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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詩歌

永遠敬拜　　　　　　　　　　　

靈修經文

馬太福音七章 12節
所以，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因為這就是律

法和先知的道理。

歌羅西書三章 13節
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

也要怎樣饒恕人。

傳道書四章 9節
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因為二人勞碌同得美好的果效。

　　

主題信息

　　據統計，大學生對未來職場最關心的問題，第一，如何能夠順利找到心中理想的

工作？第二，如何才能在工作上盡快得心應手？第三，工作內涵與在學校所學沒什麼

關聯，怎麼辦？第四，職場上要如何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最後，我們會有足夠的時

間做好工作嗎？我們很忙，現在就很忙，會有時間嗎？我要回答這幾個問題，幫助大

家順利地進入職場，並且能在現在的職場中適應得更好。

如何順利找到理想的工作？

　　學校的成績，在過去是滿重要的。但在今天，學校成績已經不那麼重要。尤其是

在高科技工作與服務業，成績與被雇用的關係不是很直接。所以剛進職場的人可能會

很沮喪，因為發現自己在大學四年所學到的東西根本就沒什麼用。究竟哪些才是我們

在職場所需要的基本技巧？

進入職場前必須知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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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面談技巧，我們能跟老闆、顧客在一起談天，是有技巧的。有些人說：「我

性格很急、很直爽，希望我講的話不要傷害到你。」講這種話的人，已經傷害到別人

了。我跟大家分享一個自己的經驗。在大學時我參加了校園團契，給我相當大的幫助，

因為我開始學會在眾人面前報告、講一些話。剛開始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講，到後來越

講越精彩，大家都喜歡聽我講。所以，口才是可以學習和操練的。

　　回答問題也需要技巧，回答得好可以讓別人知道你理解他的問題，才能延續對話

溝通的時間。如果你跟顧客能夠延續對話約十分鐘，基本上把產品賣掉的或然率，會

從 20%提升到 40%；如果能延續超過十分鐘，賣出產品的或然率就高達 75%。回答別
人問題的時候有很多技巧，可以藉著回答別人的問題展現自己的優勢。

　　有一次我面試一個年輕人，我問他家裡有沒有兄弟姊妹。這個年輕人的回答我永

遠都不會忘記，他說：「我有兩個弟弟、一個妹妹。我的兩個弟弟都很皮，我的妹妹

很乖，兩個弟弟常常欺負妹妹。所以我學會告訴他們男孩子該怎麼樣幫助女孩子、怎

麼和女孩子相處。我告訴妹妹，當哥哥欺負妳的時候要如何處理中間的衝突。」他在

告訴我什麼？他在告訴我一個很基礎的技術――解決衝突。回答問題為什麼很重要？

回答問題時我們能夠表現出自己的優勢。藉著我們和人的溝通，可以傳遞很多訊息，

所以回答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技術。

　　另外，我們要能表現自己的優勢。華人有一個缺點，當我們有一些優勢，別人稱

讚我們時，通常我們都回答：「沒有啦」、「我不會啦」、「我很差的」。這是虛偽，

聽到別人稱讚我們，我們回答：「是的，謝謝。」就可以了。表達優勢不是驕傲，因

為那是事實，如果不是事實而是假冒為善的話，那是虛偽。但如果是事實，就該承認

自己有這樣的優點。任何優勢都可以成長，我們要學會把自己的優勢最大化，擴大我

們自己的強項。

如何盡快在工作上得心應手？

　　在職場上當菜鳥，跟在別的地方很不一樣。如果今天公司要雇一個高階管理人員

（比如首席營運長，COO / Chief of Operating Officer），我們要知道他所有的經歷：他在前
公司有沒有不法行為？在倫理上是不是非常守法？以及，我們要知道他的品格如何，

還有他過去的經歷必須具備管理公司的能力。然而，剛從學校畢業進到職場的人沒有

任何經歷，只能靠著證明自己的能力在工作上穩定下來；品格就成為其次的考量。

　　我以自己為例。我在學校主修化學，後來做管理的工作，最後我到市場上作營銷

副總裁。市場營銷跟化學、管理是三個不同的世界。當我做市場營銷的時候，我跟自

己說，公司給了我這樣的機會非常難得，所以我要努力學習。

　　可口可樂公司的產品，根本就沒有什麼奧祕，它真正的奧祕在其市場經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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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把產品包裝、廣告做到一個地步，人看到這些廣告畫面，心裡就會想：「我要喝這

