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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fts 恩赐

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
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
，口才，知识都全备。林前1：4-6

I give my thanks to my God always for you 
because of the grace of God that has been 
given you in Christ Jesus, for in every way 
you have been enriched in him, in speech 
and knowledge of every kind。

I Corinthians 1:4-5







A combination description of a person's attributes, 

traits, or abilities. It reflects a person’s behavior. 

Until recent years, it was not recognized as a key 

component of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success. 

Unfortunately, there have been too many public 

business and personal failures associated with 

proven character breakdowns.

品格是一种个人品行，特征以及能力的综和表现。

品格直接反映出一个人的行为。一直到最近才被认
为品格是个人以及职业成功的重要因素。很不幸，
有许多企业以及个人的失败是直接与不健全的品格
有关。

http://www.ehow.com/business/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加6：22

"But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is love, joy, 

peace, longsuffering, gentleness, 

goodness, faith, meekness, temperance. 

Galatians 5:22



为什么品格在工作场合越来越重要?
1,品格直接影响个人与他人相处的人际关系

Directly impact people relationship (foundation)

2，工作中越来越多是互赖性
Work is increasingly interdependent

3,工作完成需要变成跨部门性
Work cuts across boundaries

4,工作中包括如何影响左右以及上级
Work includes how to influence sideways and 

upwards

5,高的标准不能从“命令”而能达到最优境界
Require higher standards: one can’t “order” 

excellence

6,决定个人在公司里的成就及未来事业发展
Determine individual achievement and future path



根据华尔街2013，3，7日班公室行为研究报告

Sedentary employees

坐定不动的员工，很少离开
自己的位子根据华尔街日报
报导，事实上并不容易专心。
不动的员工比其他员工少打
交道的，会更趋向跳槽

Social connectors， Centrality

喜欢与不同的小组不同人沟通的
社交型员工。比较下每增加于他
人沟通10%会增加10.4%被晋升
的机会。



为什么好的品格会给你好的事业？

Principle-

based

Consistency

Predicable

+

Important

Character

+

Trustworthy

Consistent

不会
得罪人

让人喜欢

有胆识
说不

可信任

被尊重

可影响他人



我们中国人在品格教育的劣势
1，早一代原生家庭教育的品格建立不合潮流

沉默，谦让，不辨，不争，枪打出头鸟，自扫
门前雪，忍让

2，独生孩子成长的背景

自私，自我为中心，缺乏自我认知，不会分享

3，学校注重学术成长，填鸭式教育

4，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不平衡

过多的科学人才大气候带来整体缪思

5，从错误中学习的代价昂贵

6，在特别竞争的环境下，品格树立更显重要



我们中国年轻人经常是
1,认为学位，技术及知识是事业成功的基础

2,事业初期，因技术或知识的优异表现获得晋升，
很快就发现进入瓶颈

3,在工作上总觉得受到老板或同事不平等的待遇

4,在单独工作时表现不错，但是在一个团队中表
现却平凡

5,在工作中，同事老板要花较长的时间才能理解
我们

6,不知如何尊重他人的价值（value differences)

7,不知道双赢的重要

8,缺乏软性技巧如在团队中激励他人，注入能量



.

then career follows

Build good character first,



Why are you the right person ?

1,The right people fit the company’s core value

2, The right people don’t need to be tightly 
managed

3, The right people are passionate about the
company and its work

4, The right people understand that they do not 
have “job --they have responsibilities

5, The right people fulfill their commitment

6, The right people display window- and-Mirror 
Maturity 

7, The right people creates “addition ”加法”
Instead of “subtraction” 而非减法



Integrity, intelligence and energy. Hire someone 

without the first, and the other two will kill you.    --

--Warren Buffett

To be successful, you have to be able to relate to 

people; they have to be satisfied with your 

personality to be able to do business with you and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with mutual trust.-- George 

Ross, Billionaire Investor

“Never neglect an opportunity for improvement.”

-- Sir William Jones

“Success consists of going from failure to failure 

without loss of enthusiasm.”-- Winston Churchill



“一个人的成就有85%取决于内在的态度，只

有15%取决于他的专业知识与技能。”

——哈佛大学研究显示

“本世纪人类最大的发现就是一个人可以借由

内在态度的转换成为心目中想要成为的人，成就

想要成就的事。”

