怨天尤人，歸因於外在因素。這是一種主觀意

識的表現，也是一種歸因偏見。這種消極的心態促使我們停滯不動。簡單地說，我今

天工作若做得好，功勞歸自己；若做得不好，就怪罪別人。最後就會變成自己不想改變，

卻希望別人改變，這就是自我服務偏見造成的結果。

心理狀態影響人走不出舒適圈

　　前面四個心理的問題導致兩種心理狀態，讓我們無法走出舒適圈。

　　第一種是「稟賦效應」（Endowment Effect）以及「損失的厭惡」（Loss Aversion）。
稟賦效應指的是我們一旦擁有某種東西，就會高估它的價值，尤其有情感在裡面的話

會更高估它。在時代快速變化的時候更明顯，因為我們會更加懷念以前擁有的東西。

加上我們對「損失」會比對「得益」有更強烈的感覺，所以我們都會盡量避免損失，

不做新的決定，以為留在原地可以避免風險和損失。

　　另一個心理狀態是「錨定效應」（Anchoring Effect），是指我們的腳像錨一樣無法
移動，到最後關頭才被逼著要動，這是很多弟兄姊妹在職場上的現象。即使環境非常

糟糕，還是拖到最後才肯改變。當時間越來越少的時候，我們能做的選擇也跟著減少。

想想看，許多事情是我們在三十歲應該做的，但四十歲時還是沒做，到五十歲快退休

了才想要做。我們能做的選擇會多嗎？其實沒有什麼選擇了！

擁有的訊息左右我們的意志

　　還有一個令我們無法走出舒適圈的原因，就是我們擁有的訊息量是有限的。我們

熟悉原有的職位和工作，資訊都掌握在我們手上。走出舒適圈到另一個新領域時，我

們的資訊少之又少，新公司裡也沒有人脈。今天，我們換工作最擔心不認識新老闆、

新同事，不知道自己會不會碰到困難或被排擠，大部分都是未知的資訊，所以我們很

不願意離開舒適圈。

　　我舉一個自己的例子，我離開可口可樂公司之後，到一家賣膠水的公司工作。這

家公司的主要業務，是賣膠水給世界上最大的製鞋公司。我去上班不久就發生員工告

公司的事件，我請下屬去查為什麼我們會被告。原來，董事會在很偏遠的地方設了

一個小工廠，把買來的膠水分裝成小包賣給國內的中小型鞋業公司，利潤高達 60%-
70%！但我一發現這件事就非常緊張，因為在加工區的原物料是免稅的，但是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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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一定要外銷。我立刻寫信給董事會，說明我們不應該違法。不過，董事會不聽，

因為這個交易的利潤很高，當下我就知道自己必須離開，因為逃稅不是上帝要我做的。

如果我之前有掌握這個訊息，就不會接下這份工作。

　　所以找工作時，務必花一點時間跟新公司裡面的人接觸，因為有些企業文化很不

好。若在這樣惡質的企業文化底下做事，即使薪水多一些也沒有意義。雖然「擁有的

訊息量」（Available Information）會阻攔我們走出舒適圈，但這是可以改變的。

　　很多年輕人找我商量換工作的問題，我發現年輕人很在意薪水，卻不在意工作環

境與工作的實質內容。工作環境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它會影響工作效率和心情，

並直接影響工作結果。就算我們拿了很高的薪水，但可能拿不到獎金，因為做不出任

何東西。再加上我們是基督徒，不能違背基督徒的價值和原則，就形成矛盾的心態，

這樣工作會變得很辛苦。因此，我鼓勵大家找工作時要多注意工作環境，不要只看薪

水，也要為老闆禱告。如果我們是老闆，就為核心職員好好禱告。當這些人變成基督

徒時，我們跟老闆或下屬的關係，就會很自然地變得不一樣。同時也要考慮，工作的

實質內容是否適合自己的個性？如果完全不合，除非能改變個性，否則會很痛苦。

結語：找出關鍵原因，走出舒適圈

　　每當我們想要改變的時候，「稟賦效應」會使我們認為目前擁有的一切比未來可

能得到的更珍貴。我們也會因為對「損失的厭惡」，過度誇大失去的痛苦，低估改變

的快樂，更加不願走出舒適圈。最後，目前的一切會成為我們的「錨點」，讓我們難

以跳出既有框架。我們必須清楚知道妨礙我們改變的原因，才有可能針對這些原因加

以解決，進而走出舒適圈，做出改變。（整理╱吳俊德）

問題討論

１. 文中提到「屬靈乞丐」，你覺得自己能否從上帝那裡領受屬靈的供應？抑或完全仰

賴牧者的供應？

２. 讓人無法走出舒適圈的心理因素有四種，哪一種對你來說是最難克服的？

３. 你覺得自己是不是待在舒適圈中？你目前最需要做出改變與成長的是哪一方面？請

分享，並彼此代禱。

禱讀經文

　　