個飲料！」一個公司的市場能夠做到這個地步，裡面的東西是非常奧祕的。比如可口

可樂公司研究男性走到超市裡，是往左走，還是往右走？女性是往左走，還是往右走？

都有不同趨向。當我們能夠掌握消費者心態的時候，才知道貨架空間該怎麼擺放，這

叫「貨架陳設」。

　　當我在可口可樂工作時，我跟自己說，有這樣好的機會，我一定要在六個月內學

會所有市場營銷的技巧和知識。所以我每週都到超市、便利商店看人怎麼買飲料，真

的讓我學到很多。有一天我看到一個小孩走進商店，他拿了一罐藍色包裝的飲料（別家

公司的飲料）就走了。我問他：「你為什麼選那個藍色的飲料，卻不選紅色的飲料？」「我

喜歡藍色飲料包裝上的那個明星。」這一句話點醒我，我們的包裝還是用傳統的包裝，

別人卻把明星擺在包裝上。

學校與職場的落差

　　學校裡學的東西跟我們工作的內涵無法接上，這是一個很大的現實問題，而且是

不可避免的。這不應該成為你焦慮的事，因為每個人都會面臨這個狀況，重點反而是

我們該如何處理？第一，學習謙卑的態度。不管你是什麼學校畢業都要謙虛，因為你

還是個菜鳥，若你進到公司裡說我是什麼學校畢業、是學電子工程還是物理、我的 IQ
有多高……，那又怎樣？你要謙卑，謙虛的人才能讓人喜歡和你一起工作。

　　工作上你所知道的事，別人不一定在乎！不要炫耀自已的證書、專業，應該謙虛。

在學校裡學的專業，之後到公司裡真正能夠用到的，其實少之又少。在學校裡應該多

花時間去學溝通的能力、解決衝突的能力，學怎麼負責任、怎麼積極主動、怎麼提高

EQ……這樣你所得到的成果，會遠遠大過於在物理學、電子學拿到 A的成績。

　　我不是學工的，所以面對電腦時常常像個文盲。我在管理公司時，電腦一有問題

我都會打電話請教電腦部經理。有一天我的電腦又有狀況，他第一句話竟然是說：「這

個問題很簡單啦！」這個人聰不聰明、機不機警，從這裡就可以看出來了。如果他說：

「這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他就不會傷我的自尊心。他說這個問題很簡單，意思就

是說我很笨！做人處事的道理就在於，也許我們在某些事上知道很多，但我們跟不懂

的人打交道時，怎麼樣才不會傷到對方的自尊心，還能把問題解決，而且讓人很喜歡我；

這才是最重要的事。

建立良性互動的職場人際關係

　　在會議中不講話的人經常會被忽略，所以我勸大家學會在會議中發言。沒有什麼

蠢問題，只有不敢問的問題，所以我們要訓練自己發言的勇氣。譬如別人講了一些東

西，我們可以沿著人家講的再延伸問一些問題，這樣通常不會出大錯。問問題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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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挑戰人「對」或「錯」，而是問一些開放性的問題，像是：「可不可以請你再解

釋一下，再多說一點」、「為什麼你的想法是這樣，而不是那樣？（「那樣」是我們自

己的想法）」。我們可以用一些技巧，表達自己的想法。

　　另外，在公司裡面盡量說正向樂觀、有建設性，而不是毀滅性的話，不要說人糟

糕或負面的論斷。喜歡抱怨的人是最令人討厭的人！我自己管理企業，如果看到一些

人抱怨一些公司的事或人的事，我一定請他走。因為這種人就是個麻煩製造者，是造

成許多問題的人。

　　良好的人際關係還有一個祕訣，就是要和人建立信任的關係。要建立彼此信任的

關係，首先給人的第一印象一定要好，千萬不要讓人覺得我們很怪、很壓抑、不快樂。

大部分東方人都有這個問題。我曾經請一個非裔美國人當祕書，他來了兩個禮拜後問

我：「所有事情都好嗎？」我說：「很好，沒有什麼事。」過了兩個禮拜，他又問我

一切都好嗎？我說一切都好。等他第三次問我，我回問他：「你為什麼一直這樣問我？」

他說：「You look sad.」（你看起來很悲傷）我到鏡子前看，我真的看起來很悲傷，因為
我都不笑！我們在學校時就要練習笑。笑可以給人好印象，最起碼「伸手不打笑臉人」。

