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度异象
5件事：装备你毕业后过有使命的生活

“很快
就发
生了”

开始之前先知道你要往哪里去
如果你不知道你去哪儿，那你很难去到你想去的地方。你有没有尝试过去
某个地方，但没有地图，也没有GPS或者智能手机？祝你好运吧。你想有
一个成功的旅程，先有一个清楚的异象（愿景，憧憬，愿意看到发生的事
情）是最优先的事情。

我记得我大四的时候很激动。
忙着享受在学校的最后一个学
期：和朋友一起，造就门徒，
期待我的工作，诚实地讲，我
享受“大四速滑”。对大四以后
没有什么计划…诚实的讲，我
真没觉得我需要担心。如果那
时知道我现在知道的就好了…
我可能就可以更好准备。学校
到“真实世界”的转变发生的很
快，比我想象的要难得多。突
然你就进入到一个世界里，需
要负责任，朋友去了别的地
方，过去18年你所知道的生活
改变了。不再有学校里的保
护…现在是要朝九晚五的生
活：很不一样，也很难。如果
我之前有更好的了解，工作的
生活是怎样的，我就可能会更
好的预备，在大学后可以更好
的成长。
~ 07年毕业生

圣经里有很多个人的旅程，他们信靠神做大事：神应许透过亚伯拉罕建立
万国，诺亚和方舟，约书亚和耶利哥城墙，大卫和歌利亚，这只是几个例
子。也许圣经当中最为壮观的旅程之一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从
很多方面看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摩西相信神可以做到。让我们看一
下这段旅程。

读出埃及3：1-12
•
•
•
•

神给摩西的异象是什么？
这是一个容易的异象吗…容易的任务吗？为什么摩西相信神可以做？
为什么这个清楚的异象对摩西和以色列人是如此的重要？
讨论摩西和以色列人在即将踏上的旅程中，会面对哪些问题？
(十灾，食物，旷野流浪40年，等)

•

一次又一次，以色列人质疑离开埃及的决定，到一个程度摩西也质问
神为什么把他们领出埃及。然而，神给摩西清楚的异象，使得他们可
以继续信靠神，在面对逆境时也继续往前走。
对于你毕业后的生活，神给你怎样的异象？

•

读：“很快就发生了”
•

当你想的时候，你觉得会遇到怎样的困难让这个过渡比较难？一个清
楚的异象可以怎样帮助你？

如果你看到一个普通信徒（教师，会计等）和一个全时间的工人看重同样
的事情并有策略的去达成，这会怎样影响你看待你对职场的异象？这会怎
样影响你预备毕业后的生活？
作为基督的跟随者，神清楚地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在祂呼召我们去到的地
方，过有使命的生活。清楚知道神呼召的异象是最优先的事情，让你的旅
程可以成功。

行动步骤：
“每个学生被差派”这个异象有让你兴奋吗？你觉得自己可以怎样参与在这个异象当
中？
为你毕业后的第一年写一个个人发展计划。个人发展计划（PDP）会帮助你制定具
体的行动步骤，来实行你的异象。
下周我们会讨论有一个“团队”的重要性。

团队
5件事：装备你毕业后过有使命的生活

“一个人
在新的
城市”

正如一句俗语说的那样：在团队当中没有“我”
大家都知道一个功能强大的团队比一个人力量更大，更富有成效。你有没
有试过一个人办东西到新家或者新的宿舍？有一群朋友帮你搬家，会使这
个过程轻松百倍。一个伟大的后卫是因为有一个前锋队在前面为他拦截。
学校和工作单位常常使用一个团队完成一些任务。一个团队可以提供鼓励
和支持，专注实现一个目标。

从成都毕业搬到北京—一个新
的城市—有的时候我感觉很迷
茫，只是一个人。我认识几个
人，但我一个人住在郊区一室
的房子里，和我认识的人一个
月见面一到两次。当我被邀请
参加年轻职场的社群当中的时
候我很激动。这个帮助我很
多，可以见面新的 人，听他
们在职场上的经历。在职场上
传福音很不容易，有一个团队
一起讨论，彼此鼓励对我来说
是很重要的，帮助我从大学过
渡到职场当中。

圣经到处可以看到团队 – 以色列人在战场上。保罗和他的同伴们的宣教
旅程。当然，耶稣选择了一个12人的门徒团队来带领 – 他们反过来带领
其他的团队。
讨论一次经历，你参与在一个团队当中完成一项具体的目标。团队哪些组
成部分帮助任务可以完成？
让我们看圣经中的一段经文，关于数量产生力量的重要性：

