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心与决策  
 
 
领导工作没有成效，重心误置是其核心问题。马

太福音 23:24 中耶稣责备法利赛人，因为他们把何为重

要何为不重要的事搞混了：“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蠓虫

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太 23:24）。他们

把重心放在遵循律法和规定上。基督把重心放在他人

的属灵需要上。卓越的领导知道民众的心，他们在领

导中关注民众的灵命是否能得到 大发展。  
 
因我们都是属灵领导，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死，

而我们的终极使命就是那大使命（太 28:19-20）。我们还知道圣经很少

会为我们的某个具体工作提供一步一步的详细指示。因此，我们必须

要向神求智慧，心里有全局的观念，按照神的重心去领导，更要爱惜

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弗 5:15-17）。  
 
 

每日长进  
 
自己测试一下，看看结果。下面这个小测验（备忘录三： Million 

Leaders Mandate2003，23）是以吉米·卡拉诺与杰夫·萨尔兹曼（ Jimmy 
Calano and Jeff Salzman，美国培训机构“事业轨道 Career/Track”的创

办人）的思想为基础（ Elmore 改写， 2001， 78）。  
 
在“是”或“否”上打勾：  
 

1．你今天会为明天的工作制定计划吗？  是    否  

2．你是否在精力低下的时候做每日的杂事，在精力

旺盛的时候做有创造力的工作？  
是    否  

3．你是否尽可能赶快把不喜欢的任务先处理完？  是    否  

4．在每天开始的时候你是否会在头脑中先预览一下

这一天的工作？  
是    否  

5．你是否能很好的对付那些浪费你时间的人？  是    否  

6．你是否会对你的时间进行记录，也就是时不时地

记下你完成每天任务花了多少时间？  
是    否  

7．每次当你承诺按时完成某件事的时候，你是否总 是    否  

第 

1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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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遵守诺言？  

8．你每天是否会空出一段时间来思考、创作和计

划？  
是    否  

9．你工作的地方是否干净整洁？你需要用的东西你

是否总能找到，不浪费时间？  
是    否  

10．你是否有一个有效的文件或组织系统？  是    否  

11．你是否知道如何选择自己 有成效的工作？  是    否  

12．你是否清楚地知道你 需要优先考虑的重点是

什么？  
是    否  

 计算一下你的得分  

 
如果你回答“是”有十次以上，那么你的时间处理的非常好。  
 
如果你回答“是”有七次到九次，那么你的时间处理的还不错，

但仍需要改善。  
 
如果你回答“是”只有六次或少于六次，那么你在浪费宝贵的时

间，可能自己还不知道。  
 
现在看一看自己在哪方面需要改进。  
 

课程  11.1  圣经上对如何设置优先重点的回答  
本节目标   
11.1.1   以经文为依据，叙述并说明如何选择优先重点并保持不变。  
 

课程 11.2   80/20 的原则  
本节目标   
11.2.1   展示对“ 80/20 原则”解释和应用的熟练程度。  
 

课程 11.3  大限度利用你的时间   
本节目标   

11.3.1   叙述并解释“时间 大化”原则，确定要 大限度利用

时间应当采取哪些重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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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上对如何设置优先重点的回答  
 

 

耶稣的第一重点是什么？  
 

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

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

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

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

是为这事出来的。”（可 1:35-38）  
 
生活就是一系列的选择。甚至耶稣这位圣子每天

也做出要重要的选择来决定如何使用他的时间。他很

清楚自己在世上的事工很短暂，没有时间可浪费。在

上面的经文里，马可提醒我们说同父神亲密的关系是耶稣的第一重点。

耶稣知道私下的祷告重要性一定高于公开的事奉。尽管耶稣面对很多

请求需要他花时间来处理，但他从来没有轻看祷告的重要性。通过跪

下的双膝，耶稣每天得到力量和指引，使他可以专注在自己的使命上。 

11．1 

课 
11.1.1  
本节目标  
以 经 文 为 依
据 ， 叙 述 并
说 明 如 何 选
择 优 先 重 点
并 保 持 不
变。  

 
 1  马可福音 1:35-38 告诉你耶稣是如何开始每天生活的？  

 
基督徒的第一重点是什么？  
 

她有一个妹子名叫马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

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

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

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马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