詩篇一廿一篇 1-2節
1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2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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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詩歌

基督是我滿足　　　　　　　　　

靈修經文

路加福音五章 1-11節
1耶穌站在革尼撒勒湖邊，眾人擁擠祂，要聽上帝的道。2祂見有兩隻船灣在湖邊；

打魚的人卻離開船洗網去了。3有一隻船是西門的，耶穌就上去，請他把船撐開，

稍微離岸，就坐下，從船上教訓眾人。4講完了，對西門說：「把船開到水深之處，

下網打魚。」5西門說：「夫子，我們整夜勞力，並沒有打著什麼。但依從祢的話，

我就下網。」6他們下了網，就圈住許多魚，網險些裂開，7便招呼那隻船上的同

伴來幫助。他們就來，把魚裝滿了兩隻船，甚至船要沉下去。8西門‧彼得看見，

就俯伏在耶穌膝前，說：「主啊，離開我，我是個罪人！」9他和一切同在的人

都驚訝這一網所打的魚。10他的夥伴西庇太的兒子雅各、約翰，也是這樣。耶穌

對西門說：「不要怕！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11他們把兩隻船攏了岸，就撇

下所有的，跟從了耶穌。

主題信息

　　活在舒適圈的現象是悠然自得，每天活在習慣中，不需花腦子思考，一切都是慣

性。但是在現代高速變化的環境中，這種生活態度絕不可能持久。

置身舒適圈所產生的現象

　　活在舒適圈中的人是怎麼樣的？我們如何知道自己活在舒適圈中？通常走出舒適

圈的人都會遇到各種挑戰，生活多采多姿。至於活在舒適圈中的人，則會產生相同的

幾種現象。

１.處於低風險狀態
　　活在舒適圈中的人不會改變，會一直按照自己的常態做事。因為改變會帶來風險，

走出你的舒適圈

走出生活舒適圈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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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生活舒適圈２

而風險就會讓我們卻步。我們越擔心風險，就越不敢去做。

２.拖延
　　拖延在領導和管理中是非常巨大的敵人，明明是今天該做的事，卻想要明天再做，

到了明天又說到下週再做。明知要行動，卻遲遲不動（鴕鳥心態），可以拖就拖，可以

不要做就不做。這樣下去，一年以後也不會做，兩年以後也不會做；這就是拖延。

３.擁有「舒適就好」的錯誤人生觀
　　活在舒適圈中的人有著不正確的人生觀，覺得自己可以放緩步調，舒適地過日子。

看到他人在改變，做不一樣的事情，心裡就非常不舒服。我在公司裡常聽到人說：「你

這樣豈不是把我們都搞得不安寧嗎？」「拜託你不要這樣，別讓大家日子都不好過！」

４.被困在錯誤習慣的圈圈中
　　活在舒適圈中會被不適當的習慣或行為轄制。尋找各樣的失敗藉口、拖延藉口，

並把藉口合理化。

５.一切都是「自動駕駛」模式
　　當飛機飛到三萬八千呎高空時，飛行員就會切換到自動駕駛模式。當我們進入舒

適的生活圈，也是切換到自動駕駛模式，會覺得一切都順其自然，不需要擔心，並沉

浸於目前的安逸生活，以為「船到橋頭自然直」，時間到就沒問題了。以前可能是這樣，

但現在不是。如果不行動，問題會越來越複雜，船到橋頭不會直，只會撞橋頭！這是

很可怕的現象。

６.團隊發生嚴重的問題
　　一個團隊如果活在舒適圈、習慣做同樣的事情，它的價值就會越來越少。現在 AI
（人工智能）能取代的都是例行的工作――將來銀行不會再有櫃檯服務；還有醫生護士

在做的量溫度、填表格等工作都會被取代……。很多例行工作在急速變化，如果我們

每天都做同樣的工作，以為這樣很舒服，不用花腦筋，那麼五年後就真的不用花腦筋，

因為可能連工作都沒有了！公司或部門一旦養成不願改變的工作思維與態度，遇見有

人提出新的建議或提倡改變，馬上就會有人反對、抗議。

小心教會服事的舒適圈

　　不只是在職場、生活中有舒適圈，教會也經常會有舒適圈的現象。你可能也見過

一些人在某個領域服事，幾年到幾十年沒變過，還認為這是上帝給他們的天賦！

１.地盤主義造成服事衝突
　　我們在教會裡的服事角色是基於什麼考量？是因為歌喉不錯，所以參加詩班？過

了十年還在詩班？難道上帝只給我們一副好歌喉，沒有其他恩賜？過去十年我們有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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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嘗試尋找自己的潛能，發展不同的恩賜？今天教會很多人選擇服事的方向和角色，

