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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11 
 By Jim Langley 
 

用腦做決定，也要用心做決定 
 

在企業界的人士都知道，生活中充滿要做決定的事。至於如何做決定，依情況而異。但是

我注意到大部分的企業做決定的時候，其實都沒有花很多時間思考。不幸的是，匆促做決

定常常使得與企業相關人的生活被影響。 

 

想一想過去一些你做過不大好的決定，當時發生了什麼事情？我曾經非常衝動做過某些決

定，沒有考慮到這會給相關人士帶來多大的影響。當時我沒有仔細思考什麼叫做壞的決

定，但是從過去的經驗當中，我的確從錯誤的策略中學到不少，也因此我明白了錯誤的決

定會導致一些超乎想像的後果。現在，做決定時，我最大的考量就是神如何看待我的行

為，以及我的決定如何會影響到其他人的生活。 

 

這不是說我們必須要測量每一個決定的可能的後果，但當我們做決定的時候，我們可以用

心、用智慧去做決定。聖經也告訴很多關於做決定的忠告。例如，詩篇 90 篇 11-12 節，

提到摩西(神人)的禱告，他宣告說：「誰曉得你怒氣的權勢？誰按著你該受的敬畏曉得你
的忿怒呢？求你指教我們怎麼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摩西非常了解

神，身為以色列人的領袖，他也從錯誤的決定中學習。 

 

在撒母耳記上 13 章 14 節當中，先知數算掃羅王所做的不明智的決定和治理。「現在你
的王位必不長久。耶和華已經尋著一個合他心意的人，立他作百姓的君，因為你沒有遵守
耶和華所吩咐你的。」在吉甲的時候，掃羅自作主張，沒有等七天，等到撒母耳來才獻

祭。很明顯地，掃羅很擔心在非力士人準備進攻的時候，他的軍隊會軍心渙散。 

 

所羅門王在箴言 23 章 15-18 節當中教導我們：「我兒，你心若存智慧，我的心也甚歡
喜。你的嘴若說正直話，我的心腸也必快樂。你心中不要忌妒罪人，只要終日敬畏耶和
華；因為至終必有善報，你的指望也不致斷絕。」對我們來說這是非常需要精通的一堂

課。敬畏神(詢問神)絕對是企業做決定時關鍵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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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書 4 章 13-16 節提醒跟隨耶穌基督的職場和專業的人士。「嗐!你們有話說：「今天
明天我們要往某城裡去，在那裡住一年，做買賣得利。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不知道。你
們的生命是什麼呢？你們原來是一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你們只當說：「主若願
意，我們就可以活著，也可以做這事，或做那事。現今你們竟以張狂誇口；凡這樣誇口都
是惡的。」對在企業職場中如何服事主，這些教導是很清楚和有幫助的。 

 

用心做決定不衝動，對一個企業是很有幫助的。主希望我們在世界上的日子，能經歷到改

變人生的事。信靠主並且依照聖經的原則行事，能幫助職場人士或是企業過更有意義的日

子。 

 

先知耶利米和以西結都預言一個新的盟約即將到來。只有當我們有一個全新的心的時候，

我們才能用新眼光來看神和其他人。這顆新的心，來自和耶穌有正確的關係。我們應該常

常禱告，尋求神能緊密地全方位參與我們個人和職場的生活。 

 
 

分享討論 
 

一  討論一下你做決定時，常常會用哪些步驟？ 

 

二、做決定的時候，你是傾向衝動性地做決定或是有條不紊地做決定？你可以回想有一次

你太快做了重要的決定或衝動性做了決定，以致於日後很後悔的嗎？如果有，請你描

述當時的情況以及後來的結果。 

 

三、對你來說，用心或用頭腦做決定是什麼意思？要持續這樣做很困難嗎？請解釋您

的答案。 

 

四、哪一段聖經經文對你做決定最有意義？為什麼，請解釋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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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想要閱讀更多關於這個主題的經文，請參考以下內容。 

 
詩篇 119 篇 9-16 節、139 篇 23-24 節 
119:9    少年人用什麼潔淨他的行為呢？是要遵行你的話！  
119:10  我一心尋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離你的命令。  
119:11  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裡，免得我得罪你。  
119:12  耶和華啊，你是應當稱頌的！求你將你的律例教訓我！  
119:13  我用嘴唇傳揚你口中的一切典章。  
119:14  我喜悅你的法度，如同喜悅一切的財物。  
119:15  我要默想你的訓詞，看重你的道路。  
119:16  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樂；我不忘記你的話。 
 
139:23  神啊，求你鑒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  
139:24  看在我裡面有什麼惡行沒有，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 
 
箴言 21 章 1-4 節 
21:1  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好像隴溝的水隨意流轉。  
21:2  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為正；惟有耶和華衡量人心。  
21:3  行仁義公平比獻祭更蒙耶和華悅納。  
21:4  惡人發達（發達：原文作燈），眼高心傲，這乃是罪。 
 
耶利米書 24 章 7 節、32 章 39-40 節 
24:7 我要賜他們認識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華。他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們的

神，因為他們要一心歸向我。」 
 
32:39 我要使他們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們永遠敬畏我，使他們和他們後世的子孫得

福樂，  
32:40 又要與他們立永遠的約，必隨著他們施恩，並不離開他們，且使他們有敬畏我

的心，不離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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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 11 章 19-20 節、36 章 26-27 節 
11:19 我要使他們有合一的心，也要將新靈放在他們裡面，又從他們肉體中除掉石

心，賜給他們肉心，  
11:20 使他們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他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們的

神。 
 
36:26 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裡面，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

心，賜給你們肉心。  
36:27  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裡面，使你們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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