——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



One M and Severn C

One mindset 

+ 

Seven characters



思维、原则及过程

看see
作do

得get

你内在的思维决定了你对人与事的看法与做法



Watch your thoughts

注意你的思想

Watch your words

注意你的言语

；they become words

它会成为你的言语

；they become actions

它会成为行动

Watch your actions

注意你的行动
；they become habits

它会成为习惯

Watch your habits

注意你的习惯
；they become character

它会成为你的个性

Watch your Character

注意你的个性
；it become your destiny

它决定你的命运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

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
理所當然的。 羅馬書12:1-2



在第一个回合，這些小学生被安排作答一份
非常简单的測验卷。在測验完成或后，他们

被分為兩組：

第一組学生会获得研究人員
称赞：「你真聪明啊！」

第二組學生会获得研究人
員称赞：「这是你很努力
并很用心所得的成果
！」

A组 B组



进入第二个回合

研究人員分別安排了兩份不同程度的試卷，对他们
說：「這里有兩份試卷，第一份比較淺易，很容易
取得高分。第二份相对比较困难，不过就能從中学

会很多東西。」
A组 B组

曾经被研究人員称赞聰明的
学生当中，有接近七成的人
因為害怕測验取得低分，結
果捨难取易，选择作答內容
比較淺易的試卷。

反观第二組被稱赞努力、
用心的学生，有超过九成
人选择了較困难的試卷，
因為他们想挑战自己。



接著在第三個回合，研究人員安排了一份中學生程
度的試卷給他們。

学生表現出害怕、
恐懼，甚至放棄作答

学生卻加倍專心一致，
用尽一切办法解决难题。

A组
B 组·



到了最後一個回合，研究人員安排他們作答
一份和第一回合一樣簡單的試卷

A 组 B组

結果，第一組学生成绩
竟然下降了20%，

第二組的学生成績
就上升了30%。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



兩種絕然不同的心態（mindset）



– People in a fixed mindset believe you either are or 

aren’t good at something, based on your inherent 

nature, because it’s just who you are.  固定心態的人群
（宿命論）相信人因人的個性，天生的智慧，要嗎具備
有，或著就是沒有。

– People in a growth mindset believe anyone can be 

good at anything, because your abilities are entirely 

due to your actions.成長論的人群相信任何人都可以精
通任何事情或技巧， 因為你的能力完全一句你的行動
。



週一早晨，你開著你的車想早點到辦公室把
交給老闆的報告在做最後一次的修改。一不
經心車子速度快了， 立刻在反光鏡中看到警
察在後面。 果然，路燈亮了。 停下來， 拿
了超速的罰單。 到了辦公室，老闆要的報告
（修改的時間也沒了）。拿去給老闆。 到了
下午。 老闆打了電話要見你。 進到老闆辦公
室，老闆第一句話就是，你更本不理解我要
什麼？ 這報告不是我要的。 今天你要把我要
的趕出來。



Carol Dweck’s Mindset

Fixed mindset。
Dweck‘s definition of fixed and 

growth mindsets : “In a fixed 

mindset students believe their basic 

abilities, their intelligence, their talents, are 

just fixed traits. And then their goal 

becomes to look smart all the time and 

never look dumb；seeking for other’s 

recognition.



• In a fixed mindset, failures define you.

• In a growth mindset, failures are temporary setbacks.

• In a fixed mindset, you stick with what you know to keep up 

your confidence.

• a growth mindset, you keep up your confidence by always 

pushing into the unfamiliar, to make sure you’re always 

learning.

• In a fixed mindset, you believe if you’re romantically 

compatible with someone, you should share all of each

other’s views, and everything should just come naturally.

• In a growth mindset, you believe a lasting relationship 

comes from effort and working through inevitable differences.

• In a fixed mindset, it’s all about the outcome. If you fail, you 

think all effort was wasted.

• In a growth mindset, it’s all about the process, so the 

outcome hardly matters.



Growth mindset

Resilience, persistently pursue, always

looking forward space to grow, 

轉到市場部門
成立技術服務部門
上海美商會董事



宿命論者認為反饋是負面的，是否定自己的，
是令人沮喪的
成長論者卻認為是寶貴的反射，是改進的開
始，是看到自己的盲點
我這人一輩子就是弄技術的
我是個菜鳥
我還在大學唸書



為何人們有“fixed mind”