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路 10:39-42）  
 
马利亚和马大的故事常常会被人误解。这里很清楚并不是在指责

那些辛勤做工的人，也不是在批评那些服事别人的人。这里是通过一

个直接而有力的方式提醒坐在耶稣脚前的重要性。坦率地讲，我们若

不先从我们的主那里得到教导，我们就没有任何东西去教导别人。我

们必须不断地学习他的话语。领导永远都是学习者。  
 

教会领导的第一重点是什么？   
 

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

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

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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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道为事。”（徒 6:2-4）  
 
在使徒行传二章中记载的教会建立起来后，教会领导很快发现他

们几乎被数不胜数的责任压垮了。他们实在不可能处理所有已经压在

他们身上的责任。这时，他们必须作出艰难的选择，决定他们如何使

用他们的时间。既然明白神给他们的第一任务是教导神的话语，他们

就意识到当务之急是要招募，训练并赋予他人权力去处理众多的其他

职责。他们发现埋头苦干根本没有比发展出一个领导团队来处理工作

更加重要。毕竟，当我们去发展领导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倍增的效

应，而不是简单的加添！  
 

遇到阻碍和干扰应当如何处理？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

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来 12:1）  
 
当我们有神赐下的异象时，我们就要树立起目标和路标来指引我

们进步，实现这一异象。我们划分每天活动的优先次序时，是要根据

这些活动对实现异象有何贡献来决定。评估每一项活动都要看它对既

定目标的实现有何影响。  
 
我们面对的 大干扰就是试图涉足各样对实现目标无益的活动，

从而放松了焦点。缺乏安全感会阻碍我们训练别人，派发任务给别人。

没有安全感的领导害怕别人会让他们相形见拙，把人们的好感都赢走。 
 

2  领导必须应该怎样处理会影响到他第一重点的那些阻碍和干扰？  
 

我们的目的对我们的重点有何帮助？   
 

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

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

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

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

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林前 9:24-27）  
 
卓越的领导领受神的呼召和神赐下的旨意，他们心中很踏实。他

们在事奉时总是将眼光聚集在神赐给他们的异象上。看到这异象成为

现实是他们 重要的事情。他们明白这需要每天自我约束，使他们持

定方向，奔向标杆。他们也知道梦想不会一天之内成为现实，而是需

要每天不间断地全心投入到能够产生 大果效的活动中去。即使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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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赐的领导，如果缺乏自我约束也会一事无成。才干和能力在懒人手

中只会被白白浪费。  
 

3  以经文来支持你的结论，说明你当前的事工重心以及如何保持专注于这个重

心。  
 

 

80/20 原则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

得着智慧的心。”（诗 90:12）  
 
“ 80/20 原则”教导的是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放在

重要的活动上，我们就能获得 高的回报，实际上，

如果我们完成百分之二十的 重要的优先事项，我们

就会得到想要达到的效果的百分之八十。你可以把这

个原则应用在你每天的生活中，使你的领导更加有效

率。你可以这样来看“ 80/20 原则”：在一张纸上写下

十项你每天必须要处理的任务。然后按照它们对实现

神赐给你的异象有何种程度的影响来给它们从一到十

编上号（效果 大， 有影响的活动编为一，效果 小的事项编为十）。

“ 80/20 原则”表明如果你把重点放在第一项和第二项（即表上 20%
的重点事项）上，你就会看到你所期望有关神国度事工的百分之八十

的果效。  

11．2 

课 
11.2.1   
本节目标  
展示对
“ 80/20 原
则”解释和
应用的熟练
程度。 

 
如果你在重点的选择上出现错误，那么这个原则就会对你产生反

作用－你付出百分之八十的努力，却获得百分之二十的期望果效（麦

斯威尔 1993, 19-21）。  
 
“ 80/20 原则”的例子：  

时间：  20％的时间产生 80％的果效。  
辅导：  20％的人身上花去我们 80％的时间。  
工作：  20％的辛劳带给我们 80％的满足。  
事工：  20％的事工提供 80%的成果。  
领导：  20％的人做出 80％的决定。  
同工：  20％的成员承担 80％的事工。  
引导：  20％有影响力的人是你应该花时间引导的人。  
 

4  解释有关重点这一主题的 80/20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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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80/20 原则”中学到的功课  
 
