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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詩歌

豐盛的應許　　　　　　　　　　

靈修經文

加拉太書五章 22-23節
22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23溫柔、

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

箴言四章 23節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主題信息

前言：對職場的誤解

　　對於職場我們有許多誤解，我想大家可能都很熟悉我所說的這些誤解。

１.以為工作是穩定的──大家可以看到，今天職場充滿了不穩定。我們根本不知道這
個工作可以做多久！因為職場充滿競爭，很可能我們會被別人取代，也可能一項新

技術產生，工作就被市場淘汰。所以，所謂一份穩定的工作、固定的收入，並不見

得是事實。

２.穩定的工作收入帶來生活的快樂――這不是必然的，我曾看過一項研究，90%的人
從大學畢業、進入職場工作的時候，都以為自己會很快樂。實質上，真正快樂的人

只有大約 30-40％，有 60％的人覺得不快樂。

３.工作是朝九晚五，每天上班八小時──其實絕對不是這樣！一般而言，我們每一天
的工作都非常辛苦，大部分時間都不是準時下班。以亞洲國家來說，2019年每人
一年工時最高者為新加坡（2324小時），再者為台灣（2028小時），其次者為韓國
（1967小時）、日本（1644小時）。假設一年 52週、每週工作 5天，扣除 2019年

正確的職場品格

事業成功必備的品格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NSG2CG5D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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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定假日 115天，總工作天數是 145天，則台灣人平均一個工作天，要工作 14小
時（2028小時 /145天）。（資料來源：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3308304）

４.做好老闆交代的工作就好──錯！今天在職場上只做老闆交代的工作，絕對沒有辦
法提升自己的職務。

５.可以結束學習的生活──在學校的時候，我們花很多時間念書、學習，但是畢業後
在公司做事情，仍然有大量的東西需要學習。我自己差不多一個禮拜一定要讀一本

書，因為現今世代的變化太快太快了！這是我們今天所面臨一個相當大的挑戰。

　　以上都是我們對今日職場的誤解，那麼職場到底是什麼樣子？

職場的真實面貌：品格與才能的競技場

　　我把職場定義為「品格和才能表現的大競技場」，我一直強調要把「品格」放在「才

能」前面。我們不要以為在學校、在過去的工作上，我們積累了一些經驗、知識或技能，

就能夠駕馭職場。這是不夠的！今天的技能和知識馬上就會過去，我們可以看到高科

技產業現在在談區塊鏈、AI、電動車，但過幾年這些東西都會改變，都會過去。

　　我用現在很流行的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來舉例。在美國，很多人已經不是
只為一家公司做事。一個人所有的資料，包括專長、論文……都在網路上，我們只要

搜尋他的名字，可以很清楚地了解這個人的專長。當我們的公司需要這樣的人才，就

可以直接跟這個人說：「我需要你來幫助我做這個項目，時間大概是兩個月。」這個

人就會把他的工作、時間投入在我們的項目裡。他不是我們公司的員工，所以別家公

司當然也可以找他。他不再是為一家公司做事，他是為很多家公司做事。這種人力資

源的共享概念來自Uber，從分享汽車到現在連人力資源都可以分享。這世代變化太快，
所以我們在職場上更需要有正確的品格，更甚於擁有知識、技能。

　　通俗一點講，所謂的品格到底是什麼？就是當四下無人的時候，你會做什麼事情？

對基督徒來說，聖靈所結的果子：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

節制，就是聖靈給我們最高的品格（參加拉太書五：22-23），這都是我們接下來會談到的。

正確的職場品格

１.忍耐
　　我以前是化學科系的學生，後來做行銷方面的工作。在收到邀請，準備前往上海

擔任可口可樂中國區的行銷副總裁前，我在美國特地花了 6個月的時間學習市場行銷，
甚至開過貨車送貨。當我回到上海，還以為可以安穩地作副總裁。結果沒想到，公司

在我下面安插另一個人，比我年輕，而且是真正做市場行銷的人。我已經五十多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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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才 41歲，我知道他對我的威脅非常大。這種競爭每一天都在職場上發生。而且公司
的目標是每一年的業績都要提升，這個壓力也非常大。我那時晚上做夢也在賣飲料，