原因是
1，舒適圈的捆綁
2，缺乏勇氣面對挑戰
3，周圍太多“fixed mind”的人
4，只看到短暫付出，看不到長遠的收成

短線的心態



有時候神讓你受傷
是要拯救你的靈魂



你的優點不見得是你的優勢
Your strength is not necessary your 

advantage

如何把優點轉變成你的優勢？
是要能有效運用在工作上，生活上，待人處
世上， 而結出有效的成果。
這需要深度的自我認知，理解處的環境，明
辨的能力。



个性的改变是积极主动的行为表现

星座 血型 个性

星座 血型 借口



7个必备的品格

1，积极主动 Being Proactive

2，清楚目标 Purpose driven

3，双赢心态 Win-Win mindset

4，自我管理 Self-discipline

5，情商待人 Grow your EQ

6，激情涌流 Passion flows

7，不断学习 Life-long Learning



积极主动



1,一个被被动的人,被视为是一种叫一叫,推一
推才动的人

2, 主动与被动并不是一切为二的分类,而是一
条轴线的两端,大多数的决定是失落在此轴线
的中间断

3,主动与被动的真正分别,应该是这个选择与行
动的时间点.如果企业或个人是有远见分析过
去与未来的竞争势态变化,提早拟定应对策略
,此时可能的选择会较多

4,换言之,个人决策的主动与被动分野,应该是
在于作决策的前置时间,是前瞻还是救火。

5,如果每天都在赶截止期或救火,就不会有时间
规划长远的策略方向.必定成为环境牺牲者



品格决定人生的态度

许多人的生活步调缓慢,对于人生抱持着负面,嘲讽

的态度,而且厌恶自己的工作。每天都拖着沉重的脚

步去上班,他们却自认为这是正常的生活形态。也有

人因为成长的环境， 使得认为生活就是享受别人的

提供，挥霍自己所有，漫无目的，似乎就是为别人

在生活。

如果有点正面的情绪,面带微笑或积极的人生,就被贴

上不切实际,不面对现实的标签。



事实上,生活的本质及步调其实都是
我们自己选择的。不幸的是有些人
已经放弃了尝试,只想安于现状,窝在
自己习惯的常态里。

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除非他们为自己的人

生加把劲,否则永远无

法摆脱平庸的宿命。



优秀的员工

❖ 当别人还没想到，你已经想到了；

❖ 当别人已经想到时，你已经在做；

❖ 当别人在做时，你已经做得不错；

❖ 当别人做得不错时，你已做到最好；

❖ 当别人做得跟你一样好时，你已换跑道在做。



积极主动的人是：

不是反应型的人

不会满足于现状的!

是不会为自己失败，懒惰，拖延找借口

是不会等待机会来临（take initiative)

是有前瞻的视野

不是消极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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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active People

Seldom say “ I have done 

my best”尽力而为

Always say “ I’ll try 

harder” 更加努力



负责任的员工

1，与结果为导向

2，对自己先负责任

3，注重计划在先

4，不会推却责任，寻找借口

5，对达不到的结果愧疚

6，言出必行

7，不会只关注满足他人的喜好

8，不断提升，改进自己

9，直到如何预防问题的发生



负责任的三个层面
3 Layers of Taking Responsibility

1.你的价值观、态度和思维方式是怎样的？

2.你对什么事情负责任？

3.你对谁负责？



每一个积极主动的人者应该是

1, 遇见有问题要解决时,以一个展现自己能力
机会的态度面对它。

2,出了问题,一定会思考问题出在哪里?不会等
到老板质问时,找借口。这是对自己,对部门,老
板及公司负责任的表现。

3,对一个不满意的结果,多少会有自责的心态,

但是自责的心态成为要求自我改进的力量。

4,一旦进入到自我改进的积极状态,就会寻找
改进自我的方法及行动。



积极主动的人的心态

 是能创造奇迹者

 是能创造能量者

 是自然领导者

 是具有影响力者

 是可以为别人创造更多机会的人

 是把精神集中在我拥有什么的人

 是决定命运者，而不是接受命运之人

 是可以鼓励别人的人

 是不断学习的人

 是乐观的人



愿意承担责任
Accept Responsibility 

当我们责怪或控诉别人时，我们是反映型的。我们把焦距放在

别人的弱点上，并且我们因别人令人困恼的行为而使自己情绪化，

结果我们失去了为了达到最好结果而需要思想及行为的能力。相反

地说藉主动积极，我们不会让别人的弱点来驱使我们做各种决定，

而我们是按自己价值、远见及目标来作选择。

When we blame and accuse others, we are reactive. We focus on the 

weakness of other people and get so involved in their disturbing behaviors 

that we forfeit our power to think, feel, and act in our best interest. On the 

other hand, by exercising proactively, we don’t let others’ weakness drive 

our decisions. In spite of others’ actions and dispositions, we make choices 

according to our values, purposes and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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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任务 结果

