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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夢才美，美夢成真！
If you can have a dream, you can make it!

心中沒有夢想的人，容易感到沮喪。

沒有夢想，人生就了無生趣
沒有夢想，人生就沒有方向、沒有專注的焦點
沒有夢想，人就沒有紀律及堅持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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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戰之必要

不要懼怕，要剛強壯膽

質疑之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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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什麼我必須有夢想

夢想賦予生命意義，生活有價值

無趣是因人生沒有具體的目標

目的

激發你作更大的夢，喚起我們對此事

的覺醒！



Why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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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概念

如旅遊般，說出旅遊地點，否則無法到達目的地
（方向）

夢想是在紀律之前，紀律是夢想的結果（紀律）

有焦點，才能聚焦，專注力在於有夢想（專注的
焦點）

勇者，是一個為夢想著迷的人（勇氣）

始終如一，夢想就是看到未來的自己（宣告前後
一致）



#2 為什麼仇敵要打擊你的夢想？

要繼續不斷保有夢想，不論面對多大

的阻礙，不要停止夢想

夢想具有更新和更高的意境

秘訣：繼續作夢，並熱愛你的夢



#3 爭戰之必要

為夢想而爭是無疑的，激戰是必要的。

沒有人能在沒有爭戰的情況下，一生得著佳評
或信心。

不懼怕爭戰；爭戰是必須，停止逃避。

一生最糟糕的成就在於什麼都沒做，這是如同
地獄般的感覺。



#4 不要懼怕，要剛強壯膽

不要懼怕，要剛強壯膽

在這場實現夢想的爭戰中，控制負面的

話語

每個人都有自己人生狂想曲─

登峰造極之作！
I am not crazy, I am just not you!



