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聖潔的國度，是屬 神的子民，
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彼得前書2:9

我的職場
主的榮耀
工作是一種呼召，
為了回應及參與神對失喪世界救贖的計劃！

2017

仲秋版
社會領袖事工特刊

劉淑貞

林曉君

Heart for Leaders!

YOU CAN DO IT,

WE CAN HELP!
黃思賢（台灣 LeaderImpact 事工主任）
不斷去造就門徒的倍增領袖。我

大使命無法完成，如果這一

們對這些有潛力成為倍增者的

整個群體沒有被耶穌基督得著。

職場領袖和弟兄姊妹說：“You

這個群體很大，非常多元，

can do it, we can help！”

有許多不同需要，是一個很大的
挑戰。這群體就在我們的身邊，

LeaderImpact建造倍增門徒

它被稱為「職場」。如果沒有得

的運動，是由職場領袖來領導，

到職場裡頭千萬的靈魂，大使命

同工來支持。現在我們開始用各

就無法完成。

樣的策略來接觸職場人，透過：

這個面對巨大、快速變化

「禱告，關懷，分享」、個人談

的族群，需要你我更多的關注，

道、職場部落客餐會、婚姻的藝

因為耶穌基督愛世上的每一人，

術研習會、預約幸福工作坊等。

不管是基層的員工，或是人眼中

我們會有機會分享福音，也透過

「成功的」領袖，因為祂眼中的
這些領袖和一般人一樣，是失喪

LeaderImpact事工主任
黃思賢夫婦

這些策略來找到願意加入小組的
職場人，這些小組我們稱為：

的，是困苦流離、沒有牧人的羊。很多時候這些「成

「職場倍增小組」。因為我們有很清楚的小組目標，

功的」職場領袖一樣會覺得生活充滿壓力，沒有朋

不是只成為內聚型的造就小組，而是由當中的個人或

友，即便有人人稱羨的物質享受，仍舊感到孤單和空

是整個小組去建立其他新的小組。這一年半來，我們

虛。但另一方面，我們是否也相信神讓當中一些人很

開始陪伴一群職場領袖逐步往前，也看見有人開始帶

有才幹與恩賜，是為了有一天當神得著他們，這些人

領自己的職場小組，這些小組有成熟的基督徒，有初

便會如掃羅蛻變成保羅那樣，為神大大使用？

信者，甚至有慕道的或是非基督徒。我們期待看到，

對 LeaderImpact 的一個簡單描述就是，我們在
面對這職場事工的需要上，我們提供管道與資源給現

這些小組不斷地接觸更多周圍的辦公室、大樓，並不
斷地由這些職場領袖開展新的「職場倍增小組」。

在的領袖，讓他們在職場上服事他們的同儕。因為我

LeaderImpact的價值宣言，是要幫助職場領袖們

們確實看到，許多職場上的領袖早已接受各樣的訓練

發現個人對神的信靠，能與個人的專業和生命產生極

與裝備，一旦看到參與這屬靈運動的價值，他們會為

密切的關聯。我們希望未來在台灣的每個城市，都有

主大大發揮影響力。感謝神，學園傳道會從神領受了

許多基督徒職場領袖在那裡，充分地活出他們為神所

「建造倍增門徒，協助完成大使命」的策略，使我們

造的目的，使得大使命可以早日完成。

更聚焦在：建造一群忠心並將生命主權完全交給主，

(本文刊頭照片由George Cheng提供使用）

Why Leaders? 1

一個咖啡種植商
的故事

Nathan Hildebrandt

（全球 LeaderImpact 領導團隊負責人）
是我需要的。」我對傑夫說，今晚你是來對了！
講員分享得很精彩，談到領導力、品格，並在結
束前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以及耶穌基督如何幫助他活出
這樣的生命。在填寫意見表的時候，我看見傑夫在上面
打了一個大大的勾，表明他邀請耶穌進入他的心中。
Nathan & Judy Hildebrandt 夫婦

