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業及 
發展事業

自立



這個小組能幫助我創業或發展事業嗎?
要創業或發展事業並不容易，但你的自立小組將協助你學習到如何做明

智的事業決策。在小組聚會中，你將承諾採取具體行動，而小組將給你

新的想法和鼓勵。這個小組的目標不僅是幫助你的事業，還要幫助你更服

從主，對主有更大的信心，獲得祂在屬世和屬靈自立方面所應許的祝福。

自立小組是什麼?
自立小組有別於與教會大部分的班級、課程或工作坊。其中並無教師、

領袖或訓練者。小組成員一同學習，彼此支持和鼓勵。我們有責任彼此

敦促，執行承諾，並且一起商議來解決問題。

組員會做什麼?
在聚會中，組員承諾採取行動。我們不僅學習，亦會去做有助我們自立

的事情。我們作承諾，幫助彼此遵守承諾，回報我們的進度。由於小組

以議會的方式運作，定期且準時出席聚會很重要，而且要帶著作業本和

邁向自立之路及我的基礎︰原則、技巧、習慣兩本小冊子。每次小組聚

會約為兩小時。每天需要花一至兩小時做我們承諾要做的事情。

輔導員會做什麼?
輔導員並非求職或教學方面的專家。他們不會帶領或教導小組。他們只

負責協助小組確實按照教材所寫的內容進行。一般而言，自立專員負責

協調小組聚會，如有需要，數週後可指派組員分擔協調工作。詳情見領

袖指南及在srs.lds.org上的影片。

結業證書

出席聚會並實踐承諾的組員將符合資格，取得由後期聖徒商學院發給

的兩張證書︰一張創業證書（見第197-198頁的條件）及一張自立證書 
（見我的基礎，第29頁）。

「我們若以主的方

式，藉著彼此商議

──真正商議── 
的方式來尋求解決 
之道，那麼家庭、 
支會或支聯會的問題

便能迎刃而解。」

羅素‧培勒，和議會商

量，修訂版（2012）， 
第4頁

簡介

 



顧客

人們的購買需求是什麼?
• 了解別人為什麼買你的產品
• 了解顧客重視什麼
• 每天從顧客身上學習

成本

我可以如何控制成本?
• 降低成本
• 找到多家供應商
• 僅在可提高利潤時， 
才增加固定成本

• 明智地投資
• 明智使用四項「對」 
的要素來借貸

銷售

我要如何銷售?
• 總是升級銷售
• 時常清空庫存
• 發問、聆聽、建議
• 讓購物變得輕鬆簡單
• 達成交易

利潤

我如何能增加利潤?
• 每天寫紀錄
• 給自己支付薪資
• 每天都要有利潤

• 低價買入，高價賣出
• 切勿從事業中擅自 
挪用資金

• 運用生產性資產

成功的事業

我要如何經營我的事業?
• 把事業和個人紀錄 
分開

• 每天寫紀錄
• 先繳納什一奉獻
• 每週儲蓄
• 每天做一點改善

• 不斷學習
• 實踐基礎一書的原則
• 訂立令人振奮、可評
估的目標

• 謹慎開始，目標遠大
• 永不放棄！

事業成功藍圖
事業成功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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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輔導員的指示
聚會當日︰

• 如果有組員的聯絡資料，就發簡訊或打電話給他們。問他們是否會
來開會。請他們提早10分鐘到達並簽到。

• 準備聚會要用的資料：

◦  為每位組員準備一本作業本，以及我的基礎︰原則、技巧、習慣
小冊子。

◦  另外準備五本邁向自立之路，以防有組員並未收到這本小冊子。

◦  可能的話，準備播放影片的器材。

◦  沒有書本或影片?可在srs.lds.org取得。

聚會前30分鐘︰
• 圍著桌子放置椅子，使大家坐得近一些。

◦  開會的時候，輔導員不需要站著，也不必坐在主席位置。輔導員
不應是聚會的焦點，而是要幫助組員把注意力放在彼此身上。

聚會前10分鐘︰
• 親切地與到達的組員打招呼。認識他們的名字。
• 傳一張紙，請組員寫上他們的全名、支分會名稱及出生日期（只寫
月日，不寫年份）。

◦  小組聚會後，到srs.lds.org/report 按指示幫所有組員註冊。

◦  第一次聚會後，製作一份聯絡名單分發給組員。
• 指派一位計時員，協助小組按程序進行。請他／她按書中指示計時。

◦  例如，你看到有指示說︰「時間︰學習部分，計時60分鐘。」
計時員就用手機、手錶或其他可用的計時器計時，並在時間結

束時告知小組。然後小組可決定進行下一部分，還是要多討論

幾分鐘。

1: 我要如何創業或改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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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時︰

• 說︰「歡迎參加這個自立小組。」
• 請組員關掉手機或其他裝置。
• 接著說︰

◦  「這是一個名為『創業及發展事業』的自立小組。在座各位都是
為了創業或發展事業而來的嗎?」

◦  「永久教育基金並不提供商業貸款，但在參與這些聚會後，你能
更清楚知道你是否應該向本地的貸款機構申請借貸。」

◦  「我們將有12次聚會，每次聚會大約兩小時。我們也要每天花一
至兩小時的時間，遵守可以幫助我們找到工作的承諾。你是否

願意承諾花這些時間呢?」
• 作開會祈禱（也可唱開會詩歌）。
• 接著說︰

◦  「每次聚會，我們都將以我的基礎：原則、技巧、習慣小冊子
的一個主題開始。這本小冊子將幫助我們學習和實踐達到屬靈

與屬世自立的原則、技巧和習慣。」

◦  「再接下來的一星期裡，聖靈會給你一些靈感，
寫下這些靈感，並採取行動。當你這樣做，主就

會祝福你，並且在你的事業上施行祂的奇蹟。」

• 讀我的基礎，計時20分鐘。
• 讀我的基礎，第2頁，總會會長團的導言。完成該
小冊子中的第1項原則，然後回到作業本。

我的基礎： 
原則、技巧、 

習慣

自立

12374_265_PEF_MyFound.indd   1 2/5/15   9:51 AM

1: 我要如何創業或改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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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主的倉庫」的一份子