#5 質疑之不可避免

你所要做的就是站對位置，聆聽內在

的聲音，回答任何有關你夢想的質疑。

奇蹟＝困難＋不可能

信心產生力量

相信不可能的任務都可一一達成



#6 否決之必然

◼ 當別人否決你的夢想時，繼續保持專注！

◼ 只要夢想是自己的，由內在聲音而來的，

就要緊緊抓住

◼ 忠心看守你的夢；勇氣是夢想的結果。

◼ 每一個偉大的夢想家都必須準備喝下被人

「否決」的苦杯

◼ 直到你為你的夢想獻上所有，你才能享受

它的回饋。



#7 夢的選擇 （1）朋友

良朋好友激發你最好的一面

向志同道合者學習智慧

與之互動會越過障礙

他們的經驗就如指南針

追隨合適的人選

需謙卑

下定決心

在等待自己的美夢成真之前，服事別

人是一份需要謙卑的工作



除去鷹架

當友誼在一個自然、真誠、神

聖的情況下告一段落，請不要

延長，有些人的出現只是為了

完成你人生的某個目的，在這

之後就不會後續發展。

遠離任何對你夢想不利的人際

關係

若你的朋友不能完成你的夢想，

就要抽離，這是一種完成夢想

的代價。



#8 夢的選擇 （2）吸收

談選擇什麼來餵養你的夢想

你看的、你聽的、你讀的

改變是由你所注目的事物來決定

如果你的夢想無法產生紀律，表示

你個人有問題，或是你的夢想本身

可疑。

你周邊的材料反應你的夢想

夢想偉大，思想也要放大



夢的選擇 （2）吸收 續

夢想選擇你每天要做的事

你每天所做的事應該被你的夢想所主導

停止做一些與你夢想互相違背的事

夢想選擇你地點

選對地點，做對的事

地點是完成夢想的一個重要因素

為了夢想而換地點；有必要改變地點你卻沒有

順從，你會發現地點將轉變過來改變你。



#9  夢想的正確思想

勝負的決定，不在於人群的呼喊或喝采，

而在我們心理。

有正確的瞭解，才能有優質的抉擇。

對自我的正確思想─現在開始以你將成

為的樣式來對待自己。

任何決策都是思想的結果，而思想是頭

腦的唯一責任。

幫助別人成功要全力以赴─對別人有正

確的思想。



夢想的正確思想 （續）

當你該做的都做了，接著就是等候上帝

做你不能做的事─盡人事，聽天命。

征服己心，勝於取城─許多夢想家，挫敗

在於體貼肉體的情慾。

與夢想隔絕，就失去方向和能力！

在你人生的法庭，你是判斷自己的法官



# 10 仇敵打擊夢想的武器

無知

無知於上帝給你的夢：認識你的命定（潛能）

無知於敵人的詭計

懶惰

夢想不能只有宣告，要知到你的夢想成為你

的工作，它才能實現

要知道如何為想要的東西付代價



仇敵打擊夢想的武器 (續）

缺乏忍耐

時間是實現夢想的主要元素

過早行動，早產的夢如同早產兒一樣，需要送進加護

病房看顧，否則性命難保。

罪與沮喪之故

缺乏委身：委身是夢想的助產士；能委身，在

面對困難時，能心甘情願地付出活力。

偉人不是演說家而是努力耕耘者

熱誠＋決心＋委身



仇敵打擊夢想的武器 (續）

夢的實現有它的時間表；唯一有資格重新得力的是「等候的

人」，等候的人可以飛得高、飛得遠，因為他們在等候的過程

中如鷹展翅上騰；等候的人「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

開車與走路，我們不喜歡紅燈與黃燈，但他們和綠燈一樣重要，

它們的存在保證我們順利抵達目的地。如果我們在連續都是綠

燈的情況下過日子，結果是很可怕的。

人生的期望就是實踐你的夢想；實踐你的夢想是根據你

與上帝的關係而定；如果你的生活不對，就不能保證你

的夢想實現。



仇敵打擊夢想的武器 (續）

缺乏資源

不是需要金錢才能有夢想，需要有與生俱來的大腦

缺乏信任

夢想不是個人事業，不能單槍匹馬實踐夢想，需要一個委身的團隊

願意接納一些值得信賴的人，必能大大提升你的夢

信任需要授與責任

信任上帝、相信自己、也信任別人─相信其他的人

不信：實踐夢想需相信不能理解的力量-「秘密」在「答案」裡

偉人不是演說家而是努力耕耘者

熱誠＋決心＋委身

懼怕：尤其在開始實踐夢想需要相信，專注避免恐懼。

恐懼阻止你去實踐夢想

恐懼使老鷹變小雞



#11 夢想的代價

只要是寶物就有價格。

成功的代價總是昂貴，又不能轉讓。

夢想好處：方向、紀律、專注、勇氣和前後一致。

如同懷孕時（有夢想時）會煩躁、噁心、嗜睡等不適

全心投入，實現夢想：若期望得到最好的結果，
就要為夢想做最好的投資；除非你奉獻所有，
否則你將得不到夢想的一切回饋。



絕不半途而廢

我撰寫《信仰與生涯規劃》一書的親身經驗

目標絕不可半途而廢

在棒球比賽裡，得分不是取決於安打的數目，

而是取決於奔回本壘的次數



#12 盼望

兩樣必修功課

相信

順服

最終評價將由你的終局而定，而非你

的起頭

上帝從來沒有停止過祂的計畫

上帝連我們的錯誤都能使用



充分做好事前準備

重點

事前準備是讓你計畫順利執行的先決

條件

方法

環境變換前考慮

想到立刻做



#13 不再逃避

活出夢想，活出你對生命的熱愛

活出自己，就真正有影響力

活出你的命定

全力以赴

對己知足，對人感恩就是幸福

人生不是忍受而是享受

喜樂與平安是獎賞



不再逃避 （續）

Dream Big-放膽作夢的勇氣

Neural Power-啟動意識的力量

Action Program-行動方案

終生雇用的年代過去，如何終生
受僱，就需自我雇用─終生學習，
隨時能微型創業。

微型創業能成功＝主動積極＋
企畫能力＋行銷能力＋提案能力



信念

相信你自己，你會知道這條人生路該
如何走下去。

走自己的路，選擇自己要的，作自己
擅長的，跟別人不一樣的！

You may not be No. 1 in every thing; but you 
must be No.1 in one thing.

你不能樣樣第一；但你一定會在一件
事上是第一！

幸運是一種喜悅，喜悅需要練習，重
複產生力量。



遵守規定

To win in other people’s ballparks, play by their rules.

對於自己無法改變的事情，不必浪費時間

如：公司學校規定、主管指示、交通規則、帳單繳費

兩個選擇：Right、Win 

Right：浪費時間，且失去信任、金錢、升遷、面子



祈求上天賜予我平靜的心

去接受不可改變的事

給我勇氣去改變可以改變的事

並賜予我智慧

去分辨此二者的不同！

--Reinhold Niebuhr

金玉良言



永遠要行動

就好像

你不可能會失敗那樣

金玉良言



唯有在達成

上帝創造我們的目的之後，

我們才能經驗到人生真正的

滿足和成功！

--Helen Peng

金玉良言



•態度致勝
•探索並發現自己的興趣
•人生顧問（mentor）
•善用生命中的偶然
•忠於自己，傾聽內在聲音的呼喚！

如何面對人生困境，
活出自己精彩的生命



Calling內在呼喚，
是來自一股「渴望去做」的動力。
這股力量無法阻擋，它是一道活生生、
充滿動能的河流，能幫助人們克服所有的困難！

如何面對人生困境，
人生總有路可走！



你有什麼非常想要實現的夢想？

你會如何落實？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們心理
運行，為要成就祂的美意。（悱立比書2：
13）

--Helen Peng

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