行动并不等同于成就。你的目标不应当仅仅是让自己有事可做。

要寻找 有头脑的人以及值得你花时间的地方。  
 
  在工作中要更聪明，而不是更辛苦。更聪明的做法就是做你有

能力做的事，把其他的分派给别人去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

没有做出什么成绩，这样有什么意义？  
  不是井井有条，就会痛苦不堪。如果你学会做事井井有条，那

你就会更有效率地把事情做好，这样会节省你很多时间，不用

再焦躁不安。  
  不做自我评估，就会停滞不前。要确定你离自己的目标还有怎

样的差距，这一点很重要。要在领导方面更进一层，你必须要

对当前的情况做出评估。  
  安排好重点和优先顺序。不控制自己每天的生活，就要被每天

的生活所控制！不要把每天的时间用来填补别人的要求。你要

做的不是把安排事情放在第一位，而是要去安排哪些事情是第

一位的。  
  反应和领导不是一回事。当你失去控制时，你不是在领导，你

只是在对紧急事件做出反应。如果你忘记了什么是你的终极目

标，你就会成为当前需求的奴隶。  
  要对琐事说“不”。领导必须要对琐事说“不”，这样他们才能

抽身出来投入到重大事项中。如果有人可以做，就把事情分派

给他们做！  
 
 

温和地说“不”  
 
当我们清楚自己是谁，恩赐在哪里，我们的呼召是什么的时候，

我们就能更加容易地确定何时说“是”，何时说“不”。当一项任务对

你的目标没有帮助时，你需要对它说“不”。你拒绝的方式和你决定要

拒绝是同样重要的。  
 

拒绝的是提出的想法，而不是提出想法的这个人。  
  

要确保你要让人明白你不是在拒绝他这个人，你只是对他想要让

你所做的这件事情说“不”。对他的想法要予以肯定，但要解释这个想

法同你需要完成的目标并不符合。  
 

你的回应是为了提问者的 佳利益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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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让人明白你不是在选 轻松的回应方法，你是真心想要帮

助他。向他表明由于时间限制，你实际上没有办法以他需要的那种质

量完成他要求的工作。  
  

提出其他解决方案   
 

想一个办法使这样的人可以完成其任务。表达你对他有信心，相

信他可以完成这个工作，或是找到其他人帮助他。解决问题的时候你

要给他施以援手。  
 

5  领导为什么一定要学会说“不”？  
 
 

大限度利用你的时间  
 
 

如何进行有效管理的几点提示  
 
我们的目标是要在压力更小的情况下完成更多

任务。其中一个秘诀就是将我们的思想集中在我们期

望的成果上，不要陷在各样的活动中，焦躁不安。要

训练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一次只专注在一个任务上。

下面是对如何进行有效的管理给出的几点提示：  

  列一个清单，把你想要完成的事项都写下来。 
  安排重点和优先次序。把 重要的事项放在

清单的 上面。  
  避免完美主义。要做到优秀，但要避免走完

美的极端。  
  对每件事质疑。不要因为习惯或感情的问题

而没有将日程或清单上一些该划去的事项划去。  

11．3 

课 
11.3.1 
本节目标  
叙 述 并 解 释
“ 时 间 大
化 ” 原 则 ，
确 定 要 大
限 度 利 用 时
间 应 当 采 取
哪 些 重 要 步
骤。  

  坦然对待压力。不要让压力把你击垮，要让压力推动你实现目

标。  
  避免混乱无序。混乱无序会成为你前进路上的障碍。把每样东

西放在适当的地方，这会省去你很多寻找的时间（备忘录一：

Million Leaders Mandate  2003， 26）。  
  避免拖延恶习。重要的事情先来，轻松容易的事情后做。  
  对干扰和分心事情进行控制。尽量把人们将你从主要目标上拉

开的时间降到 少。  
  对于是你的弱项的工作，请人来做。要明白作为一位领导的强

项所在，雇用员工或请有才干的人来处理你不擅长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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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日程表。把每一天安排好会节省你的时间，确定工作的优

先顺序。  
   

 6  为了避免拖延，应当按照什么顺序来制定工作清单？  
 
 