結束前，傑夫邀請我們到他的辦公室，向他的經

2008年，我受邀前往中南美洲國家薩爾瓦多，在

營團隊分享相同的信息。兩天後，這位講員前往向傑夫

那裡我有機會和一些高階主管、政府官員和教會領袖會

的33人管理團隊分享，當天有21人禱告接受基督。後

面。我得知薩爾瓦多的基督徒比率，從1980年代的1%

來，傑夫加入我們特別為那些領袖所組的小組，每週一

成長到2008年的40%，但犯罪率同時也增長到40%。

次他們談論關於領導力，以及學習如何連結信仰與他們

這讓我非常驚訝。原來薩爾瓦多的教會主要集中在全

的專業和個人生活！

國80%的窮人當中，但全國大部分資源與決策權卻集

六個月後，我又帶了一群加拿大基督徒領袖回到

中在15%的中產階級，和5%的上流社會人士手裡。教

薩爾瓦多，我才知道傑夫原來是整個中美洲最大的咖啡

會領袖相信唯有這20%的人被主得著，犯罪率才能得到

種植商。

改善。可是因為教會很難接觸這群人，所以希望透過
LeaderImpact來協助接觸他們。

當週的星期三清晨7點我參加了傑夫出席的小組，
地點在某政府官員的辦公室裡，當中的13位組員都與傑

那時我告訴市長，二個月後我會帶一些加拿大職

夫一樣信主半年左右。在小組進行到一半時，傑夫站起

場領袖回來，我們想為這國家前100名的重要人士舉辦

來說：「六個月前我成為跟隨耶穌基督的人。祂改變了

「領袖影響力論壇」，我們提供很好的領導力講座，同

我的生命，我想和大家分享發生了什麼事。我雇用了一

時也會分享成為好領袖所應需具備的能力與品格。因為

位基督徒醫生來照顧我的咖啡種植工人。這位醫生白天

我們相信能活出這種生命的力量是源自於個人與耶穌基

關顧這些工人的醫療與健康，但不只這樣。」他繼續說

督的關係。我說：「市長你的工作是邀請這100位重要

道：「我還買了一套電影放映機與耶穌傳影片，到了晚

人士前來，我則是把能提供這些幫助的商人帶來。」

上，這位醫生便架設螢幕，放映耶穌傳給工人們看。」

兩個月後，有53人出席在該城最好的飯店舉行的

接著他從公事包裡拿出當天的報紙，斗大標題寫

「領袖影響力論壇」，都是從那100 個名單中邀來的。

著：「6人命喪黑幫」，頭版還刊登了好幾張屍首的照

晚宴進行到一半，一位又高又帥的男士突然打開宴會廳

片。這對當地人已是司空見慣的事，但傑夫接著說：

的門走進來。我過去與他握手，他自稱傑夫，並拿出一

「看看我們國家今天的處境，在座的各位都是這國家的

份這論壇的宣傳單張，說：「我在找這個。」

領袖，我們可以做什麼來改變我們的國家呢？」

於是我請他同坐，傑夫打開單張說：「我看到單

我再次經歷得著領袖的重要性。我不認為上帝會

張說這裡有關於領導力方面的講座，我手下有5000名

偏愛那些領袖，但無論如何，上帝呼召我們要得著世上

員工，我覺得自己有需要學習成為更好的領袖。」接著

許多像傑夫這樣的領袖來歸向祂！因為如果你得著一個

他說：「單張裡也提到如何使屬靈生活更有意義，這也

領袖，你可以改變一個社區，甚至能轉化一個國家。

Why Leaders? 2

在職場做門徒
江之豪（綠野國際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
2004年我加入綠野國際建築