　　第一印象為什麼重要？有第一印象之後，別人就開始探索，證明他對我們的印象

是正確的。如果別人發現我們好像比較被動、負面，沒那麼樂觀，這樣的印象一旦形成，

就很難再翻轉他對我們的既定印象；尤其如果對方是老闆，就更難了。所以在學校裡

盡量學會積極正向、樂觀、開放性的思考，不管別人的想法多負面，我們仍然要保持

比較正面的看法。

　　接下來，我們要快速地學習，一定要快速，因為現在的速度都非常地快。

結語：學生時期就培養品格、累積實力

　　成功與快樂的職場生活絕對不容易，很多人因此延畢，但遲早我們都要面對現實

的工作和社會。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職場是讓我們更加成熟、蛻變、成長的地方。

我以前性格很害羞，但不斷鍛鍊後，現在可以在新加坡、亞太地區向做直銷的人演講。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性格是可以改變的，沒有事情是不能改變的。尤其是一些基本的

技術、技巧，都是可以學習的。因此在學校裡不要浪費時間玩樂，而要認真學習對職

場有用的技巧，重要的是把品格樹立起來。等你進到職場，不論職場怎麼變化，你都

能平靜安穩地處理、面對。（整理╱吳俊德）

問題討論

１. 面對職場，你最大的問題是什麼？今天的信息給你什麼啟發或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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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職場必備的一些基本技巧，你具備了嗎？你覺得自己最擅長的是什麼？最不懂的又

是什麼？

３. 關於品格，你覺得自己是否已經具備足夠好的品格？為什麼？信仰對你的品格有什

麼幫助嗎？

禱讀經文

　　

歌羅西書三章 12-13、16-17節
12所以，你們既是上帝的選民，聖潔蒙愛的人，就要存（原文是穿；下同）憐憫、

恩慈、謙虛、溫柔、忍耐的心。13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

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16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

督的道理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裡（或譯：當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裡，以各樣的

智慧），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上帝。
17無論做什麼，或說話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穌的名，藉著祂感謝父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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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詩歌

耶穌基督　　　　　　　　　　　

靈修經文

羅馬書十二章 14-15節
14逼迫你們的，要給他們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詛。15與喜樂的人要同樂；與

哀哭的人要同哭。

　　

主題信息

　　學校、職場以及商場，有什麼差別？它們之間的差別相當大。如果我們搞不清楚

狀況，以為在職場跟在學校一樣，肯定會吃虧，創業也肯定失敗。最大的問題是，失

敗了也搞不清楚自己怎麼失敗的。所以，我們一定要清楚這其中的差別。

學校、職場與商場的差別

　　首先，在學校學生基本上是自我管理，自己管自己，老師也不管我們。你能不能

夠管理自己？若是不管理自己，我們很可能睡到早上十點鐘、十一點鐘，甚至中午

十二點才起床！一早上不上課也沒人管我們。而職場呢？基本上是個人和團隊的綜合

表現。自己表現要好，再加上所在的團隊好，這兩項加總在一起，才能有凸出的表現。

個人要好，在團隊裡表現又要好，一定要有相當的自律性。一個人在團隊裡如果沒有

相當的自律性，開會遲到、該做的事沒做……這個團隊肯定出問題。

　　在商場上，除了個人自律與內部團隊的表現之外，還有「協同效應」。什麼是「協

同效應」？商場上有很多環節是跟公司以外的人有關的，譬如我們開一間店，有供應

商、顧客，這些都在整體的形象裡。所以我們必須考慮：供應商的服務品質好不好？

顧客滿不滿意（所以我們必須知道顧客的回饋是什麼）？這些東西加總在一起，都會影響

公司的業務。

完勝職場祕訣

職場上得勝的人際關係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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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在職場上待人處事要面面俱到，而且要能把軟體和硬體的技術綜合在一起；

否則，我們在公司就沒辦法處理很多工作。到商場，還要隨機掌握市場的變化，因為

市場的局況瞬息萬變，需要很多機制來管理企業。而且商場還有資本投入、投資者的

問題，所以，我們也必須要考慮怎麼樣才能夠幫助到企業，盡快地回收投資成本；這

都是很大的挑戰。而在學校裡努力地念書、考試，就可以算是一個好學生。但在職場上，

光努力是不夠的，我們更要有一個正確做事和做人的態度。

　　再者，從學校跨進職場有一道相當大的鴻溝，有很大的落差，因為學校的教學方

式到目前為止仍然著重在教授／老師的灌輸。所謂教授／老師的灌輸，是他們把自己

的經驗和學識教給學生，而學生所會的、所得到的，不會超過教授／老師知道的。尤

其再加上現在的大學考試，經常是以老師所教的東西為準，我們所學的就更受侷限。

　　今天在公司裡所需要的是知識的衝撞（Collision of Knowledge），知識衝撞就能創造
更多新的知識，創造更高的價值。我們如果想在職場上真正具備高價值，我們要學會