关于时间的思考  
 
神为我们创造时间，他把时间以白天黑夜的方式赐给我们。这世

界上每个人的日子长度都是一样的。我们也许可以增加我们的技能或

是我们的财富，但我们无法像约书亚一样，命令日头停住，我们无法

使日子增加那怕是时钟上的一刻。时间不断地在提醒我们不过是人而

已。就像陶匠将泥土塑造成形一样，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也在我们身上

留下他的指痕。如果没有神同我们的接触，我们和“地上的尘土”并

无太大区别（创 2:7）。  
 
时间也会用完。将来会有一日连时间也不再存在。时间也不断提

醒着我们将和永恒发生碰撞。时间不过是一个序曲，启示一个永远没

有终结的时代，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我们甚至可以说时间是永

恒当中的一个插曲。与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的永恒相比，时间很明

显有一个开始点和一个结束点。  
 
我们可以将时间投入到永恒的意义中。尽管时间是暂时的，但使

用时间的结果却有永恒的意义。时间在不断地提醒我们有选择的自由。 
 
每个人每一天都有同样多的时间。时间在不断提醒我们需要在生

命中确定出优先顺序。我们无法使一天的时间增加，但我们可以智慧

地运用每一天，达到 大的效果。  
 
浪费掉的时间无法再弥补。时间在提醒我们需要有智慧地过我们

的生活。我们要么花费时间，要么利用时间。时间要么像水一样悄悄

溜走，要么汇入有着永恒意义的事业当中。  
 
既然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不花费一些手中的时间，在我看来，

我们需要认真思考一下我们当如何作时间的管家。  
 
下面是一些行动步骤：  
 
 清点一下你是如何使用时间的。就像一个人的支票簿清楚地显示

钱都用到哪里了，当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的事件日程、记事本或每日计

划，就会看到我们的时间都用到哪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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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你的重点顺序。有一个关键问题你需要问自己：我应当把自

己的时间投入到哪方面？  
 
你有没有花时间与神在一起？你每天有没有专门把时间留出来和

神在一起？鲍伯（Bob Reccord）在他很有名的小册子《水面之下：避

开使你沉船的危险》中回顾泰坦尼克号的悲剧，告诫我们任何地方都

有冰山的存在。那些被隐藏的问题才会真正毁灭我们。鲍勃提醒我们

试探是必然的，警告说如果我们轻率对待试探，则会有悲剧性的后果。

就像有人说的那样“我们每个人离愚蠢只有一步之遥”。鲍勃让我们注

意约瑟的做法，当面对引诱的时候，他逃离试探，因此结果是“耶和

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作的尽都顺利。”（创 39:23）而大卫则是

反面榜样，面对试探他呆在那里，结果结结实实地跌倒了。如果我们

紧紧与神在一起，我们可以保持清洁的心。（Reccord 2002， 70）  
 
你有没有花时间同配偶在一起？你的日程表上有没有同配偶约会

和单独相处的时间？我诚恳地请你对你的婚姻投入充足的时间。乔

治·巴纳 George Barna（ 1992 年）发表调查结果说基督徒婚姻走向瓦

解的速度甚至比大众的离婚率还要高。  
 
你有没有留出时间同你的孩子在一起？把他们的生日、运动会、

学校和教会的职责等内容写到你的日程表上？不要等到有一天早上你

醒来时才发现自己的孩子都已长大离开家，而你却错过了他们的童年。 
 
你有没有留出时间保养你的健康？你有没有散步、跑步、运动、

或从事某种活动帮助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你有没有留出时间来进行 有影响力的投资（高回报投资），例如

设计、策划、设定目标、个人成长、指导你的核心同工，或是装备你

团队中的成员？你必须学习控制你的日程表，否则你就会被你的日程

表控制。如果你不控制日程表，别人会替你控制它。  
 
把时间 大程度利用在你的优势方面，运用你的强项，重点使用

你的恩赐和技能。不要试图把时间花费在改正你的弱点上，想要去做

一个自己本来就不是的那种人。当然，如果你缺乏约束或有消极的态

度，你必须在这些方面做出改进，因为这些弱点会破坏你想做的任何

积极的事情。  
 
找到某个人，给他权力督促你如何使用自己的时间。你需要有人

能够问你很难回答的问题，检查你是以什么优先顺序使用时间的。如

果你没有允许别人告诉你做错了，那么你可能已经开始高估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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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从基督的生活来看他是如何使用自己的时间，那么任何关

于管理时间的讨论都是不全面的。毕竟他公开事奉的时间非常有限，

他每天不得不对如何使用时间做出艰难的决定。通过对福音书的回顾，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耶稣在生命中对祷告的看重。祷告并不是一个附