任务是一个执行的假象，是因为我们绝大
多数的人在实际工作中，当你以为自己是
在执行的时候，其实是在完成任务，而不
是执行，因为你没有结果。

我们必须知道对结果负责，是对我们工作
的价值负责。这与对任务负责是对工作的
程序负责是完全两回事。



模拟测试：总经理要秘书安排会议？

总经理要求秘书安排在隔天，9点
开一个议。在这件事下，什么是人
物？什么是结果？



你

我

我们 互 赖

依 赖

团队的发展

高层次

低层次

独 立



最令人鼓舞的是使莫过于人类确实能够主动努力以提
升生命的品质

亨利·大卫·索罗

Henry David Thoreau

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追随虚浮的却是无知

箴言12：11

诸般勤劳都有益处， 嘴上多言乃至缺乏

箴言14：23

凡你手所當作的是，要盡力去作，因爲在你所去的陰間，沒有

工作，沒有謀算，沒有知識，沒有智慧

傳道書9：10



2，以终为始



目标的重要

1，是一个人生的蓝图

2，给你不断改进的驱动力

3，其他的一切围绕目标

4，目标错了，许多其他的东西也会出问题



在中国

1，交警的目标

2，公安的目标

3，高校的目标

4，厕所标志目标

5，交通指示牌

6，银行目标



不同的目標

我領

導

力 神

僕
人

式

領
導

力

權力

自
我

名譽

金
錢

不

斷
自

我

更
新

榮耀神

建立神的國度

基督徒職場領導力職場領導力

見
證
神
的
能
力

別
人
的
祝
福



毛泽东的“解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邓小平的“开放”带给

中国经济起飞，使中国成为世界强国

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





清楚目標

1，成為清楚方向
2，清楚排除優先次序
3，可以聚焦
4，可以分配時間
5，可以作為審視的標準
6，接著反饋找到改進地方



如何使用目标来激励自己或他人

定出清晰的目标

列出达到这目标可以得到的好处

列出达到这目标可以避免的坏处

把目标转换成行动方案

找到要达成目标可能遇到的障碍

除障的方法

尽量告诉更多的人有关你的目标，藉以激励
督促



目标

指
标

指
标

指
标

指
标

指
标

个人
差异

个人
目标

执行
过程

个人
利益

障碍

企
业
文
化
是
内
部
凝
聚
力



设定目标时注意达成目标的障碍,分析障碍,找出除去

障碍的方法。

牛顿力学第二定律数学表达式为:

F – f = ma

其意义为,动力减去阻力等于运动量的增量。其实,这

个公式反映了生活中的一个普遍规律。即事物要想运

动,发展,问题要想得以解决,都要处理好动力与阻力的

关系问题。由于动力总是积极的,主动的,阻力总是消极

的,被动的,因此人们形成了一种常规的解决问题的模式:

只考虑增大动力来克服阻力,这实际是一种典型的思维

障碍。



3，双赢思维



先想到如何滿足他人，再需求自己
的需要

Think other’s needs first then your 

own needs.

Win-win is not talking about the 

result but a mindset.



圣经的教导-双赢的思维
「不要求自己的益处，要求别人的益处。」

林前10：24节

Do not seek your own advantage, but that of the 

other. 

于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愿,并恼恨一切真智慧
箴言18:1

An unfriendly man pursues selfish ends; he 

defies all sound judgment.



双赢的思维不是做好人，也不是对他人让步以便尽快处理事情。双
赢的思维根本是以正确的品格为基础来处理人际关系以及人际间
的合作。

Think Win-Win isn't about being nice, nor is it a quick-fix approach. It is 
a character-based code for human interaction and collaboration. 

一般人的观念都认为我们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竞争，比较下。只有
当他人失败时，我们才会成功—所以不是我赢，你输， 就是你赢
我输。生活根本就是一场零和的游戏。就只有这么大的饼可吃。
如果你多吃了，我一点只能少分些。所以我一定决定不让你多拿
。否则我就输了这场游戏。如果是这样， 生活是多么无趣。

Most of us learn to base our self-worth on comparisons and 
competition. We think about succeeding in terms of someone 
else failing--that is, if I win, you lose; or if you win, I lose. Life 
becomes a zero-sum game. There is only so much pie to go 
around, and if you get a big piece, there is less for me; it's not 
fair, and I'm going to make sure you don't get anymore. We all 
play the game, but how much fun is it really? 



双赢思维

1，可以除去强烈保护自己的思维

2，自我为中心

3，同理性沟通

4，建立高效团队的基础

5，建立信任基础

6，积极地主动避免冲突



一旦有了双赢思维的人，待人处事的态度就
会有极大的不同：

1，不会有作一天和尚敲一天种的态度

2，不会总是以满足自己需求为重

3，会先考量顾及到别人的需要

4，重视他人的优点，思考如何把大家的优势
整合

5，对竞争者会有不同看法（从他身上学到什
么）



Win-Lose Is Self-Center Mindset

What’s about me?

What’s for me?

Do they know me?

Do they respect me?

Do they agree with me?

Am I have more value?