读：传道书4：9-12
•
•
•

描述独自一个人的状态和感受。
这段经文提到你周围有其他人一起有什么好处？
这些如何可以帮助你过渡到职场上？

读：“一个人在新的城市”
•
•

在职场事工中你可能遇到哪些相似的挑战？
一个团队可以怎样帮助你面对那些挑战？

~ 08年毕业生
上周我们讨论了国度异象。一个团队起着怎样的关键作用，帮助你行使个
人的或者共同的天国异象？
神的心意不是要独自的生活。有一个团队鼓励你，支持你，在你的软弱中
成为你的刚强，并监督你，这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生活很艰难的时候！

行动步骤：
你有在你毕业之后要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寻找一个团队吗？列下一些联系人，他们
是在你将要去到的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可以和你一起作为伙伴配搭的。
如果你是住在中国大陆，你可以发邮件给（deyinchina@gmail.com）在你接下来要生
活的地方帮助你联系一个团队。
下周我们会讨论有一个“计划”的重要性

计划
5件事：装备你毕业后过有使命的生活

“我被
召进入
职场”

要执行一个伟大的异象需要一个伟大的计划

从大学毕业以后，我立刻过渡
到了职场。我觉得神呼召我进
入职场，所以我很激动可以开
始新的冒险。并且，我已经有
想法如何在职场上实现大使
命，我有一群人在这个过渡的
时间里支持我，有一个计划怎
样和人分享基督。计划就是以
以福音得着他人。我还不清楚
实际情况会是怎样，但我有想
法，所以应该可以了。快进到
一年后，我一周工作60小时，
每个月60-80%的时间是在出
差，太忙了和同事一起吃午饭
的时间都没有，我的计划在忙
碌的生活中就这样破产了。

讨论一次，你“一时冲动”做的事。讨论一次，你制定计划来达成目标的
事。注意到一个计划和“一时冲动”的想法有什么区别？

如果我们做事情没有计划，我们通常就会把它变成了“一时冲动”的想法。
有时，一时冲动的想法顶多也就是一段愉快的旅程或者一次疯狂的冒险。
相反地，有计划的想法需要每日的活动或者集体的开会针对达成目标等
等。例如，如果一个异象（愿景，愿意看到发生的事情）是口气清心，那
计划就是定期刷牙。那如果异象是要以福音得着你的校园，一个团队需要
开会制定步骤来使这个成为可能。

~ 08年毕业生

整本圣经我们都可以看到具有伟大异象的故事，也包括具体的步骤让这个
目标成为可能。今天，我们要读著名的诺亚的故事，还有神给他怎样的计
划帮助他挺过史上最大的一次洪水。

读：创世纪6：9-22
再读：创世纪6：9-10
•
•
•
•

再次描述诺亚的特质。
神告诉诺亚做什么，为什么？
计划是具体还是大概？描述这个计划。
从你所读到的关于诺亚的经历和个人特质上看，有一个计划并与神同
行如何可以帮助你过渡到职场？

读：“我被召进入职场”
•
•

在这个故事当中，计划没有成功可能是哪些原因？
制定一个计划并与神同行（类似诺亚）可以怎样帮助你追求你对职场
事工的异象？

制定一个计划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你要在一个职场上有一个事工。有目标
和具体的行动步骤会推动你继续往前走，在职场上做神呼召你做的事情，
并保持与神同行。

行动步骤：
你可以为毕业后的计划制定哪些具体的行动步骤？
制定了一些行动步骤以后，有意识地和你的团队分享这些步骤，并保证这些步骤是
和你的异象一致的。
下周我们会讨论“持续装备”的价值

持续装备
5件事：装备你毕业后过有使命的生活

“方形
柱，圆
形坑”

教育不止于毕业
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你把一杯水放在桌上放了两周（当然不是故意
的！）或者走过浅浅的沼泽地，有很多青苔和杂草？恶心！就如这水可能
不新鲜了，很脏，你的属灵生活也会变成这样如果你不持续地让圣灵以“
新鲜”的真理和爱充满你。圣经讲到当我们在基督的爱里成熟，在祂的爱
中彼此建立的时候，我们需“要持装备”。

我很幸运在大学的时间里，3
年事工都很有果效。我带朋友
信主，看他们成长为成熟的基
督徒。大学时光是难忘的！上
学期间，我知道在职场上做事
工是神给我呼召，但当我在忙
碌的过程中的时候，我很吃惊
在职场上做事工真的好难。大
学事工很容易；为什么现在这
么难？我很快意识到职场是很
不一样的事工环境…我需要学
习新的技巧才可以有效事工。
在适应新的禾场的时候我需要
持续的装备。
~ 06年毕业生

读：以弗所书4：11-16
在这段经文的背景下：
•
•

谁在做装备的工作？谁被装备？他们被装备是为了什么目的？
专注在14节：在快要毕业，即将进入人生下一阶段的这个时间里，什
么“浪潮”，世界的“定律”，“人的狡猾”，“骗人的计谋”，你预料你在毕
业第一年会遇到的？