言或是事后的想法。耶稣同父神的关系是他首要关注的。他的公开事

奉包括向一大群人讲道、让挨饿的人吃饱、医治疾病等等，但无可置

疑，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他十二个门徒身上，教导他们，训练他们，

装备他们，指导他们。耶稣把他大部分的时间用在他的事工伙伴身上，

特别留出时间给三个人的核心团队。约翰·麦斯威尔在《核心圈法则》

（Law of the Inner Circel）一书中讲到，“一位领导所具备的潜能决定

于那些 亲近他的人”。耶稣把他自己的心血浇在彼得、雅各和约翰身

上。他把权力分派给他们，放手让他们出去开展事工。  
 
耶稣知道要成就一个伟大的理想需要一个伟大的团队。约翰·麦

斯威尔常说：“一个伟大的梦想如果没有一个伟大的团队，那么这样的

梦想会成为梦魇！”耶稣每一天都花去大部分的时间，来建造他的领导

团队，预备他们，直到将大使命托付给他们。任何一位领导如果想要

做出有永恒意义的 大影响，就必须学会培养并带领其他领导。 主

要的时间和精力应当用在培养敬虔领导的这一优先重点上。  
 
7  本文关于时间叙述哪些事实？  

 
在阿拉伯的一个大城市里，有一间欣欣向荣的教会，忠实的信徒

超过一千人。但就在四年以前，这间教会每周参加聚会的人还不到九

十人，而且在长达九年的时间里，这个数字基本上没有变过。约在十

年前，一位年轻的牧师和他的妻子来到这间教会，他们心中洋溢着梦

想、激情和美好的期望。他们刚从神学院毕业，发展教会的异象正如

火焰一样在他们心里熊熊燃烧。  
 
这对年轻的夫妇专心爱主，辛勤地牧养做工。他们常常热切地为

教会增长祷告。他们在音乐敬拜的形式上做了一些改变，接纳从其他

国家来的有恩赐的传道人。他们也试着开展晨祷会和夜间祷告会。但

他们仍没有看到教会增长。  
 
当这位牧师离开这个城市，去邻国参加一个 EQUIP 领导会议时，

他告诉妻子说他去开会“只是想从我的教会和会众那里摆脱出来”。他

承认自己泄气了，并开始质疑自己事奉的呼召，打算从教会辞职，在

社会上找一份工作。他那个教会增长的梦想早已经磨得所剩无几了。  
 
在他听完美国讲员在黎巴嫩 EQUIP 领导会议上的开幕发言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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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了这样一个令自己吃惊的事实——他自己才是他教会中的问题，

不是他的异象问题，不是会众的问题，不是信息的问题，也不是主的

问题。他自己缺乏有效的领导能力，成为教会发展能力的瓶颈，为教

会发展设了上限。他认识到要让教会发展起来，首先他自己需要成长。

他也学到他的责任不是把教会事工全都包揽下来。他的角色应当是要

装备“外行人“，发展和培训领导。  
 
在开会的那两天，通过他人的帮助，他的领导技能开始长进，他

心中的希望又重新燃起。他也领到一些资料使他可以指导自己教会中

的其他领导。  
 
他带着更新后的异象和热情又回到他的祖国——伊斯兰。他回来

的时候做好了个人长进计划，并制定了招募、培训和委派领导的策略。

四年之后，他的教会从不到九十人剧增到一千人以上！教会每星期的

青年福音运动接触到来自于十几个阿拉伯国家的三千多位大学学生。  
 
由于这位牧师带领了十几位其他领导，其中好几位被呼召来做基

督徒事工。其中八位建立起新的教会：三间教会在约旦，四间在叙利

亚，还有一间在伊拉克的巴格达。伊拉克的这间教会现在每周末聚会

的平均人数超过一千人。  
 
一位灰心丧气的牧师当发现领导 技能可以通过教导学习到的 时

候，他找到了希望，得到帮助。他带领了更多的其他领导，现在整个

阿拉伯世界里都可以看到他带来的倍增影响。（此信息由 EQUIP 机构高

级副总裁 Doug Carter 提供。）  
 
 