 時間︰ 學習部分，計時60分鐘。

 練習︰ 分三人一組。移動椅子，讓彼此面對面。
 1. 你們其中一人要告訴其他組員你的一項成就。你可以說︰ 
「我曾在任職機構獲得『最佳服務』獎」，「我去傳過教 
（或教會其他召喚）」，或「我是一個母親。」

 2. 現在，另外兩位組員要用一分鐘時間很快講出達到那項成就
所需要的技巧和能力。假如你說︰「我傳過教。」其他組員

要很快地說︰「那你很有勇氣；是好學生；是勤奮努力的人；

是領袖；社會工作者；懂得訂立目標的人；善於與人相處；是

教師；懂得計畫；不怕困難。」

 3. 每個人都練習一次。

 討論︰ 其他人說出你的才能和技巧時，你有什麼感覺?

 閱讀︰ 我們每個人所擁有的技巧和能力都是主的倉庫的一部分。

 討論︰ 閱讀右邊的經文。我們的小組能夠共同努力，為其他組員「謀利
益」嗎?

 練習︰ 我們的第一個小組行動就是花五分鐘時間為我們的小組取名。

在下面寫出小組名稱：

 

學習

「這一切都是為了

活神教會的益處，

好讓每個人能增多

他的銀子，讓每

個人再賺另外的銀

子，是的，甚至一

百倍，納入主的倉

庫，⋯⋯每個人都

要為鄰人謀利益，

且將眼睛專注於 
神的榮耀，來做 
一切的事。」

教義和聖約 
82：18-19

1: 我要如何創業或改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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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小組中會做什麼?
 閱讀︰ 我們全組會一起努力，幫助彼此創業及發展事業。我們還有一個

更遠大的目標，就是成為自立的人，為別人作更好的服務。當

我們能照顧自己，我們就更能幫助其他人。

 觀賞︰ 觀賞「撒母耳︰電腦維修」的成功故事。（如果沒有影片，則繼
續閱讀下文。）

 練習︰ 在未來12週，你將回答以下有關事業方面的問題。在這個自立小
組中，我們將一同閱讀這些有關事業的，但是可以找到答案的

問題。

週 如何創業 週 如何發展事業

1 我要如何創業或改善事業? 7 我要如何發展我的事業?

2 人們的購買需求是什麼? 8 我能投入多少資金來發展事業?

3 我要如何採購產品和訂定售價? 9 我要如何知道是否應該借款來發展事業?

4 我要如何評估我的事業是否賺錢? 10 我要如何吸引更多顧客並達成交易?

5 我要如何區隔事業與家庭的財務? 11 我要如何增加利潤?

6 我的事業發展情況如何? 12 我要如何持續改善我的事業?

 閱讀︰ 我們每週都會作承諾，採取行動，準時出席我們的聚會，並向
小組回報。當全組都一同努力時，我們將一同邁向成功！以

下是本週的問題和行動。

 閱讀︰ 本週問題──我應該在哪一方面更加努力，讓我能創業或發展
事業?

本週行動──每天用「事業成功藍圖」來了解應在哪一方面
更努力，讓我能創業或發展事業。

這次聚會接下來的時間有助我們解答這個問題並採取行動。

1: 我要如何創業或改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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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如何明智理財?
 閱讀︰ 自立包括花的錢要比賺的錢少，還要有儲蓄。儲蓄能幫助我們支

付意外的開支，或幫助我們在收入低於預期時供養自己和家

人。在這個小組中，我們承諾每週儲蓄，就算一、兩元也好。

 討論︰ 在某些地區，將錢存入銀行是個好主意，但在另外一些地區，如
高通貨膨脹或銀行不穩健的國家，就不是個好主意。在你的地

區，存錢到銀行穩當嗎?哪家銀行的存款利率最高?

 閱讀︰ 自立的另一個部分是個人沒有負債。個人借貸往往使我們花費超
過實際擁有的金錢。先知勸告我們不要負債，我們越自立時，

就會減少負債，以及還清個人負債。但是商業負債在某些情況

下可能是明智的。在這個小組中，我們將學到何時貸款有助我

們發展事業。

緊急的醫療需求往往帶來沉重的財務負擔。保險及政府保健計

劃通常有助於應付這些負擔。參加保險或政府醫療計劃是我們

邁向自立之路上重要的一步。

 討論︰ 某類保險（如健康保險及人壽保險）比較容易買到，也比其他種
類的保險有用。有些保險公司很好，有些則不誠實。在你的地

區，有哪些好的保險選項?

1: 我要如何創業或改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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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能成為一位成功企業的老闆?
 練習︰ 事業成功藍圖列出成功的企業老闆會做的事情。找一個夥伴，翻

開作業本最後一頁的事業成功藍圖。

輪流閱讀成功的企業老闆如何找出「人們

的購買需求是什麼?」這個問題的答案。

 討論︰ 事業成功藍圖如何能幫助你成為成功的企業
老闆?