十年都不改變。其實最可怕的是像使徒行傳中那瘸腿的乞丐，數十年如一日地被抬到

聖殿門口乞討。那是屬於他的地盤，一旦有人靠近，他就不高興。

　　希望大家不要誤會！假設我們在教會司琴，後來教會又找了別人來彈琴，我們怎

麼想？如果因為事工被取代感到不舒服，教會就變成了「工作地盤主義」。一旦有了

地盤的觀念，我們就不願意改變，甚至會敵對那些對我們地盤有威脅的人。我的重點

是，我們應該怎麼擴張帳幕，找到水深之處？上帝給我們每個人的才能和智慧不只一

樣，如果我們十年只做一種工作或角色，等於把自己侷限在相當小的範圍，這樣豈不

是小看了我們的上帝？

　　我在教會做的是偏向教導性的服事。有一次教會缺乏帶領兒童的人，我就自願投

入。服事過後，我簡直快瘋了，終於知道平常帶領兒童的弟兄姊妹付出多少愛和忍耐。

如果我不去接觸小孩子，我怎麼知道他們的辛苦以及這個工作的難度？上帝要我們在

不同的角色中，看到每一個角色的重要和獨特，因為我們的上帝是無比豐富的神。舒

適圈很可怕，它讓我們在教會裡許多的服事變成單一角色，因而忽略了上帝的豐富。

　　一旦形成地盤主義，教會就會因著爭奪地盤而發生衝突。在教會可能會比較收斂，

不會說得很明白，但在公司裡這種情形更直接：「你怎麼可以拿走我的工作，這是我

的！」所以我們要小心地盤主義。希伯來書五章 13-14節說：「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
練仁義的道理，因為他是嬰孩；惟獨長大成人的才能吃乾糧；他們的心竅習練得通達，

就能分辨好歹了。」我們要有長大的身量，體會到上帝的需要，明白上帝在每一個基

督徒身上的託付和呼召。

２.忽略上帝要我們走入水深之處的心意
　　我們喜歡做駕輕就熟的事，就沒辦法領悟耶穌在革尼撒勒湖，叫彼得把船開到水

深之處、下網打魚的用意。彼得跟耶穌說，他們整夜勞力，一條魚也沒抓到。但是當

他聽從耶穌的話下了網，竟然捕了很多魚上來，他的第一個反應是：「主啊，離開我，

我是個罪人！」（路加福音五：8）

　　若我當時也在船上，一定會興奮地邀請耶穌組一個「彼得魚」公司。這樣我就可

以每天抓很多魚、賺大錢，然後把錢奉獻給耶穌的事工，這樣不是雙贏嗎？但這不是

耶穌要的，祂要彼得走到水深之處，是要彼得找到服事的藍海、服事的空間，讓他知

道自己處在舒適圈中――因為他對抓魚感到自信，但這時上帝要彼得走出他的舒適圈。

３.被習慣轄制，失去傳福音的熱情
　　我們被習慣轄制，並認為坐在教會裡面聽信息、聽見證、聽詩歌是理所當然，卻

忽略了其實上帝叫我們到教會，是要像瘸腿的人一樣――當他被醫治以後，就站起來、

跳起來，讚美上帝！（參使徒行傳三：1-10）耶穌也很少坐著，祂用三年半的時間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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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行走；在會堂的時間少之又少。祂在會堂都是跟文士、法利賽人辯論真理，祂真正

的服事是做在生病、貧窮等有需要的人群中間。這跟今日基督徒抱持著舒適的心態進

入教會，完全不同。

　　我們不應該失去起初對教會生活的熱情！不管是台灣或北美，我看到很多基督徒

其實已經失去熱情，尤其是北美教會，大概有 70%、80%的教會已經失去熱情。我曾
在一間教會講道，他們會友大約一百多人，90%都是老年人！牧師說，他非常擔心教
會人口老化，可能再過五年教會就消失了！

　　如果我們失去熱情，教會的傳承會成為嚴重的問題。年輕人如果不願意為上帝興

起，不願意把自己獻給上帝，教會到這一代差不多就完了。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我們要恢復服事的熱情！要是這個世界沒有教會傳遞真理，不知道會變成什麼樣子。

