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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逆境~人生常態

2 估量~逆境韌度

3 行在最低處~回溯你的逆境故事

4 盼望在轉角~迎向負面思想

5 心之所繫~逆境中的內在渴求

6 逆境~塑造品格的老師

7 幽谷同行~靈友相伴

8 逆境靈程~遇見上帝回家之路



人因天生氣質及後天成長環境而
塑造出不同個性



逆境~塑造品格老師



人也因不同境遇
塑造出不同品格



幸運所需要的美德是節制，

逆境所需要的美德是堅韌，

後者比前者更為難能可貴。

~列根 (前美國總統)



逆境不就是品格的試金石嗎？

~巴爾扎克 (法國現代小說之父)



何謂品格/品格教育

•以德為成人之本，以智為成才之源，是
千古不變的法則。德育及智育都重要，
但要成才之前先成人。

•品格教育就是要讓學生學習認識良善、
喜愛良善、做出良善。

李珀

台北市私立復興國民中小學校長



何謂品格/品格教育

•品格教育就是教導人類基本價值
(包括誠實、友善、慷慨、勇氣…等)
的活動，其目的是希望培養人成為

具有道德責任，能自我管理的
公民。



何謂品格/品格教育

•品格教育一詞不是單獨指定那一個
哲理方法或是教案，而是一個集合
名詞。它包括「對的和錯的」定義
的討論，及比較傳統的理論，如
「四維」禮、義、廉、恥；「八
德」:忠、孝、仁、愛、信、義、和、
平；及信、望、愛、仁、勇、智、
慧等。



何謂品格/品格教育

•綜而言之，品格教育即是指：怎樣和自
己相處，怎樣和別人相處，怎樣和環境

相處， 這是做人。
事情要怎樣進行，才容易達到目標，這
是做事。教養出的孩子懂得做人做事，
教育的目標才能真正的落實。

(怎樣與神相處)



品格包括哪些內涵?

個性品格：敞開、節制、更新。

人際品格：謙讓、寬容、合作。

家庭品格：責任、奉獻、相愛。

職業品格：誠信、盡職、順從。

公共品格：公正、無私、貢獻。

道德品格：孝敬、操守、正直。

思想品格：真理、光明、透明。



【12種比能力更重要的品格】~馬雲

1. 忠誠——忠心者不被解雇

2. 敬業——每天比老板多做一小時

3. 自動自發——不要事事等人交代

4. 負責——絕對沒有借口，保證完成任務

5. 註重效率——算算你的使用成本

6. 結果導向——咬定功能，不看苦勞

7. 善於溝通——當面開口，當場解決

8. 合作——團隊提前，自我退後

9. 積極進取——永遠跟上企業的步伐

10.低調——才高不必自傲

11.節約——別把老板的錢不當錢

12.感恩——想想是誰成就了今天的你



品格的六大支柱
(six pillars of character)

1.尊重(respect)

2.責任(responsibility)

3.公平(fairness)

4.值得信賴(trustworthiness)

5.關懷(caring)

6.公民責任(citizenship)

國際品格教育聯盟, 1992年



聖經中充滿逆境人物和故事
• 挪亞、約瑟、摩西、大衛、以利亞、所羅巴
伯、末底改、約伯、路得、拿俄米、耶利米、
但以理……約瑟、彼得、約翰……保羅…….耶
穌

• 有的苦難/逆境是人為的，有的卻是因試煉，
有的因完成使命….

• 有好結局，亦有滄涼的終結

• 人生不免逆境



約瑟的患難與品格
 風光的夢想 創37:1-11

 夢的破滅 創37:12-36

 上帝的眷顧 創39:1-6

 再次遭難 創39:7-20

 監獄裡的夢 創39:21-40:23

 法老的夢 創41:1-36

 從監獄到王宮 創41:37-57

 解救患難中的兄弟們 創42-45章

 以色列人進埃及 創46-48章

 赦免出賣他的兄弟們 創50章

參: http://www.clch.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63&Itemid=83



問題討論
約瑟的一生遭遇了哪些患難?

在患難當中, 上帝如何與他同在?

在患難當中, 他如何作出回應?

在患難當中，塑造了他那些品格? 

從約瑟的一生中, 我們可以學習到怎樣
的功課?