 閱讀︰ 在作業本中，出現這個符號即代表這項原則
在事業成功藍圖中。

事業成功藍圖並非只會用在我們的聚會

上。我們在一週期間會不斷使用它。每逢遇

到問題或機會時，我們都可以拿出事業成功

藍圖，看看成功的企業老闆會怎樣做。

我要如何改善我的事業?
 閱讀︰ 成功的企業老闆能夠清晰地描述他們的事

業。這有助於他們注意到哪些事情可以賺錢而哪些不可以，也

幫助他們獲得其他人的幫助，例如其他企業老闆或貸款公司。

成功的企業老闆會追蹤他們的事業進展。

這週就為你的事業準備一本空白的筆記本。你將在這本筆記本

中寫下關於你的事業的想法或念頭，並且記錄你的業務交易。

我們將在聚會中和一週期間使用我們的事業筆記本。

在作業本中，看到這個符號時就提醒我們要寫在事業筆記本。

1: 我要如何創業或改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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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應如何觀察事業，對事業成功又應有何想法?
 閱讀︰ 作為這週的行動承諾的一部分，我們將學習使用事業成功藍圖來

觀察事業，並檢視事業有否遵循成功的原則。

 練習︰ 分成三人一組。移動椅子，讓彼此面對面。用事業成功藍圖，遵
循以下指示︰

 1. 找一項你們組員都知道的本地事業。然後一位組員要提出藍
圖上的問題。例如，「在這家傢俱店，你覺得店家知道顧客

的需求嗎?」或「他懂得要怎樣推銷嗎?」
 2. 其他組員花一、兩分鐘就他們對那個商家的認識以及藍圖上的
原則回答問題。例如，「是的，店家知道人們重視什麼?」或
「不，店家不太懂得怎樣順利達成交易。」

 3. 重複這個活動三至四次。
 4. 現在，談談你自己的事業。你有做成功的企業老闆該做的事
嗎?

 練習︰ 和你的夥伴翻到第13-14頁。閱讀並討論這週你會如何觀察各種
行業。

主為什麼希望我們自立?
 討論︰ 主為什麼希望我們自立?

 閱讀︰ 閱讀右邊的引文。

 討論︰ 我們為創業或發展事業所付出的努力如何能像克理斯多長老說的
具有「神聖的目的」?

 閱讀︰ 主有能力幫助我們自立。衪曾說︰「看啊，我是神；我是奇蹟之
神」（尼腓二書27：23）。當我們為了能在工作上有成就，能
夠達成自立的神聖目標而奉獻或獻納我們的努力時，主就會給

我們靈感來指引我們。當我們聆聽和服從祂的提醒，藉此表達

我們的信心時，主就會行奇蹟，使我們比倚靠自己的力量更能

發揮所長。

「獻納的意思就是將

某件事物奉獻出來作

為神聖之物，用在神

聖的目的上。」

陶德‧克理斯多， 
「獻納生活的省思」， 
2010年11月，利阿賀
拿，第16頁

1: 我要如何創業或改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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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做哪些改進?
 時間︰ 沉思部分，計時10分鐘。

 練習︰ 閱讀右邊的經文，或思考另一段經文。靜靜沉思你所學到的事
情。把你的任何感受都寫在下面或你的事業筆記本裡。

  

  

  

  

  

 

 練習︰ 這週你可做什麼來開展或改善你的事業?

將這個想法變成你的「每週事業目標」。這是你訂立的承諾。

將你的每週事業目標加到下一頁的你的承諾之中。

 討論︰ 有人想要分享他或她的每週事業目標或其他想法嗎?

沉思

「只要人類兒女 
運用對主的信心， 
主必依照祂的旨意

為他們做一切的 
事情。」

尼腓一書7：12

1: 我要如何創業或改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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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如何每天都有進度?
 時間︰ 承諾部分，計時10分鐘。

 閱讀︰ 我們每週都會選一位「行動夥伴」。這位組員將幫助我們遵守承
諾。行動夥伴在這個星期當中要互相聯絡，彼此回報進度。一

般來說，行動夥伴應為同性，但不是家人。

 練習︰ 選擇你的行動夥伴。決定你們會在什麼時間、用什麼方式互相
聯絡。

行動夥伴姓名 聯絡資料

向行動夥伴讀出每項承諾。答應你會遵守承諾！在下面簽名。

我的承諾

我會完成每天在事業成功藍圖中的活動（見第13-14頁）。

我將準備一本事業筆記本，並攜帶出席下次聚會。

我將達成我的每週事業目標︰  
 

我會執行今天在我的基礎學到的原則，並把這個原則教給我的家人。

我會增加儲蓄──就算一、兩元也好。

我會向我的行動夥伴回報。

我的簽名 行動夥伴簽名

承諾

1: 我要如何創業或改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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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如何回報進度?
 觀賞︰ 「行動及承諾」（沒有影片?閱讀第12頁。）

 練習︰ 下次聚會前，利用這個承諾表記錄你的進展。在下面的空格中，
填上「已完成」，「未完成」，或你做到的次數。

完成每天在

事業成功

藍圖中的

活動（寫

下日數）

帶一本事業

筆記本 
（已完成／

未完成）

達成每週 
事業目標 
（已完成／

未完成）

實踐基礎一

書的原則，

並教導家人

（已完成／

未完成）

增加儲蓄 
（已完成／

未完成）

向行動夥伴

回報 
（已完成／

未完成）

 閱讀︰ 要記得在邁向自立之路小冊子背面記錄你的個人開支。

 閱讀︰ 在下次小組聚會中，輔導員將在白板上畫出承諾表（如上圖）。
我們要在聚會開始前10分鐘到達，把我們的進度寫在表上。

選一位組員協調下週我的基礎主題。請他或她閱讀作業本的封

面內頁，了解輔導員要做的事。他或她要用今天輔導員所用的

同樣方式協調聚會︰

• 邀請聖靈；請組員尋求聖靈同在。
• 信任教材；不要添加內容；只須按教材內容做就可以了。
• 管理時間。
• 增加動力；享受過程！

 練習︰ 誰想取得美國猶他州鹽湖城後期聖徒商學院發給的創業證書? 
翻開第197-198頁，輪流閱讀條件。

 閱讀︰ 請一位組員作閉會祈禱。

輔導員注意事項︰

要記得為下次聚會

印製小組聯絡 
資料。

也要記得到srs.lds.
org/report幫所有 
組員註冊。

「表現一旦經過衡

量，就會有所進步。

表現一旦經過衡量 
和回報，就會突飛 
猛進。」

多馬‧孟蓀， 
IN CONFERENCE 
REPORT, Oct. 1970, 
107

1: 我要如何創業或改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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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及承諾