今天台灣的教會如果持續地失去熱情，會變成跟美國教會一樣，被逼到最後根本沒有

容身之處，所以我們要重新點燃我們的熱情！

如何走出教會舒適圈？

　　今天教會的生活很容易成為舒適圈，我們只活在一群基督徒中間，我們的敬拜、

禱告與讀經都可能成為慣性。有句話講得很好：「傳福音，有一樣是最需要警惕的，

就是基督徒只和基督徒在一起！」

　　什麼是離開舒適圈？就是離開我們已經熟悉的環境，甚至到最後是離開世界的舒

適圈，比如年輕人喜歡玩的電玩、眼目肉體的情慾等等，這些東西就像鎖鍊一樣轄制

著下一代。所以我們一定要離開我們原有的舒適圈、離開有太多掌聲的環境、離開我

們可以倚靠自己能力生存的環境，離開我們以為對自己最好的環境――走出去！

聖經中的榜樣

　　但以理為我們樹立了好榜樣，但以理書一章 8節說：「但以理卻立志不以王的膳
和王所飲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監長容他不玷污自己。」但以理進入皇宮之前，就

立下心志不吃王的膳、不飲王的酒。因為他很清楚王宮裡面的食物、飲酒等等都是拜

過外邦偶像的。這正是走出舒適圈的正確態度――立志要改變、要成長。

　　路得是摩押女子，當她的婆婆要回伯利恆時，她沒有理由跟著走，因為婆婆叫她

不要去，那個地方她也不熟。然而，路得對婆婆說：「妳的國就是我的國，妳的上帝

就是我的上帝。」（路得記一：16）路得定意跟隨婆婆去了伯利恆，最後她得到的祝福，
遠遠超過留在摩押地所能得到的。她獲得波阿斯的幫助，成為大衛王的祖先，被記錄

在聖經中。上帝透過路得的故事告訴我們，作基督徒不能停留在舒適圈，要走出去！

　　尼希米也是走出舒適圈很好的例子。他擔任酒政過著多麼舒服的日子，王和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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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麼倚靠他，他的王全力支持他做任何事情。這等於今天我們在一家公司做事，老闆

完全信任我們，這麼好的工作難怪很多人都會選擇不要離開。然而，尼希米記二章 4-5
節記載：「王問我說：『你要求什麼？』於是我默禱天上的上帝。我對王說：『僕人

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歡，求王差遣我往猶大，到我列祖墳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

重新建造。』」

　　尼希米原來的工作是酒政，他到新的地方變成土木工程的領班，這是他職業上的

轉換。他現今酒政的工作，是為明日上帝的呼召所預備的。我不是鼓勵大家換工作，

我的重點是不要停留在舒適圈，試試自己能不能進到新的領域，不斷地成長和改進。

我鼓勵大家敞開心尋找新的機會，去成長、拓展自己的經驗，這一點很重要。

結語：起來，走出去！

　　詹姆斯‧坎特隆（James Cantelon）醫生是一位加拿大的宣教士，被派到南非的貧民
窟去宣教。他起初非常不願意，那裡極度貧窮，房子都是用紙板做的。有一天他去探

望一位骨瘦如柴的老太太，她收容了十八個被父母丟棄的愛滋兒。當坎特隆見到這個

老太太時，她正在哭，她說她實在受不了了，又說：「我什麼都沒有，沒有一個人，

沒有希望！」然後停頓了一下，舉起手：「喔，我是有希望的！我把希望放在天父那

裡。」當我們把心放在上帝面前，難道還不能走出舒適圈嗎？還是，我們繼續坐在教

會裡聽講道、聽見證、聽詩歌？就像那個乞討了二十五年的瘸腿者。「彼得說：『金

銀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的給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叫你起來行走！』於

是拉著他的右手，扶他起來；他的腳和踝子骨立刻健壯了，就跳起來，站著，又行走，

同他們進了殿，走著，跳著，讚美上帝。」（使徒行傳三：6-8）當上帝要我們站立時，
我們還能坐著嗎？我們不要繼續坐著，享受、沉浸在舒適圈裡。走出生活的舒適圈是

上帝給我們的挑戰，遠超過我們在舒適圈裡所能看到、經歷到、想到的。

　　我們談論了很多關於舒適圈的話題，但如果我們還是坐著不動、永遠活在舒適圈

裡面，就不會改變。讓我們舉起手說：「我願意走出舒適圈！」讓我們重新得力，走

出自己的舒適圈。（整理╱吳俊德）

　　

　　

問題討論 　　

　　

１.對於目前的生活、工作，或者教會中的服事，你覺得自己是處於舒適圈嗎？
２.如果繼續保持現狀，不管是服事或工作，你最終會成為什麼樣子？
３.你有沒有想過要改變，但是一直沒有行動，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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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讀經文

希伯來書十一章 8節
亞伯拉罕因著信，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往將來要得為業的地方去；出去的

時候，還不知往哪裡去。

申命記卅一章 6節
你們當剛強壯膽，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懼他們，因為耶和華──你的上帝和你

同去。祂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

提摩太後書一章 7節
因為上帝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