用自己擁有的知識和訊息和別人碰撞。跟別人碰撞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別人可能會

挑戰我們，也可能會拒絕我們。這種情況下，我們有沒有足夠的心胸來面對？有沒有

足夠的技巧能跟人討論？有沒有足夠的專業把別人的東西整合起來，變成一個新的想

法？如果我們有這些能力，就是一個非常高價值的員工。

面對複雜化的人際關係

　　最後，學校裡人與人的關係非常單純，就是教授跟學生之間。但是進入職場後，

人際關係就變成多面向。你跟老闆之間的關係不僅是你跟老闆之間的關係，因為很可

能你老闆的老闆也參與在其中做決策，他有很大的權力決定你將來事業的發展，所以

人際的關係變得很複雜。

　　另一個造成職場人際關係複雜的原因，是同事。同事很重要，很多時候老闆想要

知道我們是個怎樣的人，他會去問我們的同事，不會直接問本人。當同事說：「這個

人相處很不錯，他的為人……」，同事可以幫助我們，也可以不幫助我們，甚至反對

我們，所以在職場上就會有相對複雜的人際關係。

　　第三個造成人際關係複雜的因素就是競爭、政治的問題，這會把職場上的人際關

係變得非常的複雜。如果我們沒有具備基本能力，比如「EQ」，當我們沒有同理心、
也無法認知到自己的短處和強項時，就會碰到許多瓶頸。職場有直接的利益關係，當

我們賺錢的時候，就可以拿到紅利和獎金，所以利益衝突非常的直接。我希望大家明

白，從學校進入職場和商場時，你所面臨的環境將不再像是學校那麼單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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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入職場預備自己

１.塑造你的品格
　　在今天的職場上，真正的能力、真正的優勢是從你的「品格」整體性地呈現出來。

當品格加上知識和技術，力量就非常非常大。這是什麼意思？講一個比較簡單的比喻。

如果我們有積極主動、非常負責任的品格，再加上能力和知識，我們所做的事情就會

變得非常地好。有些人做事能力普通，另外有些人做得還可以，而我們做的事情因為

負責任和積極主動，變成非常好；這中間就造成了差異性。

　　如果我們要真正準備好進入職場，最重要的事情是在學生階段就塑造品格，並且

塑造基本的能力、技術、知識。這些準備好以後，我們就可以進入職場，發揮作用。

學生時期是建造基本品格、素質和能力最重要的時期。在大學裡，很多人交朋友、談

戀愛、玩網路遊戲，但我不覺得這些是重要的事情。如果我們把很多時間花在這些事

上，我們所得到的回報不會很高。

２.提升你的 EQ
　　很多人都認為自己的 IQ很高、很聰明，等到 16、17歲才發現自己原來不夠聰明！
到那時，我們只能怪兩個人：爸爸和媽媽，因為是遺傳。但 EQ可以學習，EQ幫助人
認知自己、有同理心、能調控自己的情緒、認識別人的情緒、能激勵人，這些都能使

人願意靠近我們、跟我們做朋友，所以 EQ在工作上很重要。

　　哈佛大學規定所有MBA的學生都必須修 EQ的課程。EQ是什麼？心理學家丹尼
爾‧高曼（Daniel Goleman，哈佛大學心理學博士）曾對 EQ提出五個層面的探討。

❶自我認知（自己的情緒）
最上面一層是自我認知。現在究竟有多少年輕人，真正地能夠認知到自己的問題、

強項、短處，以及該如何面對和調整自己的情緒？有很多 EQ低的人根本不知道
自己的情緒在變化（心跳已經提高、血液速度已經加快），於是他們很難調控、管

理自己的情緒，就常常在人際關係中發生衝突和問題。所以很多 EQ低的人明明
在生氣，卻偏偏說：「我哪有生氣？」

❷調控自己情緒的能力
因為認知到自己的情緒，就能調控自己的情緒。請注意！ EQ沒有叫我們不要有
負面情緒，任何情緒都有正面和負面的意義。如果沒有「悲傷」的心情，詩人就