選擇角色並演出以下部分。

旁白1：我們相信作承諾和遵守承諾是
很重要的。我們在自立小組中所做的

一切都圍繞在作承諾及回報上。

旁白2：小組聚會結束時，我們會複習
當週要採取的行動，並簽名以示承諾。

我們也會選擇一位「行動夥伴」。行

動夥伴會在作業本上簽名表示支持。

在下次聚會前，我們每天都會聯絡行

動夥伴，回報我們的行動，以及在需

要時請求協助。

旁白3：在聚會之間，我們會在作業
本中記錄我們的進度，並且使用提供

的工具，如工作單或其他表格。如果

我們需要額外幫助，可以打電話給家

人、朋友或輔導員。

旁白4：下次聚會開始時，我們會回
報我們遵守承諾的情況。這應是讓每

個人都感到自在而且很受用的一個經

驗。在每位組員回報時，去思考作承

諾和回報進度對他們的幫助。

組員1：第一次回報遵守承諾情況時，
我感覺「很奇怪」。組員為什麼會關

心我做了什麼?後來我發現他們真的關
心。他們的關心幫助了我。

組員2：我發現我不想令我的小組失
望。所以我很努力遵守我的承諾。我

不確定我如果用其他方法，是不是也

能有這樣穩定的進展。每次聚會的回

報確實幫助了我排定優先順序。

組員3：一想到自己的自立之路，我就
很害怕，因為這是一件大事。但小組

聚會幫我把這條路拆解成一小步一小

步。我每一步都向小組回報，就這樣

有了真正的進展。我想這個成功是來

自養成了新的習慣。

回到第11頁

資源

1: 我要如何創業或改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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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如何運用事業成功藍圖?
本週期間，每天觀察、反思並沉思事業成功的原則。每天花一至兩小時參訪不

同的事業單位，進行觀察。參訪不同的事業單位時帶著你的筆記本和作業本，

運用以下的問題及事業成功藍圖（在筆記本的最後一頁）。

每日活動︰

第1天
顧客

觀察顧客買些什麼、在什麼時間購買，以及消費多少。重溫藍圖上所示的顧客原則。在這裡記
錄你的感想︰

  

  

 

第2天
銷售

那些事業經營者如何銷售他們的產品或服務?有改進之處嗎?重溫藍圖上所示的銷售原則。在
這裡記錄你的感想︰

  

  

 

第3天
成本

想想事業成本。他們如何降低成本?重溫藍圖上所示的成本原則。在這裡記錄你的感想︰

  

  

 

第4天
利潤

那些事業經營者有追蹤他們的收入或成本嗎?如果這是你的事業，你會如何追蹤你的資金? 
重溫藍圖上所示的利潤原則。在這裡記錄你的感想︰

  

  

 

1: 我要如何創業或改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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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兩天，為你事業所成就的神聖目的沉思並祈求求主祝福你的努力。當

你每天思考事業成功藍圖中的每個項目時，記錄以下感想。

每日活動︰

第5天
顧客

  

  

 

銷售

  

  

 

第6天
利潤

  

  

 

成本

  

  

 

回到第8頁

1: 我要如何創業或改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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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輔導員的指示
聚會當日︰

• 給組員發簡訊或打電話。邀請他們提早10分鐘到達，回報他們遵
守承諾的情況。

• 準備聚會要用的資料。沒有書本或者影片?請在srs.lds.org上訂購。

聚會前30分鐘︰
• 圍著桌子放置椅子，使大家坐得近一些。
• 在白板上畫出這張承諾表，寫上小組中每個人的名字（見以下範例）。

組員姓名 完成每天在

事業成功 
藍圖中的 
活動（寫下

日數）

帶一本事業

筆記本 
（已完成／

未完成）

達成每週 
事業目標 
（已完成／

未完成）

實踐基礎一

書的原則，

並教導家人

（已完成／

未完成）

增加儲蓄 
（已完成／

未完成）

向行動夥 
伴回報 

（已完成／ 
未完成）

葛莉雅 6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聚會前10分鐘︰
• 親切地與到達的組員打招呼。
• 組員到達時，請他們在白板上填寫承諾表。也提醒他們翻開第197頁，
更新他們在取得證書方面的進度。

• 指派計時員。

開始時︰

• 分發組員聯絡資料（在上次聚會中收集的）。
• 請組員關掉手機或其他裝置。
• 作開會祈禱（也可唱開會詩歌）。
• 輕聲地請遲到的組員關掉手機並填寫承諾表，小組則繼續討論。
• 讀我的基礎，計時20分鐘。
• 完成我的基礎中的第2項原則。然後回到作業本，繼續閱讀下一頁。

新！

新！

新！

2: 人們的購買需求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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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遵守承諾嗎?
 時間︰ 回報部分，計時20分鐘。

 討論︰ 閱讀右邊的引文。這一點如何適用在我們的小組?