中国社会的乱象-赢输的思维结果

1，贪污

2，作虚弄假

3，拍马屁

4，特权阶级

5，制造假食品

6，找关系，走内线

7，富二代思维

8、只重视GDP



在办公室里常见行为
1. 总是抱怨，别人对你不起

2. 喜欢背后批评

3. 只管自己，不管他人瓦上霜

4. 一言堂，以自己为中心 （设定目标，进度）

5. 坚持己见，不肯让步，妥协

6. 不肖一顾态度

7. 经常不准时

8. 不兑现自己的承诺

9. 喜欢否决，奚落他人

10. 总是和一群同样的人在一起

11. 喜欢形成小山头

12. 分化孤立他人

13. 独揽功劳



一个典型全输的局面

美国的汽车公司的结构是一个赢输得基础: 公
司的管理层想要赢得更多,组装线上的工人
不断地藉工会想要有更多的福利, 工会想要
藉工人扩大组织,导致消费者成为受害者.最
后导致大家都输.

American automakers 
know how to make bad 
cars expensively !



Build a Win-Win Team

The key to success is to have a 

culture with the discipline to accept 

change…. I learned a long time ago 

that….. A group of people working 

together can always defeat a team 

of individual.  

John Chambers

CEO, Cisco System



双赢的老婆

一是把自己的思想，裝進別人的腦袋，

二是把別人錢，裝進自己的口袋。

前者成功的叫~老師，

後者成功的叫~老板，

两者都成功的叫…老婆。



Co-Opetition : A Revolution Mindset That 

Combine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Competition Cooperation = Co-Opetition+



在公司里在哪些方面需要双赢思维

1，沟通 9，任务的分派

2，谈判 10，并购

3，绩效考评 11，分销渠道

4，辅导 12，脑力激荡

5，解决问题 13,  理解并满足顾客需求

6，开会议

7，项目管理 14，让员工参与策化业务

8，解决冲突



公司工作常见的赢输及输赢
1，讨论事情，对他人的提议，立刻否决
2， 对他人的看法，讽刺并嘲笑
3，总是抢在前头发言
4，说话口气总是以命令方式
5，不愿承担责任
6，躲避，逃避责任
7，处处争第一，从不协助他人
8，很少赞美他人
9，说话刻薄尖酸
10，不顾场合开人玩笑
11，在会议中拍他人马屁， 尤其是老板们
12，在工作上，完成自己部分就认为是完事



13，在工作讨论时，对方有不同意见，立刻沉默不会
为自己的立场会看法表达意见

14，总觉得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不够，而不说话

15，明知老板不对，却违心附和。

16，在家中，觉得自己是一家之主。茶来饮，饭来吃
。

17，经常教训斥责孩子

18，心情不好，会把气出在他人身上

19，工作态度是马马虎虎

20，只想贪小便宜



可口可乐采购铝罐的双赢案例

1，1997年，铝罐最高的价格是RMB0.97。
当时卖给批发商的价格每罐时RMB 1. 40

2，每一罐的销售会损失大约 RMB 0.27

3，要求铝罐供应商共商解决这个问题。

4,   unbundling pricing process 分解定价



在家里哪里可用到双赢思维?

1， 对孩子的教导，不是只一味从父母的教
色出发：自己的ego， 要求过高，求之心切

2，对孩子的偏心

3，用物资补偿孩子的方式

4，过于严格的教育

5，在家里不好的情绪，发脾气

6，很少沟通



Lose-Lose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导致于双方不信任的
危机!