而且都是賣不掉可樂的惡夢！我常常被驚醒，醒來拿起紙筆開始想，我明天要做什麼

事情，要怎麼幫助銷量……

　　在這個快速變化、壓力繁重的環境中，只有堅忍的人、能夠忍耐到底的人才能夠

成功。不然壓力來的時候，我們真的不知道怎麼處理。

２.溫柔
　　現在環境所碰到的許許多多問題，完全需要倚靠人與人之間彼此的合作。如果你

想自己解決問題，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怎麼能把人聚在一起，成為一個團隊一起

工作、解決問題呢？我們需要與人建立好的人際關係。不是有需要的時候才建立人際

關係，而是在平時就要溫柔對待別人。不要一直抱怨同事、跟人吵架、兇巴巴的！這

樣將來需要團隊合作時，彼此才能成為一個很好的團隊。

３.節制
　　時間管理很重要的因素是管理自己，也就是節制。如果一個年輕人每天晚上都搞

到晚上 2點鐘才睡，時間管理一定一團混亂。這種人第二天早上，不可能 8點鐘起床，
甚至不可能 9點鐘起床，勉強起床也是迷迷糊糊的，這樣怎麼可能帶著很清靜的心工
作？我們必須節制，什麼時間該休息，什麼時間該工作，都必須有所節制。

４.喜樂
　　基督徒的晨更很重要！藉著早上的晨更，在上帝面前安靜下來，祂的話就進到我

們心裡。藉著禱告跟上帝在一起的時候，我們那一天就被聖靈充滿，那一天就是豐富

的一天，是快樂的一天。我們將喜樂帶進公司，就可以改變公司的文化與氣氛。

　　我沒有辦法忘記，我有一次在一家咖啡廳喝咖啡的美好經驗。一位服務生走過來

詢問：「你要喝什麼？」我說：「我要喝拿鐵。」「Good! That's a good latte!」我感到
非常開心。她拿咖啡來的時候，我說：「妳看起來真是開心。」她說：「是的，因為

有耶穌在我心裡，所以我非常喜樂。」她的工作只是服務生，薪水很低！她可能家裡

還有孩子，還有教育費用、生活費用的問題，但這些都不能阻礙她的喜樂！而且她的

喜樂能夠感染別人。

５.信實
　　在英文中，積極主動和責任是同一個字（Responsibility是 Response加上 Ability）。
當別人還沒想到的時候，積極主動的人已經想到了；當別人想到的時候，他已經在做

了；當別人在做的時候，他已經做得不錯了；當別人做得不錯的時候，他已經做到最好；

然後，當別人做得跟他一樣好的時候；他已經準備換跑道了。所以，別人怎麼跟他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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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極主動的人一定是負責任的人。做任何事情都會有結果，我們要對所做的事情

負責。很多人說他做了，但他並沒有做到讓人滿意的程度。什麼是信任？很多人說：「為

什麼我的老闆不信任我？」把信任的責任放在老闆身上。其實應該倒過來，我們要問：

「我值得人家信任嗎？」一講到信任，我們需要考慮兩方面，一個是品格（Character），
一個是能力（Competency）。這人的能力足夠嗎？他的品格是否高尚？當這兩方面都滿
足時，我們才能信任他、把工作交付給他。

６.和平
　　社會的亂象很多都是從「輸贏」的觀念產生，我輸你贏、我贏你輸。這很可怕，

因為到最後會變成雙輸。所以，擁有雙贏的思維是非常重要的思維，是人際關係的基

礎。每一次我講雙贏時，很多人就說：「『雙贏』根本不可能！不是你贏，就是我贏；

不是你輸，就是我輸。這世上不可能兩個人都贏。」雙贏的思維不是講結果，而是「思

維」。我們與人相處時，先想如何滿足對方的需要，我們做的事情就能打開對方的心門，

事情就會轉變成不同的狀況。舉例來說，今天很多老闆把績效考核當作發洩情緒的工

具，但績效考核應該是雙贏思維的工具。績效考核真正的目的，是要幫助員工在未來

做得更好。當員工做得更好的時候，部門才會更好，這就是雙贏。

　　職場談判需要雙贏，溝通需要雙贏，績效考核需要雙贏，輔導需要雙贏，解決問

題需要雙贏，開會需要雙贏。當我們的視野不一樣，做的事情也會完全不一樣。

結語：要預備好我們的心

　　聖經是智慧的書，裡面充滿至理名言，尤其是聖經在幾千年前就告訴我們：「你

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箴言四：23）所以我們
要預備好自己的心，不要被許多的事情迷惑。這世代有很多新的想法、事物一直產生，

然而最重要的始終是生命的品格。沒有品格，我們再聰明、技術再好，也不會在職場

上獲得成功。（整理╱吳俊德）

問題討論

１.你對職場有什麼樣的誤解？為什麼會這樣想？
２.職場最需要的品格中，你覺得自己最需要加強哪一項？
３.雙贏的思維模式，對你有何啟發與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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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讀經文

　　

羅馬書十二章 1-3節
1所以，弟兄們，我以上帝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

是上帝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2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

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上帝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3我憑著所

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要照著上帝所分給各人信

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1

敬拜詩歌

我要一心稱謝祢　　　　　　　　

靈修經文

腓立比書二章 4節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箴言十七章 17節
朋友乃時常親愛，弟兄為患難而生。