神差我在你們以先來，為要給你們存
留餘種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
你們的生命。「這樣看來，差我到這
裏來的不是你們，乃是神…………..」

創45:7-8



約瑟的哥哥們見父親死了，就說：「或者約
瑟懷恨我們，照着我們從前待他一切的惡，
足足地報復我們。」他們就打發人去見約
瑟說：「你父親未死以先吩咐說：『你們
要對約瑟這樣說：從前你哥哥們惡待你，求
你饒恕他們的過犯和罪惡。』如今求你饒恕
你父親神之僕人的過犯。」他們對約瑟說這
話，約瑟就哭了。他的哥哥們又來俯伏在他
面前說：「我們是你的僕人。」

創50:15-21



約瑟對他們說：「不要害怕，我豈能
代替神呢？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許多人
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現在你們
不要害怕，我必養活你們和你們的婦
人孩子。」於是約瑟用親愛的話安慰
他們。

創50:15-21



苦難磨練約瑟….
他沒有

忿恨

埋怨

沮喪

受害者心態

他有

信靠

堅忍

正直

看透 (洞悉力)

慈悲/恩情……..

高尚情操



 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
神相和。我們又藉着他，因信得進入現在所站的
這恩典中，並且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不但如

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
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
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
愛澆灌在我們心裏。

羅5:1-4



你在逆境中磨鍊出甚麼來？

•苦毒

•抱怨

•忿忿不平

•失望……

•堅忍

•感恩

•正直

•盼望……..



杏林子
「生命對於我來說，是十分艱苦的，但

正是如此，我才更體會到生命的寶貴。

我明白，神容許苦難臨到我們身上，是

要我們從患難中，學習我們應學的功課。

凡是有價值的東西，都必須付代價，

苦難是唯一鍛鍊我們信心和人格

的工具。」
杏林子，生命頌





基督徒品格向導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
是仁愛、喜樂、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
信實、溫柔、節制。

~加拉太書5:22-23



基督徒品格向導

你們中間誰是有智慧有見識的呢？他就應該
藉着良好的品行，顯出他的行為是出於從智
慧而來的溫柔。………….至於從上面來的智
慧，以純潔為首，其次是和平、謙和、溫順，
滿有憐憫和美好的果子，沒有偏見，沒有虛
偽。公義的果子是藉着締造和平的人在和平
中栽種出來的。

雅各書3:13-18



基督徒品格向導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行
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
的神同行。」彌迦書6：8



基督徒品格向導
正義

審慎

節制

勇氣

信

望

愛
保羅‧史蒂文斯《上帝的企管學》p205-212



基督裏的新生命
歌羅西書3:1-17

 但現在你們要除掉這一切，就是憤怒、
怒氣、惡毒、毀謗、口中的粗言穢語，
不要彼此說謊，因為你們已經把「舊
人」連同「舊人」的行為脫下，穿上
了「新人」；這「新人」正照着自己
的創造者的形像不斷更新，以致深切
地認識他………..



如何保持穿上『新人』

約翰福音15:1-8

常在我裏面



如何保持穿上『新人』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
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
凡結果子的，他就修理乾淨，使枝子
結果子更多。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
的道，已經乾淨了。你們要常在我裏
面，我也常在你們裏面。枝子若不常
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
們若不常在我裏面，也是這樣。



如何保持穿上『新人』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
我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
了我，你們就不能做甚麼。人若不常在我裏
面，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人拾起來扔在
火裏燒了。你們若常在我裏面，我的話也
常在你們裏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
你們成就。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
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



基督徒品格的塑造
 蓋恩夫人在她「簡易祈禱法」 ( 更深認識耶穌基督 ) 第九
章論到基督徒的「品格」時說：「神是一切品德的原則和
源頭，我們看了祂就有了一切。得著品德的多少，是
和得著神的多少，成正比例的。藉著得著神，我
們就能容易確定的得著品德了，但是品德若不是
裏面發出來，或生出來的話，就所謂的品德，都
不過是假面具；好像外面的衣服，是可以更換的
一般。那由裏面發出來的，才是真的，緊要的，永久的。
大衛說：『王女的美麗，是裏面發出來的。』 ( 詩四十五
13) 這樣的人的品德，是能應用到最高點的，雖然他們不專
注意在品德上。因為神 ( 就是和這些人聯合的 ) 能帶領他
們應用到最高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