读：马太福音25：14-30
•
•
•

你有什么才干，你如何可以使用这些才干帮助“身体渐渐增长，在爱
中建立自己”？（以弗所书4：16）
你有大的梦想吗？
在你看：你的大梦想不需要努力随机发生的概率有多大？

读：“方形柱，圆形坑”
•

是真是假：如果我每日以灵修爱神追求神，我会实现我们的梦想/异
象。给你的回答提供一些背景，并讨论。
•
为了更有效的事工持续装备，这个过程中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想想你生命中的一些积极正面的榜样：一个父母，同事，朋友，亲戚等。
•
•

这些人你最钦佩他们哪些具体的才干？
很有可能他们不是生来就有这些才干的 。他们发展这些才干的过程是
怎样的？
在过去的四年里参与校园事工，在事工中接受训练，训练如何与神同行并
让其他人投资在你的身上，这些都会让你成为这个国家里接受最多训练和
装备的一群人当中的一个。你在一个独特的位置上，可以大大影响社群，
职场，帮助建立本地教会。找到方式把你受到的训练使用在你的新的环境
里，总要持续地追求新的机会装备自己。

行动步骤：
找一个最认识你的人，和他坐下来谈：也许是一个好朋友或者造就过你的人。让他们给你一些
真实的评价，你的强点，才干，这个人觉得你适合以怎样的方式服侍基督的身体。
想一个朋友或者只是认识的人，他们已经经历过人生这个阶段的转变。坐下来和他/她聊聊。问
问他们的经验，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如何预备。

下周我们会讨论有一个“教练”的重要性。

教练
5件事：装备你毕业后过有使命的生活

“我需
要鼓
励”

所有“伟大的人物”都有伟大的教练
一个伟大的团队/运动员一般都有一个好教练：
•
•

我人生中从来没有像刚毕业时
那样迷茫过。什么都是新的，
很不一样，感觉自己好像在黑
夜当中。不是完全的黑暗，
但只能看到我前面2公尺的距
离。我想要有策略的生活，用
年轻的生命荣耀神。我梦想活
出我对国度的梦想，但我不知
道要从何开始。我知道我需要
请教经历过我这个过程的人，
他们20多岁的时候很好地跟随
神，并且也做地很好。我需要
别人在我的生活中给我一些建
议，他们比我先经历这些，可
以告诉我我的感受是正常的，
但也可以很诚实，给我挑战。
我需要鼓励和帮助，让我有新
的异象，我需要一个教练和
朋友！
~ 07年毕业生

•
•

六七十年代加州大学男子篮球队 – 10连冠 –约翰伍登（John Wooden）
1980年美国男子曲棍球 – “冰上奇迹” – 赫伯布鲁克斯（Herb
Brooks）
九十年代芝加哥公牛队 – 6连冠 –菲尔杰克逊（Phil Jackson）
泰格伍兹 –14次大满贯夺冠 – Hank Haney& Butch Harmon

你有没有参加过一个体育团队，这个团队有一个很棒的教练？
•
•
•

你喜欢他们的哪些方面？
他们怎么帮助你和你的团队成功？
你觉得你的团队之所以会成功有教练的功劳吗？为什么？

保罗，提摩太前后书的作者，是提摩太的教练/督导。
•
•
•
•

保罗在哪些事情上为提摩太做了榜样？
观察保罗的生活经历，会怎样帮助到提摩太？
从和保罗一起的生活中，提摩太学习到/看到什么关于神的方面？
毕业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有一个教练，这会给你带来怎样的益处？

读：“我需要鼓励”
• 你看到在这个阶段有一个教练的价值了吗？
• 你预料你可能会碰到哪些挑战？
人的倾向是想要独立。我们从小到大一直受到的教育是，只要我们打定主
意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虽然这可能是真的，但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需要
帮助。有一些人他们走在你的前面，经历了你将会经历的事情，并且他们
十分乐意有这个机会可以鼓励你走过这些情况。不要不顾这个需要。找一
个教练。
不要假定，“我会没问题的。”找一个教练 --–一个督导！

行动步骤：
有没有这样的人，他有和你一样的异象，并且在做？你怎样可以从他们那里学习或者加入他们和他们一起？
有没有一个教会或者全时间的事工，你可以参与在他们当中，做自愿者，以这样的方式帮助你完成神给你的
天国异象？
德印事工在很多城市有一些职场人士网络。如果你需要有人在你将要工作的城市帮你联系一些人，发邮

件给（deyinchina@gmail.com）
下周我们总结一下“五件事”，并有一些最后的“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