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職志與召命 

 
 

謝麗婷(Winnie Tse) 

D.Min, MCS, MSW, RSW 



我的志向…….. 



對人生/工作規劃的疑問？ 



 

三十不立，                 

四十大困惑！ 



DONALD E. SUPER (1910-1994) 

 

Donald E. Super是美國具代表性的職業管理學家 

以美國白人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把人的職業生涯
劃分為五個主要階段：成長階段、探索階段、確立
階段、維持階段和衰退階段 

 



事業發展理論 DONALD SUPER 

事業發展階段和事業發展任務 

事業發展分為5個階段及其任務->

事業成熟度 

成長 

探索 

建立 

維持 

衰退 

 

 

 

 

 

 



人生事業發展階段 

   

 

 

 

階段 成長  

Growth 

探索 

Exploration 

建立 

Establish-

ment 

 

維持 

Mainten-

ance 

衰退 

Disengag-

ment 

 

年齡 0-14 

兒童期 

  

15-24 

青春期 

  

25-44 

成年初期 

 

45-64 

成年中期
  

65+ 

成年晚期 

發展重
點 

  

能力/興趣/態
度及自我概念
的發展  

對自我和工作世
界的探索及了解 

從工作經驗
中考慮職業
與自我的配
合 

以不同的方
法調整工作，
維持職業狀
況與職位 

減少工作，
退休 

事業發
展任務 

爭取不同的經
驗->自我肯定
/建立信心 

結晶期  

Crystallization 

(14-18) 

特定化 
Specification 

(18-21) 

實踐 
Implementation 

(21-24) 

 

穩定 
Stabilization 

鞏固 
Consolidation 

發展新技能
 

 

 

 

 

  

發展非職業
性的角色 



召命觀 

 



Job: regular paid position or post 
 



Career: profession or occupation 

with opportunities for advancement 

or promotion 



VOCATION (CALLING) 

The idea of vocation is central to the 

Christian belief that God has created each 

person with gifts and talents oriented toward 

specific purposes and a way of life. 

………… In the broader sense, Christian 

vocation includes the use of ones gifts in 

their profession, family life, church and civic 

commitments for the sake of the greater 

common good.  

 
http://en.wikipedia.org/wiki/Vocation 



召命~我是誰 





我屬誰 



召命觀 
GORDON T. SMITH  

  

 



召命的三個層面  
GORDON T. SMITH，COURAGE & CALLING 

普遍呼召：跟隨耶穌、成為基督徒的邀約 

隨時呼召：神在每個當下呼召個人實現的任
務或職責（差事） 

獨特呼召：個人特殊的職志，個人在世上的
使命 



獨特呼召 

並非指社會上的職業或工作，而是特指每個
人在世上扮演甚麼角色來回應神。 

我們可能失業、離職、退休，但我們的召命
是從神以而來，永遠不會喪失。 

可以透過職業來實現，但職業並非絕對是你
的召命。 



如何活出召命 

               認識自己    忠於自己 



認識自己  

一個人必須先
懂得自我評量，
才可以真愛(真
我非假我)對待
他人(面對自己。 



我是誰?~用10句說話形容自己 

對自我的了解 

 



認識自己 

1. 恩賜與才幹 

2. 最深切的渴望/價值觀 

3. 個人特質與性情 

4. 認清世界的需求 



Personality  

 

World Need  

Competence  Passion/ 

Values/Desire 

Vocation  



認識自己－恩賜與才幹 

 

天生的本領（絕活／birth competence） 

唯有正視自己的才幹與能力，才能作好
管家 

絕非自負，而是真正的謙卑：能夠看清
真相，接受真相，選擇活在真相中 

 



三種不同的技能 
 
 

1. 激發性技能Motivated skills 

2. 耗盡技能Burnout /killer skills 

3. 發展性技能Developmental skills 

 



激發性技能MOTIVATED SKILLS 

持續地運用於你的日常生活及工作中 

除了擅於運用，並且喜歡運用 

你會為這些技能所帶來的滿足感引以為傲 

羅列在你的履歷表上 



耗盡技能BURNOUT ／“KILLER” SKILLS 

 
擅於但並非喜歡運用 

可能是家庭、學校或者工作需要而學習得來 

提醒：越多技能是從工作要求所建立，越會被
你的工作所支配 

 