信任 =   速度 成本

信任 =   速度 成本



品格
Character

能力
competency

值得信任
trustworthy

信任
trust

诚信
Integrity

思维
mindset

产出
结果result

技术Skill,

知识know

品格是建立信任的基础



Building Trust-ABCD Principles

Able- Demonstrate Competence

Believable-Act with Integrity

Connect-Care about Others

Dependable-Maintain Reliability

Act yourself as a Trust Builder not a 

Trust Buster

成为信任建造者，不是破坏信任者



Passion is  a strong feeling or emotion by 

which the mind is swayed

——Webster Dictionary

激情是一种很强烈的感受及情绪，

他能把人的整个心带着走。
——韦氏大词典



叛逆浪子VS叛逆老爸
我是叛逆的小孩，处在叛逆的青春期；你是叛逆的爸爸，正值

叛逆的更年期。你也曾经是个好爸爸，在我小的时候让我坐在

你的腿上说说笑笑。如今，生活的压力使你的心麻痹，渐渐对

我们失去耐心。整日面对你的责骂，我总是默默接受，也默默

的在棉被里骂你……

随着年龄增长，你成了老顽固，我成了火爆浪子；我们之间的

不和搬上台面，每天上演着不同的剧本，而结局总是不欢而散

。这种生活不知要持续多久，何时你才会陪我看我喜欢的电视

？其实，我们都紧紧咬着所剩无几的尊严在苦撑，不愿低头也

不想低头，这不就代表错在自己了吗？

叛逆的儿子VS叛逆的父亲，这场战争中，我们都是输家，输掉

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亲情。



授 权 Empowerment

授权的动力不是因为工作的压力，或工作的重担使

管理人分身乏术，才产生把工作权力下放的愿望。

授权应该是在分工合作、了解每一位人的优、缺点

、分担风险、尊重每一个人的差异、共享成果的心态

下的一种积极主动的有效管理方法。



在公司里

• 授权就是双赢的作法

• 绩效考评的基础是双赢

• 高效的沟通必须具有双赢的思维

• 目标管理是以双赢为基础

• 遥控管理必须以双赢为信任

• 项目管理也是以双赢

• 辅导给予双赢，否则无法成功

• 激励是双赢的表现



绩效考评的结果
PA   Results

辅导的成果
Coaching results

定时的
结果导向

随时地
过程导向
行为、态度、技术

员工不断改进
Continuous improvement

绩效考评的基础是双赢

双
赢



激励可以挖掘人的潜力

Motivation can unveil 
people’s potential





T:  Together集合

E:  Everyone 每一个人

A:  Achieve 可以得到

M:  More 更多更大更好



4，自我的管理

刻苦己身，叫身服我



自我管理有纪律的人

1，较好的时间管理

2，会有清楚的目标并容易达成目标

3，愿意付出努力

4，不会盲从

5，适时可止， 节制

6，明辨做的事是否与自己的目标符合



1,According to survey, 

almost 90% professional 

have time management

Issues.

2, This ratio can go

substantially higher, 

98%,among senior

management 



How you deal with your 

problem?• You can ignore it. (The I-Couldn’t-Care-Less 
Approach)

• You can hide it. (The Cover-Up Approach) 

• You can blame others. (The Deflection 
Approach)

• You can blame circumstances. (The Excuses 
Approach) 

• Or，you can admit to it, fix it, and learn from it –
accepting any appropriate consequences like an 
adult. 



时间是恩典，要爱惜光阴
时间是上帝赐人最美好的礼物，使人人拥有这一份
时间的礼物，这一份礼物昂贵的让人买不起，也
不是人配得的，而是出于上帝白白的恩典，完成
免费的送给，免费不等是廉价的。所以，每一个
要珍惜这一份不之易的恩典，总要爱惜光阴。
要爱惜光阴这句话也可译为"要利用光阴"、"要抓住
机会"或"要赎回光阴"；意思就是说，时间过得太
快，我们应当把握每一个机会，不要错过，机会
错过了就无法再找回来。所以，基督徒务要爱惜
光阴，珍惜现今还有的机会。时间无法倒流，时
间浪费了就无法挽回，如同覆水难收(参撒下
14:14)；所以，我们应当谨慎地使用今天的机会
和时间。
你一定要记住一年只有31,536,000秒，记住这个
常数吧。滴答、滴答、滴答，在告诉你、时间不
断的从你的生命里走过去了，一去不复返。



事实上我们是不可能管理我们的时间, 因为支
配我们时间的各种因数太多且太乱

支配我们的
时间因素

对时间的
正确观念

与家人
的共识

自我的节制
与控制 是否清楚

自己的目标

自己的身体
情绪状况

人际关系

时间管理

X

自己的能力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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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管理的第一步

是对时间的正确看法
时间管理根本是取决于

“自我管理”



时间管理最基本的原则
第一步基于清楚的价值观所订出的目标-你的决定

第二步时间逐步开始能在自己的掌握中是当你投资
时间去理解并改善会影响你的时间周围的不同因数
比如:

人际关系,工作态度,工作效率与结果,自我的节制管
理, 自我不断的改善(自我认识,自我调节),自我情绪调
控,秉持原则等等

第三步思考在时间运作上的障碍,如何克服?大多是不
良的比如没有计划性, 习惯运作,别人的干扰, 情绪不
稳

没有优先排列工作的重要性

第四部,才能把要做的是放入行事历中

第五步是不断地反思今天工作,生活是否按照自己时间
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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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管理矩阵图

重

要

紧 急
❖ 危机

❖ 急迫的问题

❖ 有限期的任务、
会议、准备事项

不 紧 急
❖ 准备事项、自我提升
❖ 预防工作、培训
❖ 价值观的澄清
❖ 计划、运动
❖ 关系的建立
❖ 真正的更新创作
❖ 授权自主管理

不

重

要

❖ 干扰、电话

❖ 一些信件报告

❖ 一些会议

❖ 许多急临的时间

❖ 许多迎合的活动

❖ 细琐、忙碌的工作

❖ 一些电话

❖ 浪费时间的事

❖ “逃避”活动

❖ 无关紧要的信件

❖ 过多的电视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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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能组织
Highly Effective 
Organizations

40-50%
30-40%

15%
<1%

I II

III IV



• How do they do it? According to the study, 

the best employees are:

• 55 times less likely to start projects they 

don't finish

• 21 times less likely to experience tasks 

falling through the cracks

• 17 times less likely to have an inbox full of 

unread emails

• 18 times less likely to feel overwhelmed

• 21 times less likely to feel anxious or 

worried about forgetting something

• never likely to miss dead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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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 attention to your quality of 
time.