 閱讀︰ 讓我們來回報我們遵守承諾的情況。遵守了所有承諾的組員，請
起立。（為這些遵守了所有承諾的組員鼓掌。）

現在，請各位起立。我們都應嘗試遵守我們所有的承諾。這是

自立人士其中一個重要的習慣。

我們站著的時候，一起讀出我們的主題宣言。宣言提醒我們，

我們這個小組的目的。

「我的目的就是要供應我的聖徒，因為一切事物都是我

的。」

教義和聖約104：15

我們憑著對主的信心，一起努力，成為自立的人。

 閱讀︰ 請坐。

大家都有帶事業筆記本嗎?沒有帶的組員請向其他組員借幾張
紙。這次聚會後，請準備一本筆記本，我們在日後的聚會之中

都會需要用到。

當這個符號出現時，就是

在提醒我們，現在正在討論的事情很重要，需要在事業筆記本

中寫下來。我們不用現在就寫，但是在聚會當中或該週期間，

我們應寫下有助我們創業及發展事業的事情。

 討論︰ 讓我們一起商量並幫助彼此的事業。這就是這次聚會最重要的
討論！

你從完成每天事業成功藍圖活動之中學到了什麼?這將怎樣幫
助你的事業?

你從完成每週事業目標之中學到了什麼?

在你的事業筆記本

中寫下你藉著遵守

承諾而學到的 
事情。

回報

「表現一旦經過衡

量，就會有所進

步。表現一旦經過

衡量和回報，就會

突飛猛進。」

多馬‧孟蓀， 
IN CONFERENCE 
REPORT, Oct. 1970, 
107

2: 人們的購買需求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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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人們的購買需求是什麼?
 時間︰ 學習部分，計時60分鐘。

 閱讀︰ 我們將怎樣選擇有機會成功的事業?如果我們已有自己的事業，
我們怎樣知道那是不是合適的?

這一課我們將集中於事業成功藍圖的顧客部分。

 觀賞︰ 「棍子上的事業」（沒有影片?閱讀第26頁。）

 討論︰ 你從這段影片中學到了什麼?

 閱讀︰ 本週問題──人們的購買需求是什麼?

本週行動──我將與一些企業老闆和顧客談談，然後選擇一
項可以解決顧客問題的產品或服務。

在這次聚會的餘下時間，你將學習和練習能幫助你回答這個問

題和進行這些行動的技巧。這段影片有助你由提出恰當的問題

來開始。

 觀賞︰ 「挑選對的事業」（沒有影片?閱讀第28頁。）

 閱讀︰ 讓我們來看看這幅圖，然後做下一頁的練習。

挑選對的事業

1  人們的購買需求是什麼?
顧客、產品

2  又是我能夠 
提供的?

技能、興趣、經驗

3 「入行」也不難?
競爭、供應商、 

資金

4  又可增加我的收入?
足夠的收入／利潤

適合我的事業！

2: 人們的購買需求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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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如何選擇對的事業?
 練習︰ 你考慮過哪類事業︰食品、旅遊服務、保健、維修、建築、製

造、服務，或其他?

運用前一頁圖中的四個問題來幫助你縮小選擇範圍。注意右邊

的範例。寫下一兩種你感興趣的事業類型︰

 
問旁邊的人以下各個具體的問題。寫下你的答案。

 1. 在你自己的事業或你感興趣的事業類型中，你見過哪些具體
的顧客需要?顧客會買些什麼?

  
 

 2. 你的事業可以滿足哪些需求?你擅長些什麼，或你有興趣做
什麼?

  
 

 3. 你可以輕易地開始哪種具體事業，或你可怎樣增長或改變你
現在的事業，以獲得更多利潤?想想競爭、供應商及所需的
資金。

  
 

 4. 你的事業會如何增加你的收入，讓你更能自立?你可從哪裡
獲利?

  
 

現在，列出數種你想要了解的具體事業︰

  
 

範例︰

食品、銷售

甜品或零食

適合下午或黃昏 
的便宜小吃

我喜歡烹飪

我擅長銷售

簡單的產品

創業成本低

競爭小

大量顧客

成功的企業老闆目

標遠大，但都謹慎

地開始。

流動小吃? 
冰淇淋?水果? 
有趣的東西?

2: 人們的購買需求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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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從別的企業老闆身上學到什麼?
 閱讀︰ 現在我們對自己的事業有一些想法了，接下來就要做市場調查去

驗證我們的想法並了解更多。我們將觀察不同的人、與顧客及

競爭對手交談，並試用產品。最後找出真正的需求和答案。

 觀賞︰ 「與企業老闆交談」（沒有影片?繼續閱讀。）

 練習︰ 與鄰座的組員練習你這週將向別的企業老闆提出的問題。向彼此
解釋你們自己的事業或你們想開展的事業類型。輪流介紹自己，

然後提出以下問題。給對方意見然後再試一次。

自我介紹︰你好，我是  （姓名）。請問怎樣稱呼你? 
我在上一個商業課程，我們正在嘗試了解事業怎樣才會成功。 
我可以問你一些問題嗎?

顧客需要、產品

• 你的顧客購買最多的是什麼產品?
• 為什麼你認為顧客會購買你的產品?
• 你的競爭對手是誰?是什麼令你的事業比他們的成功?

供應商、利潤

• 你從哪裡進貨?有其他供應商嗎?
• 如你每次多進一點貨，你認為能夠減低成本嗎?
• 你的價格是多少?你是怎樣訂價的?能賺錢嗎?
• 如果你加價或減價會怎樣?