同事開始願意來找我，當他們找我

我雖然想要愛弟兄，可是我做的讓

師事務所成為建築師，現在是公司

時，我就有機會與他們分享「四個

他們感受得到嗎？因此隔天早上我

的負責人。

屬靈的定律」、「耶穌愛你」，也

在例行的公司會議後，鼓起勇氣宣

因此有人接受了福音。

布雖然公司的禱告會一直為公司和

但在2011年我經歷了女兒過
世，妻子離開，父親病危，甚至公

後來我開始找兩位基督徒同

同事們禱告，但是我實際做的卻是

司合夥人也要拆夥，那時候覺得原

事在公司裡成立禱告會。 當我們

用生氣來恐嚇他們，讓他們無法在

本成功的人生拼圖，散落成為碎

一起禱告，就開始經歷神與公司同

工作中愉快地追求自己和公司的成

片，再也拼不回來。當時曾經有過

在的恩典。為業務禱告，隔天就有

長，而變成不甘願地為金錢工作，

要自殺的念頭，可是看到人生雖然

業主打電話來，為財務禱告，每個

我把難當的軛加在他們身上，這不

灰暗，回顧自己的生命，凡是跟神

月的現金都及時到位，連公司未信

是我經營公司的目的，於是我向他

有關的經歷都是好的，這鼓勵我重

主的會計都覺得稀奇。有一次同事

們當眾道歉，道歉完我一個個提名

新追求神，重新將公司交在神的手

有難處不敢說，當時我就一直覺得

為他們祝福。他們雖然什麼話也沒

裡。那時候我決定公司重新開始，

心中怪怪的，到處詢問才發覺，因

說，我心裡想他們是不是嚇呆了，

邀請牧師來舉辦祝福禮拜，我也在

此可以主動協助同事解決生活的困

或者心想老闆大概瘋了，可是後來

同事面前宣告讓神做老闆，我們要

難。有一年禱告同伴建議舉辦小天

公司的氣氛大大改變，所有人自動

用神的方法做管家。

使遊戲，配合感恩節舉辦聚餐活

自發努力工作。我也學到經營公司

受裝備以後，開始想在公司

動，想不到這個活動讓公司同事開

要用神的方法，不要用自己的方

和社區舉辦聖誕午會，這時才發覺

始主動關心人，也改變公司的氛

法。

平時沒有真正關心同事，只是要求

圍，成為更主動合作的團隊。

後來有一天，當我一個人坐

別人，甚至常發脾氣，根本沒辦法

有一次公司忙碌地籌備參加

在公司祭壇前思想神對公司的心意

傳福音。這讓我開始思考如何在老

一個重要的設計競賽，以致我壓力

時，突然有一個感動，便在牆上寫

闆的角色上，以僕人的態度來服事

非常大。在公司的內部檢討會議，

下公司的使命宣言：「公司的異

人，學習如何愛同事和關懷人。這

我忍不住大發脾氣，弄得公司氣氛

象：第一，要用專業轉化社會，

對於原本嚴肅理智的我是困難的，

非常低潮，我也覺得這樣處理不

第二，要成為喜樂的服務團隊，第

但是當我態度轉變後，同事工作或

好。當天下午在公司的禱告會，我

三，要追求每個人的成長。」寫完

生活有困難我可以私下關心，因此

來到神面前為公司禱告時，神光照

我自己也覺得很稀奇，這樣的公司

目標，沒有在講獲利，沒有在講一
般人定義的成功，而是定睛在神的
旨意上，這樣對工作的期許，是我
過去寫不出來的。

連 結 世 界 的 職 場 運 動

2017年哥倫比亞卡利市

感謝神，給我這樣一個學習
在職場做門徒的過程。最近聽到離

2017年3月11日，

職的禱告會同事說，當他到了新公

18位加拿大職場領袖前

司後，開始在公司做一樣的事─找

往哥倫比亞卡利市進行

人一起禱告，結果成立了8人的小

「全球交流」的服事。這

組聚會。感謝神，不知不覺地帶領

支隊伍主要由加拿大中部

了同事們一起成長、倍增，並且同

省份組成，都具有不同職

事們做得比我更好。

業與領導的背景，其中

現在的我期望在公司推展基

有12人是很積極參與在

督的企業文化，希望持續在職場中

LeaderImpact事工，常接

推動個人和公司的改變，藉此達成

受訓練與擔任講員。

神對公司旨意，完成公司的異象。

在卡利市期間，總共和哥倫比亞的職場領袖合作舉辦了53場講座，分

我學到了要轉化世界，要從自己的

別由這18位的領袖成員來分享他們在職場、領導力與成功方面的原則 ; 但更

職場做起。

多分享的是他們如何將對耶穌基督的信靠，與他們個人生命與專業結合。共
有1440位哥倫比亞的領袖聽到福音的信息，有437人禱告接受基督或是願意
繼續加入LeaderImpact的職場小組。