發展性技能DEVELOPMENTAL SKILLS 

很有動力去運用，但並沒有達標的水平 

需要進一步的訓練，以致日後成為激發性
技能 



認識自己－最深切的渴望
(DESIRE/PASSION/CORE VALUES) 

心裡有甚麼渴望？ 

你熱衷於甚麼事情？ 

那些對象最有負擔？ 

除了舒適、財富、
名聲、權勢外，哪
些事情令我喜樂？ 



未完成的句子…… 

我一生中最想要的是 

我最關注的是  

直至目前為止，我最大的喜樂是 

假如我只有廿四小時生命，我會 

我最大的滿足是 

假如我能改變世界一樣東西，那將會是 

 在我的喪禮中，我希望別人懷念我
…… 

 

 

 



價值觀~你所重視的東西 

個人的處事/行動/抉擇的基本信念和原則 

推動個人動機/動力和個人滿足的來源 

個人評估成就和效能的標準 

-梁湘明 

 

 



工作價值觀 

工作價值觀定義為個
人所追求，與工作有
關的目標，會形成一
股內在動力…… 

 

-Super 



So here’s what I want you to do, God helping 
you: Take your everyday, ordinary life—your 
sleeping, eating, going-to-work, and walking-
around life—and place it before God as an 
offering. Embracing what God does for you is the 

best thing you can do for him. Don’t become so 
well-adjusted to your culture that you fit into 

it without even thinking. Instead, fix your 
attention on God. You’ll be changed from the 
inside out. Readily recognize what he wants from 
you, and quickly respond to it. Unlike the culture 
around you, always dragging you down to its 
level of immaturity, God brings the best out of 
you, develops well-formed maturity in you.  

      (Romans 12:1-2) 





簫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 ： 

人生有兩大悲劇， 

一個是我們想要的卻得不到（失望）， 

另一個是我們想要的得到了（絕望）。 

 

為什麼？因為發現那 

不是我們真正想要的，是沒有價值的。 

 



不要為自己積儹財寶在地上；地上有蟲

子咬，能銹壞，也有賊挖窟窿來偷。 只

要積儹財寶在天上；天上沒有蟲子咬，

不能銹壞，也沒有賊挖窟窿來偷。因為

你的財寶在那裡，你的心也在那裡。

(The place where your treasure is, is 

the place you will most want to be, 

and end up being.) 

馬太福音6:19-21 



KNOWDELL CARD SORTS 

http://www.careertrainer.com/trainingsys/knowdell-assessment-supplies-

ff80818123928a0901241785cf9d5150-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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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自己－個人特質與性情 



性格類別與工作環境匹配論 
 (THEORY OF VOCATIONAL PERSONALITIES IN 

WORK ENVIRONMENT ) JOHN L. HOLLAND (1980’S) 

 

 基本理念 

以6種類型界分人的特性：RIASEC 

工作環境也分6類：RIASEC 

職業抉擇是受個人經驗累積及其人格特質而
決定 

人會尋找能運用自己技能、發揮能力、配合
興趣/價值觀的環境 

不同類型的人會找不同的環境工作 能互相
配對則能和諧一致(Congruence) 

 



性格類別與工作環境匹配論 
 (THEORY OF VOCATIONAL PERSONALITIES IN 

WORK ENVIRONMENT ) JOHN L. HOLLAND (1980’S) 

6 Types 

 Realistic (實用型) 

 Investigative (探究型) 

 Artistic (藝術型) 

 Social  (社會型) 

 Enterprising (企業型) 

 Conventional (傳統型) 



性格類別與工作環境匹配論 

 (THEORY OF VOCATIONAL PERSONALITIES IN 

WORK ENVIRONMENT ) JOHN L. HOLLAND (1980’S) 

Social 

Conventional 

Artistic  

Investigative 

Realistic 

Enterprising 



性情與工作性質是否相稱？ 

你屬於那一類型的人？ 

你的性情與甚麼工作性質較相配？ 

你的核心技能與你的理想工作在那方
面相配？ 

 