銷售

• 你每天大概可以賣出多少?
• 你怎樣找新顧客?
• 地點位置有多重要?
• 你有什麼成功的關鍵?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討論︰ 所有組員都練習了至少一次後，與小組討論：你出去與別的企業
老闆交談時，你會問什麼?在這裡寫下你學到的事情︰

  
  
 

 閱讀︰ 這週每一天，你與別的企業老闆交談後，在事業筆記本裡寫下
你所學到的事情。

 觀賞︰ 看看約瑟和約翰如何展開一項新事業。觀賞「約瑟和約翰︰醫療
產品」。（沒有影片?跳到下一頁。）

2: 人們的購買需求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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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從顧客身上學到什麼?
 閱讀︰ 成功的企業老闆每天都從顧客身上學習。我們可以從觀察顧客和

與他們交談當中學習到很多事情。他們可是我們事業成敗的關

鍵。讓我們來聆聽和學習！

 觀賞︰ 「與顧客交談」（沒有影片?繼續閱讀。）

 練習︰ 與另一組員，練習你這週將向顧客提出的問題。想像對方是你的
顧客。討論以下與你的事業或事業理念有關的問題。做筆記！

然後轉換角色。給彼此有用的意見，在弱項上多加練習。

自我介紹︰你好，我是 （姓名）。請問怎樣稱呼你?我在上一
個商業課程，而我們正在學習了解顧客。我可以問你幾個問題嗎?

顧客需求、產品

• 你在這店裡買了什麼?
• 如果可以，你想這個產品有什麼改變?這家店呢?
• 你有在其他地方買過這個產品嗎?那產品比較好還是比較差? 
為什麼呢?

銷售、利潤

• 你為什麼喜歡在這裡買這個產品?
• 有什麼因素令你想多買一點?
• 價格合適嗎?如果價格較為便宜，你是否多買一點?
• 如果他們加價了，你還會買一樣多嗎?
• 店的地點重要嗎?

觀察（不要問以下問題；藉著觀察顧客找出答案。）

• 他們大部分是男性還是女性，還是兩者都有?
• 他們較年輕或是較年長?
• 他們看來是較富裕的還是較貧窮的?
• 他們在什麼時間買東西?
• 買了多少?

 閱讀︰ 這週每一天，你與顧客交談後，在事業筆記本裡寫下你所學到的
事情。

 討論︰ 你這週將問顧客什麼問題?在這裡或你的事業筆記本裡寫下你的
想法︰

  
 

成功的企業老闆 
每天都從顧客身上

學習。

2: 人們的購買需求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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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應如何利用市場調查?
 閱讀︰ 我們完成了市場調查後，就需要評估我們所了解到的事。讓我們

來練習評估的過程。

 練習︰ 選擇另一位組員與你練習。簡單地看看以下兩項事業的利潤、競
爭對手及供應商。

水果攤販 評估

售出數量（每日平均） 200份 單位／月 5,000份

售價 每份5元（平均） 銷量／月 25,000元

購買成本 每份4元（平均） 成本／月 （20,200元）

競爭 6個水果攤販 利潤 4,800元

供應商 2個供應商，距離遠

童裝 評估

售出數量（每日平均） 20件 單位／月 500件

售價 每件100元（平均） 銷量／月 50,000元

購買成本 每件80元（平均） 成本／月 （40,000元）

競爭 鄰近地區沒有 利潤 10,000元

供應商 3個供應商，距離近

 討論︰ 你會選擇哪項事業?為什麼呢?

從我們今天的討論中，你還會就這些事業或他們的顧客問什麼

問題?

 閱讀︰ 過了這週，我們將準備決定我們要做什麼事業！在這一週期間，
我們將重溫我們學到的所有內容，下次出席聚會時應該要具有

一個事業理念（新的事業或有改善的事業）。如我們已有自己

的事業，則將會決定那是否我們的最佳選擇。

2: 人們的購買需求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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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思

我可以做哪些改進?
 時間︰ 沉思部分，計時10分鐘。。

 練習︰ 閱讀右邊的經文，或思考另一段經文。靜靜沉思你所學到的事
情。把你的任何感受都寫在下面或你的事業筆記本裡。

  

  

  

  

  

 

這個星期哪個想法對你的事業最有幫助?將這個想法變成你的
每週事業目標。

將你的每週事業目標加到下一頁的你的承諾之中。

 討論︰ 有人想要分享他或她的每週事業目標或其他想法嗎?

「人類兒女若遵守

神的誡命，祂必滋

養他們，加強他

們，並提供方法，

使他們能完成祂 
命令的事。」

尼腓一書17：3

2: 人們的購買需求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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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如何每天都有進度?
 時間︰ 承諾部分，計時10分鐘。

 練習︰ 選擇你的行動夥伴。決定你們會在什麼時間、用什麼方式互相
聯絡。

行動夥伴姓名 聯絡資料

向行動夥伴讀出每項承諾。答應你會遵守承諾！在下面簽名。

我的承諾

我將觀察及訪問至少10位企業老闆及顧客。 
（見第29-30頁的問題。）

我將選擇一項新事業或決定怎樣改善我的事業。

我將達成我的每週事業目標︰  
 

我將執行今天在我的基礎學到的原則，並把這個原則教給我的家人。

我會增加儲蓄──就算一、兩元也好。

我將向我的行動夥伴回報。

我的簽名 行動夥伴簽名

承諾

2: 人們的購買需求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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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如何回報進度?
 練習︰ 下次聚會前，利用這個承諾表記錄你的進展。在下面的空格中，