Don’t waste of your time.

你是否可以思考在你的一天中，
有什么事可以提升时间质量？

有什么可以减少浪费的时间？



低回报的工作

1, paper work

2, filling report

3, reading unrelated email

4, attending unnecessary meeting

5, interrupted by colleagues

6, searching for information

7, searching for file or something

8, good planning for grocery shopping

9,accomplish multi-task with one trip 



Anything creates conflicts is a waste 

of time任何造成冲突的事是浪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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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工作的结果
❖ 灭火时做的工作是暂时性的，问题大都会再发生。

❖ 灭火工作处理紧急状况，常常是片面性解决，通常

会带来其它负作用。

❖ 灭火工作通常会比正常工作的花费要多，因为要走

非正常渠道。

❖ 灭火工作会造成人际负面关系。

❖ 灭火工作会造成部门之间不和。

❖ 灭火工作日久会成为公司的不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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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管理
❖ 从灭火的日常工作中跳出来。

❖ 抽出部分时间来思考，执行些预防性、建设性、改良性的方案

或系统。

❖ 这些系统或方案能防止再发生重复的问题。

❖ 增加开会的效率。

❖ 勇敢说“NO”。

❖ 平时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 保持健康身体，愉快心情



怎样的人才能说“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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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管理
——找出隐藏的时间——

❖ 善用等候与空档时间。

❖ 比赛节省时间。

❖ 善用通勤时间。

❖ 创造时间区。

❖ 逆势操作。

❖ 善用杠杆的力量，想办法偷懒。

❖ 整洁，档案清楚，一个时间做两样事。

❖ 看书批眉。

❖ 充分利用现代高科技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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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管理

❖千万不要拖延

❖找到拖延的原因

❖先做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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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管理
——避免拖延，避免浪费时间的活动

❖ 现在就做,不要拖延。-养成习惯

❖ 先做不喜欢的事。-找出原因

❖ 消除透支。-生活的纪律

❖ 不值得做的，千万别做。-控制

❖ 适时知难而退。-明智

❖ 切勿计较小钱而糟蹋时间。-高回报



A multi-tasker baby



1, 自己又很清楚的目标，规划能力，自律
2. 要能规划
按对象、按时间、按路径来把不同事情归在一起。
比如从来没有一趟是空手的。

3. 反应要快
脑子能转得快

4. 学会用工具提醒自己：
如手机、掌机、黄色自贴纸
口袋里一定放一个小笔记本
随时记，并养成随时看的习惯

5. 培养能干的下属

Multitasker 应具备的条件



If there is a will,

there will be a way

A strong desire for 

success



5，高情商待人



什么是情商? What is EQ?

情商主要是指信心、恒心、毅力、忍耐、

直觉、抗挫力、抗压、合作等一系列与个人

素质有关的情绪、感觉、反应,就是指人的心

理素质。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一个人运用心智

控制情感和操纵行为的能力。

智商虽然为成才创造了条件,但能否成才

决定于情商。



戈尔曼在他的书中明确指出，情商不同

于智商，它不是天生注定的，而是有下列5
种可以学习的能力组成：

了解自己
情绪的能力

情商
能力



你们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

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

雅各书1：19-20

“Anyone can become angry- that is easy. But to be 
angry with the right person, to the right degree, 
at the right time, for the right purpose, and in the 
right way-this is not easy”                     -
Aristotle's

任何人都会生气, 这是很容易的。但是生气要气对
了人, 气到适当的程度,气在对的时间, 有适当生气
的目的（理由）,还要有好的方法生气就不容易了。

--阿里斯多德



智商高,情商也高的人 春风得意

智商不高,情商高的人 贵人相助

智商高, 情商不高的人 怀才不遇

智商不高, 情商也不高的人 一事无成



刺激 反应

下意识自然反应

有意识的反应



中国古字传神，聽，这个字就是有耳朵、
眼晴、心、与脑组成。

聽
听其实是我们「未使用的潜能」，亟待开
发。



6，激情涌流





领导在追寻其目标时，总是带着巨大的激情。

领导者在追求一个目标时，并不仅是“勤奋”把

他们推向前，是“激情”使他们全身燃烧着光亮

追求他们的理想,你绝对可以感觉到这股熊熊的

烈火,同时这把烈火也能点燃追随者的潜能,使

他们和领导者一起向目标迈进！

激情是上帝给人类情绪、心理和心灵的最佳礼

物!