SELF-DIRECTED SEARCH (SDS) 

 http://www.self-directed-search.com/ 

 http://personality-testing.info/tests/RIASEC.php 

 http://yen.hkfyg.org.hk/page.aspx?corpname=yen&i

=2908 

 https://www.onetonline.org/ 

 

http://www.self-directed-sear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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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yen.hkfyg.org.hk/page.aspx?corpname=yen&i=2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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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自己－認清世界的需求 

 

根據自己對世界的異像來行動 

 異像的建構，來自個人讀經心得，並以聖靈對我們

內心做的見證為支持 

你在哪裡看見世界的殘缺與需求？ 

哪些事情觸及你心深處，呼召你有所
行動？ 

你渴望怎樣回應？ 

回應世界需要的七種角色（羅十二6－
8）：先知、執事、教師、勸化人、施捨人、
治理人、憐憫人 



我的名字 



召命的真諦~為你也為他人  

神呼召你去的地方，就在
你最深的歡愉與世界最深
的飢渴交會之處。 

Frederick Buechner 



譚沛泉：認識自我不
應使我們自誇，也不
是自責與自憐，乃是
使我們謙遜而冒險的
對主說：主，我願跟
從你，以你的心為心
地生活。 



實踐召命的挑戰 
  

               認識自己     

                                 忠於自己 



忠於自己 

除去愧疚、比較！ 

需要勇氣！ 



忠於自己的勇氣 

勇氣來自於誠實面對自己的恐懼  

擁抱召命必然牽涉冒險，必須有勇氣接受這
項挑戰。這份勇氣其實深植於一個信念，就
是我們真的認識自己，我們所希望的就是展
現出神要我們成為的樣式，並不渴望扮演其
他人的角色。自我認定當然不可能百分百清
楚透澈，但我們卻能夠以堅持勇氣和表裡一
致作為認識自己的目標。 

(呼召與勇氣，p149, 153) 



認識自己、忠於自己 

忠於神所造的自己、
神所賜的性情與才
幹，也就是坦誠面
對神。 

 



忠於自己 

 

 

 

 

 

 

 

 

 

 

 

 

 

 

 

 

 

 

 

只要忠於自己(肯定我是獨特的創造，肯定上
帝按我們本相愛我們)，就是榮耀上帝        

Kim Gaines Eckert：《不必完美仍能完全》 



召命觀 
PAUL STEV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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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STEVENS：召命重點思想 

召命是以神為中心 (God-centered)，
我們是回應祂的呼召  

召命是擁抱生命的全部，而非只為職
業發展  

召命是有關神的終極目標非我們生命
中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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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STEVENS：召命重點思想 

召命導引(Vocational guidance)是
一生的旅程 

召命導引是群體性的 

召命導引是信徒生命的核心而非次等
/輔助性  



上帝要賜給我們的，遠勝過為我們人生
的上半場、下半場角提供一個「美好的
計劃」。上帝呼召我們投生於一個奇妙
的標竿---就是上帝心中的宏圖大業：要
帶領人成為完全的人、要改變世界直到
它全然蛻變。 

 
保羅‧史蒂文斯《上帝的企管學》p272 

 



There is nothing to prove and  

nothing to protect.  

I am who I am and it's 

enough.  
--Father Richard Rohr 



回歸生命本源：認識自己，認識神 

當我們明白一個奧秘：我們蒙上帝所愛，不
因為我們做了什麼，而是因為我們
是誰這身份，是上帝告訴我們的。
如此我們就能定意愛人，像上帝愛我們一樣
。當我們以上帝的愛去愛，按上帝心意服事
，『要做什麼』和『要服是誰』的答案就變
得大不相同。(盧雲《靈心明辨》p142) 



終極目標 

我們的終極目標並非成就什麼大事，而是成為認

識耶穌、深愛耶穌、服事耶穌的兒女；我們的終

極關懷並不在於職場生涯、事工進展或個人譭譽

，而是要透過生命旅程，讓自己在基督的救恩上

有所成長，藉着生活和工作讓眾人更認識他。  

Gordan Smith 



總結 

凡事盡忠 

腳踏實地 

需堅持督定 

一步一腳印 

非以奴隸之心工作 

工作是見證上主的場景，亦是鍛鍊自己
的機會 



明辨召命是一個持續的過程 

忍耐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