填上「已完成」，「未完成」，或你做到的次數。

觀察及訪問

至少10位
老闆及顧客

（次數）

選一項新事業

或改進我的

事業的方法

（已完成／

未完成）

達成每週 
事業目標 
（已完成／

未完成）

實踐基礎一 
書的原則，

並教導家人

（已完成／

未完成）

增加儲蓄

（已完成／

未完成）

向行動 
夥伴回報 
（已完成／

未完成）

 閱讀︰ 要記得在邁向自立之路小冊子背面記錄你的個人開支。

 閱讀︰ 在下次小組聚會中，輔導員將在白板上畫出承諾表（如上圖）。
我們要在聚會開始前10分鐘到達，把我們的進度寫在表上。

選一位組員協調下週我的基礎主題。提醒他或她要依照既定的

教材，不要自行添加內容。（不知道如何協調我的基礎主題?
閱讀第11頁及封面內頁。）

請一位組員作閉會祈禱。

歡迎提出意見

請將你的想法、 
意見、建議或經驗 
寄到srsfeedback@ 
ldschurch.org。

2: 人們的購買需求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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棍子上的事業

選擇角色並演出以下部分。

場景︰三個失意的人坐在長椅上，然

後第四個人來了坐下來。

旁白︰成功的事業到底是什麼?成功的
事業實質就是幫助人們解決問題，是在

於了解顧客。如果有人有需要，而你幫

助他們、滿足他們的需要，他們會付錢

給你。這樣就很好！但是，你怎樣找出

顧客需要什麼呢?

第四人︰你好。嗯，我正嘗試創業。

你們有誰做過生意呢?

其他人︰「有啊。」「有啊。」「有

啊。」

第四人︰噢，真好。你們是做什麼生

意的呢?

第一人︰嗯，是這樣的，我很喜歡蝙

蝠，所以我賣繫在一根棍子上的蝙蝠。

就像是寵物一樣。要愛它。給它餵蒼蠅。

第四人︰真的嗎?

第一人︰嗯。

第四人︰那生意怎樣?

第一人︰嗯，不太好。大家好像不太

喜歡。而且它們有時會咬人。

第四人︰哦，那你呢?

第二人︰嗯，我廚藝不錯。

第四人︰廚藝?

第二人︰對。我有一個牛油棒的食譜。

第四人︰棒子?

第二人︰是的。將凍牛油包在玉米餅

裡。我做得真不錯的。

第四人︰那你的生意怎樣?

第二人︰我賣了幾根⋯⋯嗯，一根。

第四人︰那你呢?

第三人︰嗯，我在一天內不同的時間

觀察街上的人。然後問他們問題。看他

們買了什麼、在什麼時間買、買了多少

錢。我也與賣東西的人交談，問他們有

哪些方法行得通，哪些方法不行。我對

食品生意有興趣，因為入行容易，而且

我愛吃，又愛接觸人。

第四人︰真的嗎?這些事你都做了?

第三人︰是的，就花了數天。真的很

有趣。

第四人︰我想也是！那你了解到什麼?
續下一頁

資源

2: 人們的購買需求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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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嗯，我很驚訝。我發現下午

和黃昏，人們都想吃點方便而又不是太

貴的甜點，還要有趣──就是能讓他們

提起精神的小點，或者與家人朋友分享

的小吃。因此我試了幾款產品，並與更

多人談談這方面的事情。

第四人︰那你找到答案了嗎?

第三人︰是的。我發現在一根棍子上

插上香蕉，然後在上面放點巧克力，相

襯的那種，再在上面灑點糖碎，那麼人

們就都愛吃──特別是如果你在適當的

時間、適當的位置擺賣。

第四人︰真的嗎?

第三人︰是的，一開始數天我和朋友

就賣了400根，賺了許多錢。這真的能

滿足需求︰既簡單，又可賺錢。

第四人︰哇！那之後呢?

第三人︰我不幹了。

第四人︰不幹了?

第三人︰是的，天氣熱的時候很辛苦。

第四人︰嗯。那如果我抄襲你的構思，

你會介意嗎?

第三人︰不會，你去做吧。直接上吧。

旁述︰觀賞、發問。

了解顧客。

努力工作，賺取金錢。

嚐嚐香蕉吧！

回到第18頁

2: 人們的購買需求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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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選對的事業

輪流閱讀以下內容。

你將怎樣為自己選擇對的事業?或者，
如果你已有自己的事業，你怎樣知道那

是不是對的事業？這裡有四個關鍵問題

可幫助你作出最佳決定。

挑選對的事業

1  人們的購買需求是什麼?
顧客、產品

2  又是我能夠 
提供的?

技能、興趣、經驗

3 「入行」也不難?
競爭、供應商、 

資金

4  又可增加我的收入?
足夠的收入／利潤

適合我的事業！

（1）人們的購買需求是什麼⋯⋯（2）
我可以提供的產品，（3）又是一個我
可以挺輕易入行的事業，並且（4）可
以增加我的收入使我更能自立?

換言之，我需要基於（1）顧客和產品、
（2）我本身的技巧、興趣和經驗、 
（3）環境，包括競爭、供應商及資金，
以及（4）潛在收入及利潤，來作出決定。

這裡有一個例子。瑪利亞在餐廳及旅館

工作了好幾年，但收入不穩定。她的收

入不足以供養她的家庭。因此，在從事

服務生工作之外，她決定創業。但要做

什麼事業?

由第一個問題開始，瑪利亞記得曾聽過

不同餐廳的廚師抱怨他們找不到足夠的

高品質的新鮮雞蛋。因此她知道這是個

問題。

其次，她爸爸以前

是養雞的，她從

爸爸那裡學了一些

增加雞蛋產量的祕

訣。她也知道不容

易！第三，她不太

了解競爭的情況，

但她知道可以在她

家附近一個露天地

方開始擺賣，這樣

就不會花太多錢。第四，她知道哪些餐

廳會購入雞蛋，她計算過如果她能賣出

充足的雞蛋，就可以獲得可觀的利潤。

你能看出這四問題如何幫助她思考挑選

對的事業嗎?