箴言廿七章 17節
鐵磨鐵，磨出刃來；朋友相感（原文是磨朋友的臉）也是如此。

　

　　

主題信息

　　21世紀競爭的職場有哪些特徵？它的變化快速，週期很短，更替非常快。而且本
世紀的科技多元化，加上網路、3C產品的普及，導致人才的競爭加劇。今天已經不再
是倚靠單一重量級人物的時代，不是公司沒有我就會垮掉的時代。21世紀的公司透過
裁員精簡人力，根本就經常發生！更有意思的是，像通用汽車公司前一陣子才公佈財

報，告訴大家去年是他們得到最高利潤的年度，接著卻馬上裁員兩千人。所以與公司

賺不賺錢沒有關係，裁員已經變成常態。

　　在這競爭激烈的世界裡，我們要先認識自己，認識自己有什麼優點？有什麼缺點？

我們是怎樣的性格？別人又是怎樣？我們才能知道該如何生存下去。

認識人的性格──知己知彼，團結合作

　　不管是不是基督徒，每一個人的性格都不一樣。網路上有一種四個顏色的性格分

析：藍色、綠色、紅色、黃色，這四種不同的性格在溝通上、在相處上有很多不同的

狀況，值得我們深思。

建立你的人脈

事業成功必備的品格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3sn2txZ7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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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成功必備的品格２

◎藍色：邏輯性很強，注重程序，是理性的人物。大部分工程師都是藍色。藍色的人

很難做決定，因為他要收集所有的資訊，才能做一個理性、邏輯性的決定。

◎綠色：性格溫柔，不喜歡跟人發生衝突，希望在一個大家都相安無事的環境裡面。

如果碰到衝突時，第一個逃走的就是綠色的人。所以綠色的人也很難做決定，

因為他每一次做決定都會想：「我會不會得罪人？」

◎黃色：喜歡社交、性格開朗、很喜歡講笑話。這種人無論到哪裡去，那裡就會聽到

笑聲。

◎紅色：管理層的人大部分都是紅色的人，他們什麼都不要，就要結果。一個只要結

果的人，性格一定比較急，一定是非常直來直往。所以如果你請他等一下，

他根本不會等你。

　　一個團隊想要合作，我們必須要先理解團隊中每個人的性格，要順著每一個人的

性格來用每一個人。比如說，同事是一個藍色性格的人，常常要收集各種訊息、各種

資料，做完整體的分析以後才做決定。當我要跟這樣的人合作時，我不會告訴他：「我

要結果！」他心裡肯定會想：「你要結果，你就等！因為我要分析以後才有結果。」

那麼該怎麼跟他說？我們可以說：「我知道你是一個懂得分析資訊的人，分析資料後

的結果一定有很大的價值。可不可以請你『盡快地』把這些訊息收集起來分析它？我

相信你如果在這方面讓我幫助你，或再找一個人幫助你，我們很快就能得到良好的分

析結果，很快可以做出決定。」所以我們需要從不同的角度切入，這樣人家才樂意幫

助我們的工作。

依賴身邊的人──與人互相依存的關係網

　　在人生的過程中，無論工作、生活、成長都有一個規律。第一個規律是人都有依

賴性，從出生到成長的過程中，我們必須依賴別人，才能夠生活。當我們是小孩時，

要靠父母親餵養；青少年時，十幾歲的我們最想做的事情卻是獨立；等我們要去讀大

學了，爸爸媽媽可能會說：「你自己要洗衣服，自己要照顧自己，還有好多事情你都

要自己去面對，我好擔心你。」父母的眼淚正在流，但我們心裡想的卻是：「好高興！

我要獨立了！你們再也管不到我啦！」但是當我們走過那些階段，到了自己成家以後，

什麼時候才開始覺得家庭有真正的快樂？是當我們的孩子返家、當親友回來、當夫妻

倆在一起的時候。家人同在一起時，才是家庭最快樂的時光。

　　像我這個年紀，我有孫女，我多麼高興跟孫女們在一起，能夠玩、能夠笑、能夠

談天。所以我們一定會從依賴走到獨立，然後走到相互依存，這是另一個規律。

　　今天在公司裡也是一樣，一個真正好的員工，必須擁有與人相互依存的良好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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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你的人脈