英国的管理大师，查尔斯.韩第
(Charles Handy) 被问到如何成
为一个优秀的管理的人? 他的回
答是优秀的管理者知道自己在做
什么，而且有热情，并能把热情
传播出去.

Charles Handy is the author of The Elephant and the 
Flea



❖Passion is  a strong feeling or emotion by 

which the mind is swayed       

——Webster Dictionary

❖激情是一种很强烈的感受及
情绪，他能把人的整个心带
着走。 ——韦氏大词典



因为内在的激情使我们一心一意想把要

做成的事尽快的完成，我们就会很专心，

很努力的做，事情成功的机会就更大了。

激情也让我们专注(focus)



Passion is the energy that 

comes from bringing more of 

YOU into what you do.



求成的欲望

Desire for Success

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
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

腓3：12



Desire for Success

1，使我们更加对目标能聚焦

focus on our goal

2，激励我们全力以赴

inspire us in full energy

3， 使我们愿意付诸行动

motivate us into action

4，建立自信

build confidence



Energy builder

Energy buster



7，不断学习



How many Information flows per minute? 



今年5月苹果最大供应商鸿海，在江苏昆山
的厂区以机器人取代6万劳工，员工数目从
原来11万人锐减到5万，去年在昆山地区，
包括鸿海一共35家企业共投入人民币40亿
元在人工智慧，智能机器的投资。
美国也出现同样的趋势。根据美国机器人
产业协会统计，到今年2月，全美工厂的机
器人总数超过26台；2015年北美企业订购
机器人金额超过18亿美元，比去年成长
14%。 📖



基因研究的商用化

许多经济学家预言下一个兆元产业，将是基
因研究！

2001 年，人類完成第一個基因體圖譜，當
時的成本為 27 億美元，而這個成本在五年
前已經大幅下滑至 1 萬美元，而這個數字到
今天已經只剩下1000 美元。



1，Innovative talent 创意的人才
2，Adapting for changes适应快速变化的人才
3，Ability to coding 能够具备编码的基本技巧
4，Stepping out of comfort zone 愿意走出舒适圈
5，Agility to learn new thing 可以快速学习
6,   Conquering digital distraction 克服数位分心

未来的人才能快速适应机器人的时代，一方面主管
需要协助员工在人机共存的环境里面转型，一方面
要协助员工需者担任未来可以生存下来的角色



Infobesity 信息肥胖症

• – 40% of employees check their mobile 

devices constantly just in case 

something important comes in from 

work.

• – 45% of workers feel that they should 

reply to work email instantly – no matter 

where they are or what they’re doing.

• – 55% often experience information 

overload, 43% are stressed as a result, 



产能 产出

产出与产能的平衡



Build you own       

differentiation
Both in character and competency



“We’re sending Dr. Liu on a 

Management Wilderness Retreat, 

hoping he’ll never find his way back”



我相信的神经常帮助建立我的品格
1，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 箴言4：23

2,   你们若去行就有福了 约13：17

3，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
腓3：12

4,   要存感谢的心 歌罗西书3：15

5,   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比如
强盗 速来，你的缺乏仿弗拿兵器的人来到。 箴言6：11

6,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太5：16  

7,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腓4:7

8，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
腓3：12 



社会的怪象就是大家都在追求成功，但是成功
并不等于持续快乐与幸福。反而成功带来许多
生活更多的不满足。因为成功没有极限， 因为
成功也同时带来失败的危机。

其实成功不在于成功的本身，而在于一种关系
被肯定。其实就是成功与幸福之间的一种转化：
一个人的成功，只有在所处的关系当他人肯定
的时候，成功才会转化为幸福。如果没有信仰，
你会得到再大的成功，都不会在一个永不改变，
持续的伟大关系中被肯定，你就得不到真正的
持久的幸福。



成功与快乐

成功

权力

财富

自我满足

地位

他人认可
程度

学问
知识

更加成功

个人的欲望

他人的期望
与比较



成熟品格带来更多的快乐

成功 更成功

反馈社会

成为他人
的祝福

身心健康

成熟
的品格

持续的
快乐



在如今社会中最难处理的问题就是人际之间。
但是在教导为人处事的箴言里告诉我们
“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
失，便是自己的荣耀” 箴言19：11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
姐妹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
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太5：23-24

让我们在人际关系荒芜的心灵中充满生机。
福音，就是通过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让耶稣的生命流入每一个寂寞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