确定每日优先处理的重点  
 
思考这三个重要问题（Maxwell  1993， 25-27）总是会对你的领导

事工有帮助：   
 
1.  要求：我必须要做的是什么？  
 
当你发现自己快被各样的义务和责任压倒的时候，你需要停下来，

将你必须要做的事情同你可以选择要做的事情区分开来。我们在生命

中需要承担的责任应当是我们 重要的事情，但常常你会发现你实际

上并不一定要做那么多事情，只是你选择要做那么多。只要问问这个

问题：我必须要做什么？对我来说什么是真正必要的事情？  
 
2.  结果。什么能够带来 大的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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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排我们的重点优先顺序时，问一问这个问题：什么能够为我

带来 大的果效？你应当把你的大部分时间用在你 擅长的方面。聪

明的人是不会把精力浪费在追求自己不擅长的方面。找到自己的才能

所在，充分利用你的才能。你做得哪些事情可以得到 大的果效？  
 
3.  回报。什么能够给我 大的回报？  
 

后在你安排个人重点时，也要注意到自我实现和满足感。当你

使用神给你的恩赐来做他呼召你做的事情时，你会得到从神而来的深

深的满足感。忽略你自己不想做的事情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但当你

走近神赋予你的使命时，你会深深地感到满足。对你来说，你的 大

回报在哪里？  
 
再回头思考一下“ 80/20 原则”。记住：行动并不等同于成就。请

根据你的领导优势和重点顺序回答以下问题：  
 
作为一个领导，对你来说什么活动可以产生 大的果效？  
你的哪一个领导角色为你带来 大的自我实现和满足感？  
在你身边谁有领导潜质可以让你装备他开展事工或作领导？  
在你竭力带领别人的时候，还有哪些你应当从事的重要方面？  
  



   自我测试  
 
请在 佳答案的前面画圈：  
 

1.  关于耶稣的第一重点的叙述，下列哪一项是错误的？  
a)  耶稣每天早上很早起来和父神有一个安静相处的时间。  
b)   耶稣知道私下的祷告重要性一定要高于公开的事奉。  
c)  耶稣允许别人的需要支配他的每日安排。  
d)  耶稣面对很多请求需要他花时间处理。  
 
2.  下列哪一项不是门徒选派执事的原因？  
a)  他们不知道该怎样如何管理饭食。  
b)  他们需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  
c)  他们必须决定什么才是他们利用时间的 好方式。  
d)  神的计划也包括让其他领导参与进来。  
 
3.   下列哪一项对“ 80/20 原则”的叙述不准确？   
a)  我们 20％的时间产生 80％的果效。  
b)  80％的人做出 20％的决定。  
c)  20％的人员承担 80％的事工。  
d)  领导 20％的时间应当用在咨询辅导上。  
 
4.  下列哪一项叙述不正确？  
a)  行动活动不等同于成就。   
b)  反应和领导不是一回事。   
c)  更辛苦地工作会使你学会更聪明地工作。  
d)  一位领导要么就井井有条，要么会痛苦不堪。  
 
5.  下列哪一项可以帮助领导温和地说“不”？   
a)  向这个人说“不”，稍后再对他的想法进行评估。  
b)  做出的回应是为了这人的 佳利益着想。   
c)  不要试着提出其他解决方案。  
d)  对提出的每一个想法都尽责任。  
   
6.   下列哪个选项可以帮助领导 大程度利用自己的时间？  
a)   坦然对待张力。   
b)   避免完美主义。   
c)  对要做的事情列出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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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以上选项都是。   
 
7.   下列哪个选项不会帮助领导 大程度利用自己的时间？   
a)  使用日程表。   
b)  对每件事质疑。   
c)   对于是你的强项的工作，请人来做。   
d)   多多使用行政助理。  
 
8.   下列哪一项关于时间的叙述不正确？  
a)  神创造了许多时间。  
b)  每个人能使用的时间都是一样的。  
c)   时间也会用完。   
d)   时间是暂时的，对永恒没有重要意义。  
 
9.  下列哪一项是对好好利用时间做出的行动？  
a)  清点一下你当前是如何使用时间的。    
b)  确认你的重点顺序。   
c)  留出时间用在家庭关系上。  
d)  以上三项都是利用时间的行动步骤。  
 
10.  下列哪一项体现了利用时间的 佳顺序？  
a)  神，配偶，儿女，带领，休闲。  
b)  神，带领，配偶，儿女，休闲。  
c)  带领，神，配偶，儿女，休闲。  
d)  神，配偶，带领，儿女，休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