不會寫傷春悲秋的唐詩三百首；而「恐懼」讓我們警惕，不致犯下大錯。所以任

何情緒都有正反兩面，不見得完全不好。當我們有情緒的時候，要知道自己正處

在什麼情緒，我們才知道如何控制情緒。有時候生氣是好的，因為可以告訴別人：

「你已經踩到我的底線。」我們的情緒是可以自己來調控及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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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了解別人情緒的能力
有一次我在飛機上，坐我隔壁的年輕人把報紙攤開，就逼得我也必須看報紙。我

跟他說：「年輕人，能不能把報紙摺半，我不想看你的報紙。」他就把它摺起來，

過了十分鐘又打開，所以我在飛機上一半的時間還是在看報紙。EQ低的人也不
會想到別人，只想到自己，在很多行為上是沒有意識的。若我們不只了解自己的

情緒，也了解別人的情緒，我們會知道對方可能正處在一個難過的狀態，就可以

安慰、幫助他，不會再去刺激他。這樣我們就可以交到一些很好、很親近的朋友。

❹激勵的能力
怎麼激勵？答案是動機（Motivation）與啟發（Inspiration）。動機和啟發分二種：
外在和內在。99%的成功人士都是能從內在自我激勵的人，當走到非常艱難的
地步時，他們可以自己激勵自己，重新從人生的低谷走出來。但現今的基督徒不

同，因為我們擁有最有力量的內在激勵――藉由創造萬物的上帝幫助我們、勉勵

我們，我們可以把憂傷、焦慮卸在祂腳前，並且在祂的帶領下度過人生最艱難的

處境。外在激勵（External Motivation）是有侷限的，它所維持的時間非常短暫。講
一個比喻：如果老闆給你加薪，那個加薪的激勵可以維持多久？你相不相信加薪

後的一個禮拜你就會問：「下一次加薪是什麼時候？」但自我激勵可以隨時激勵

自己。

❺維繫融洽人際關係的能力
維繫融洽的人際關係，這是職場上最大的挑戰。在職場上的社交很重要，但今天

大部分的社交是透過 Facebook、Twitter，這已經走樣了！社群媒體上的每一個人
都在炫耀自己的生活，已經失去了社交的作用。真正的社群媒體，是能藉著媒體

知道彼此生活的處境、碰到的困難，彼此幫助，才真正有價值。高 EQ能幫助我
們與人相處，理解別人的情況，使我們有同理心而能換位思考，知道別人處在什

麼狀況之下。不是同情心，而是同理心。在公司裡想和人合作，同理心扮演了非

常重要的角色。

我在上海時，曾在公園看到一個爸爸帶著五歲的小孩在練習騎腳踏車。孩子一騎

就摔跤，爸爸連忙說：「起來繼續練，練得很好。」我想說這個爸爸很不錯，很

會鼓勵人。不過接下來孩子摔得很重，膝蓋已經有一點流血了。你猜爸爸說什麼？

他說：「不痛的，起來再練。」這個爸爸真的沒有同理心，因為都流血了。如果

我是爸爸，你猜我會怎麼做？我一定跪下來保持和孩子同樣的高度，對他說：「你

的膝蓋流血一定會痛的。哭吧，你可以哭的。」這就是同理心。有同理心的人願

意離開自己的位置，和人同等高度、講同樣的話，而不是訓誡對方。

結語：改變心態，是進入職場的首要事項

　　我要再次強調，學校與職場是完全不同的處境，想要以同樣的心態、方式在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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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肯定行不通。我們必須在學校時就先預備好自己的品格，增進自己的 EQ，去面
對複雜、瞬息萬變的職場。這樣當我們進入職場，才不會無法適應，也不至於在職場

失敗了，還搞不清楚自己到底為什麼會失敗。（整理╱吳俊德）

問題討論 　　

　　

１.透過今天的信息，你知道職場與學校的差別在哪嗎？你覺得自己可以如何準備進入
職場，或更好地在職場工作？

２.你通常都用什麼方式自我激勵？基督信仰是如何幫助你面對生活中的難處？
３.你覺得自己的 EQ高嗎？為什麼？如何才能提升自己的 EQ？

禱讀經文

　　

彼得前書三章 8-12節
8總而言之，你們都要同心，彼此體恤，相愛如弟兄，存慈憐謙卑的心。9不以惡

報惡，以辱罵還辱罵，倒要祝福；因你們是為此蒙召，好叫你們承受福氣。10因

為經上說：人若愛生命，願享美福，須要禁止舌頭不出惡言，嘴唇不說詭詐的話；
11也要離惡行善，尋求和睦，一心追趕。12因為，主的眼看顧義人；主的耳聽他

們的祈禱。惟有行惡的人，主向他們變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