當一家公司有許多這樣的好員工時，才會有一個很強壯穩固的團隊，而這樣的團隊才

能完成他們被賦予的艱難任務。

影響身邊的人──不要小看你的影響力

　　我們在職場上的工作，包括了如何影響我們身邊的人、影響在我們之上的人。我

記得一個發生在我身上的真實故事。

　　有一天，我家的門鈴響了，站在門口的是一個在社區裡賣餅乾，也兼賣其他東西

的女童子軍。我說：「我可以為妳做什麼？」她說：「我在賣馬戲團的門票，我們城

裡現在有個馬戲團正在表演。」我說：「一張票多少錢？」她說：「25塊美金。」我說：
「太貴了！我這個年紀對馬戲團的表演沒什麼興趣了！」

　　我正要把門關起來時，她說：「先生，請等一下！」我再次把門打開。她說：「我

也有在賣巧克力棒。」我說：「多少錢呢？」「一塊美金。」我說：「這樣啊！那我

就買 5根吧。」然後就付給她 5塊錢美金。門一關，一轉身，我就糊塗了，心想：「我
為什麼買巧克力棒？我是糖尿病的患者啊！」她是怎麼影響我的？她先賣一張很貴的

門票，我拒絕了，然後她再賣一個很便宜的東西――我還好意思拒絕嗎？這個小童子

軍多聰明！她能夠影響別人。

　　今天我們必須要能影響別人，這在工作上是很重要的事。很多人問我：「我們如

何向上管理？我們怎麼管理老闆？」我們沒有辦法管理老闆，老闆的職位比我們高，

權力比我們大。我們惟一能做的是，我們能夠影響他。要影響一個人，第一個先決條

件是什麼？要有可信賴的品格。當他認為我們是可信賴的，我們就能對他產生影響力。

建立你的人脈──得到完全不同的機會

　　《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在 2015年做的一項報告，我覺得滿有意思。
報告中提到兩種人：第一種人，在公司裡常跟同事一起參與社交活動；第二種人則不

參與活動。大部分的東方人在公司裡都是第二種人，我們是沉默的一群，不大喜歡跟

人家東拉西扯的，我們有時候甚至覺得這樣比較清高。但是我們看看這兩種人的結果。

一個喜歡跟不同的人溝通社交的人，每增加與他人 10％的溝通機會，晉升的機會就增
加 10.4％。人際之間的關係會帶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叫做人脈。

　　我最早在芝加哥一家公司工作，同時也是美國食品協會（American Food Society）的
主席。我是學食品的，所以我幾乎都在食品業裡工作。原先我在美國有一個協會，是

由所有從事食品業的華人組成，會員約有六百多人。而美國另外有一個組織叫 Institute 
of Food Technology，這個協會很大，粗估有一萬五千人。我參與這個協會以後，在裡
面很活躍、認識了許多人，很多人也因此知道我們這個華人食品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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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成功必備的品格２

　　有一天我接到一通電話，從聯合國打來的。聯合國跟我有什麼關係？我問：「我

能夠為你做什麼？」他說：「我們從義大利的政府收到一筆捐款，是 230萬美金。義
大利政府指定這筆錢要給中國，幫助中國的食品工業。」因為，當時中國的食品工業

非常的落後。他說：「我們希望你們這個由華人組成的協會，把這筆錢帶到中國去開

發一個項目。」我說：「可以，沒問題！」我們的協會一起討論以後，決定在北京的

三里屯建立一個發酵研究中心，因為食品業有很多產品要靠發酵來完成。

　　做這個項目以後，我每一年要去中國一、兩趟。最後，可口可樂公司打電話給我，

問我：「我們聽說你在中國很活躍，可不可以請你到我們公司來，幫我們發展在中國

的業務？」那個時候可口可樂公司在中國的業務，每一年的增長高達 30%-70%，所以
我就去了。

　　因為人脈的關係，為我創造出完全不同的方向。所以我常常勉勵年輕人，千萬不

要每天都只是從家裡到辦公室，從辦公室又回到家裡面。我們一定要參與社交活動，

在其中可以得到很多的資訊，能夠幫助我們有一個完全不同的機會。

結語：注意不正確的心態

　　華人做事情的方法，常常是坐在位子上不動。我們很少離開自己的位置，我們很

少跟人家交談。所以我說東方人在品格的教育上，是劣勢的。為什麼？因為我們早一

代的原生家庭的教育，是教我們要沉默，教我們要謙讓，叫我們不要跟人家爭辯；是

告訴我們槍打出頭鳥、多忍讓、自掃門前雪，叫我們不要去管別人的事情……這都是

今天在職場上完全不正確的心態和做法，我們要特別注意。（整理╱吳俊德）

　　

信息默想 　　

　　

１.本文提到人的四種顏色品格，你覺得自己屬於哪一種？請彼此分享和討論。
２.你知道身邊的同事對你的評價如何嗎？你是否與他們有相互依存的關係？為什麼？
３.作者因著人脈關係，開啟了不同的職涯發展。你覺得可以如何建立自己的人脈？

禱讀經文

　　

以弗所書四章 1-3節
1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2凡事謙虛、

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3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

的心。

箴言十八章 24節
濫交朋友的，自取敗壞；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親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