加拿大智利域市 (Chilliwack)
第一次的 LeaderImpact 論壇
2017年1月25日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省智利域市首次舉辦
LeaderImpact 論壇，報名參與的情況非常踴躍。論壇的主要講員是約
翰尼特 (John Neate)，他是JJ Bean咖啡烘焙商的老闆（JJ Bean Coffee
Roasters）。
JJ Bean 自2008年起，每年都獲票選為溫哥華地區最佳連鎖咖啡
店，目前在溫哥華有18間分店，並即將在多倫多再開3間，並考慮未
來在全加拿大展店。約翰分享的題目是：「絕不要獨力領導」(‘Never
Lead Alone’)。他談到好的團隊領導如何為他的事業帶來成功 ;

但他

分享最重要的核心是投資時間給人使他能成功領導。另外他用愛、關
懷和尊重來對待員工和顧客，並鼓勵店長和領袖不只做到法律規範而已，還要為員工與顧客多走一里路，成為每一個
人的祝福！他以個人與神的關係作為分享的結束，他回想到當他認知到無法靠自己成為理想中的我時，他發現自己需
要被改變。這個想改變的原動力是來自與神建立關係的那一刻開始的。約翰的分享得到與會者很好的回應。

For His Glory! 1

一顆願做的心
劉俊鴻（104人力銀行獵才顧問處經理）
我的工作是幫企業媒和工作的人才，簡稱獵才顧

完，人就出現了。

問，所以有機會接觸到很多人。為了要扮演好這個媒

那時我去拜訪公司附近的客戶，我知道客戶窗口

介的角色，我常需要配合人才的時間進行面談或企業

是基督徒，談話到一半，不知怎麼的，話題變成一直

拜訪，所以工作非常忙碌。之前有弟兄問我：「俊鴻

環繞在我很想成立「職場祭壇」，對方馬上說：「太

你工作不忙嗎？為何還要服事這麼多？」我回答說：

好了，原本我們公司也有辦公室小組，但因人事異動

「就像保羅所說的，我們要『竭力』多做主工。」

剛解散，我可以到你那邊聚會嗎？」，就這樣我們開

我竭力了嗎？這是我常問自己的。我常想人的生

始了小組。每週二中午1個多小時的聚會，透過【關

命有一半以上都在職場裡，如果不在職場傳福音，退休

懷-查經-彼此禱告】也吸引了慕道友來參加，並且有

後反倒沒機會了。現在的工作可以接觸到人才，豈不是

來自不同公司的人，人數也越來越多，從原本的1~2

最好的機會嗎？感謝主給我不同的眼光，當我忙碌的接

位到現在穩定的7-8位，當中亦有慕道友受洗成為主

洽企業與人才碰面時，常常讓我有傳福音的機會。

內姊妹。這小組特別的地方是，因為大家來自不同的

參加LeaderImpact職場小組讓我透過很多課程得

公司所以會有更多不同的看見，但我覺得吸引大家唯

到建造，如：戳破你的泡泡、婚姻的藝術、理財有道

一相同的理由是：「對神話語的渴望，對活水泉源的

等，也學到【禱告-關懷-分享】的重要性，於是便實

盼望」。因為在職場中，有太多的尋求與渴望，有太

際運用在工作上。當時有一位同事要離職，我心裡覺

多的惶恐與不安，藉由神的話語，才得以讓人明瞭真

得該跟他分享福音，就開始每週為他禱告，關心他所

理，瞭解自己內心深處的渴望。

遇到的難處與問題，經過一段時間的陪伴與交流，我

面對職場宣教的服事，在辦公室小組當中，或是

邀請他參加職場部落客餐會，也邀請他加入職場小

關心人才的過程裡，我也曾膽怯、也曾懷疑自己是否

組。我看到他生命的轉變，並因著神的動工接受了耶

有辦法，有能力為主所用？因為我是這麼的不足，聖

穌。我也因著傳福音更體驗到神的真實，不只是那位

經讀得也不熟，怎麼能傳講神的話呢？當我這樣想，

同事成長，我自己也更堅信神的話。不要消滅心裡的

便容易落入對自我的懷疑，害怕，負面思考，裹足不

感動，常常敏銳別人的需要，並透過禱告帶到神面

前的狀況 ; 所以我需要不斷禱告交托給神，求祂賜下

前，一切交托給神，讓神來成就，這也是我在「戳破

信心。聖靈提醒我：「我不用害怕，神會成就」。因

你的泡泡」學到的。

這是主的小組，不是我的小組，放手交給神。

羅馬書8:28是我很喜歡的經文，提到萬事互相效

每當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難，或不知怎麼關心引導

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我相信只要是神要成就的，

人才時，也常以禱告代替恐懼，把弟兄姊妹的問題帶

就必定祝福。今年初，心裡有感動要成立「辦公室小

到神面前，因為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只要我

組--職場祭壇」，為公司與同事祝福。當時壓根兒不

們有願做的心，必蒙悅納，神絕不輕看，並親自與我

知怎麼開始，也不知有誰來參加，但很神奇的，禱告

們同在！

For His Glory! 2

日本大阪異象之旅

張瑋倫（社工師）

在參加學園小組時，我認識了一位前往日本大阪
宣教的學園同工，使我開始關心日本的宣教工作。在
醞釀與籌劃了三年後，今年我和小組中的另一位姊妹
終於付諸行動，前往大阪，開始了一趟五天的「異象
之旅」。
在那之前，我對日本的印象是環境舒適、服務周
道、讓人覺得很舒服的國家。但就在我們抵達當天，
大阪發生「人身事故」，有人在電車軌道臥軌自殺，
而這在日本早已不是第一次了。我親身感受到，這個
先進舒適的國家，同時也是個人心壓抑、競爭壓力大
的國家。在基督徒比例低於1%的日本，大多數人不認

瑋倫（左一）和嫈雲（左三）與學園在日本的宣教士合影

識神，活在追求外在成功並符合別人眼光與期待的生

在學校勇敢傳福音的見證，我深受激勵。近距離參與

活中，看到這樣認真的日本人，我為著他們還沒有認

宣教士的生活讓我更多了解宣教士的挑戰。在文化、

識主而感到可惜與難過！

語言全然不同的國家，先要適應、生存與融入，宣教

透過參加大阪社青的聚會，我得知日本職場工時

士常在聚會後還陪伴學生們去吃飯聊天，趕最後一班

很長，壓力很大。教會普遍老年化，社青在教會中缺

電車回家；要預備一篇日文信息，需要加倍的時間；

乏同齡朋友，甚至可能是教會中唯一的社青。在忙碌

面對台灣家人的需要，更要仰望神的智慧與供應。然

中，他們仍願意在學園小組中受造就與訓練。我發現

而，宣教士還是每天忠心地用生命影響著生命。

比起日本職場環境，台灣相對還是好些，而且不乏許

我承認自己工作久了、生活繁忙，會讓我對傳福

多屬靈資源、主內肢體、聚會、小組、職場裝備課程

音失去熱情，但神透過這次旅程，點燃我裡面冷淡的

等等，才發現自己在台灣很幸福。另外，日本人對福

心，激勵我仍要持續傳福音，在家庭及職場中成為有

音接受度較低，需要很多時間，但我也聽到日本學生

影響力的基督徒。

更多認識我們的事工，歡迎瀏覽

官網

http://leaderimpact.cr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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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project_ct?p_id=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