但瑪利亞仍然需要更多的答案。她還需

要對她的潛在顧客、競爭對手、供應

商、訂價，甚至經營事業的技巧有更多

的了解。她可到哪裡尋求協助?她可如
何踏出下一步作出決定?

你將如何取得作出正確決定所需的資訊?
回到第18頁

2: 人們的購買需求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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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類似的事業

遵守你的承諾，到訪並觀察你想做的

事業（你的競爭對手）。他們什麼地

方做得好?什麼地方做得不好?與經營
事業的人談談。找你所在地區以外的

人談，以避免產生競爭的感覺。

利用以下問題。加上其他問題。像對

話一樣。記得表示感謝。

這週每天（星期日除外）做這件事。

在筆記本中記錄他們的答案和你所學

到的事情。

自我介紹︰你好，我是  （姓名）。請問怎樣稱呼你? 
我在上一個商業課程，我們正在嘗試了解事業怎樣才會成功。 
我可以問你一些問題嗎?

顧客需求、產品

• 你的顧客購買最多的是什麼產品?
• 為什麼你認為顧客會購買你的產品?
• 你的競爭對手是誰?你的事業有什麼獨特之處?

供應商、利潤

• 你從哪裡進貨?有其他供應商嗎?
• 如你每次多進一點貨，你認為能夠減低成本嗎?
• 你的價格是多少?你是怎樣訂價的?能賺錢嗎?
• 如果你加價或減價會怎樣?

銷售

• 你每天大概可以賣出多少?
• 你怎樣找新顧客?
• 地點位置有多重要?
• 你有什麼成功的關鍵?最大的煩惱呢?

2: 人們的購買需求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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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類似的顧客

與類似你可能開始的事業的顧客談談。

觀察他們，盡量了解他們。

利用以下問題。加上其他問題。像對

話一樣。記得表示感謝。

這週每天（星期日除外）做這件事。

在筆記本中記錄他們的答案和你所學

到的事情。

自我介紹︰你好，我是  （姓名）。請問怎樣稱呼你? 
我在上一個商業課程，而我們正在學習了解顧客。 
我可以問你幾個問題嗎?

顧客需求、產品

• 你在這店裡買了什麼?
• 如果可以，你想這個產品有哪些可以改變的?這家店呢?
• 你有在其他地方買過這個產品嗎?那個產品比較好?為什麼呢?

銷售、利潤

• 你為什麼喜歡在這裡買這個產品?
• 有什麼因素令你想多買一點?
• 價格合適嗎?如果價格較為便宜，你會否多買一點?
• 如果他們加價了，你還會買一樣多嗎?
• 店的地點重要嗎?

觀察（不要問以下問題；藉著觀察顧客找出答案。）

• 他們大部分是男性還是女性，還是兩者都有?
• 他們較年輕或是較年長?
• 他們看來是較富裕的還是較貧窮的?
• 他們在什麼時間買東西?
• 買了多少?

2: 人們的購買需求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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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輔導員的指示
聚會當日︰

• 給組員發訊息或打電話。邀請他們提早10分鐘到達，回報他們遵
守承諾的情況。

• 準備聚會要用的資料。

聚會前30分鐘︰
• 圍著桌子放置椅子，使大家坐得近一些。
• 在白板上畫出這張承諾表，寫上小組中每個人的名字（見以下範例）。

組員姓名 觀察及訪問

至少10位 
老闆及顧客 
（寫下數字）

選一項新事

業或改進 
我的事業 
的方法 

（已完成／

未完成）

達成每週 
事業目標 
（已完成／

未完成）

實踐基礎一

書的原則，

並教導家人

（已完成／

未完成）

增加儲蓄 
（已完成／

未完成）

向行動夥伴

回報 
（已完成／

未完成）

葛莉雅 15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聚會前10分鐘︰
• 親切地與到達的組員打招呼。
• 組員到達時，請他們在白板上填寫承諾表。也提醒他們翻開第197頁，
更新他們在取得證書方面的進度。

• 指派計時員。

開始時︰

• 請組員關掉手機或其他裝置。
• 作開會祈禱（也可唱開會詩歌）。
• 輕聲地請遲到的組員關掉手機並填寫承諾表，小組則繼續討論。
• 讀我的基礎，計時20分鐘。
• 完成我的基礎中的第3項原則。然後回到作業本，繼續閱讀下一頁。

3: 我要如何採購產品和訂定售價?3: 我要如何採購產品和訂定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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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遵守我的承諾嗎?
 時間︰ 回報部分，計時20分鐘。

 閱讀︰ 讓我們來回報我們的承諾的情況。遵守了所有承諾的組員，請起
立。（為這些遵守了所有承諾的組員鼓掌。）

現在，請各位起立。讓我們一同重溫我們的主題宣言︰

「我的目的就是要供應我的聖徒，因為一切事物都是我

的。」

教義和聖約104：15

我們憑著對主的信心，一起努力，成為自立的人。

 閱讀︰ 請坐。

 討論︰ 你從觀察和訪問企業老闆及顧客之中學到了什麼?這將怎樣幫助
到你的事業?

如果你還未選擇一種事業，你對事業有什麼想法?如果你剛選
擇了一種事業，你選了什麼?

如果你已有自己的事業，你選擇了作什麼改進?

你從完成每週事業目標之中學到了什麼?

回報

在你的事業筆記本中

寫下你藉著遵守承諾

而學到的事情。

3: 我要如何採購產品和訂定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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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要從事這項事業嗎?
 時間︰ 學習部分，計時60分鐘。

 觀賞︰ 「更大的卡車?」（沒有影片?閱讀第42頁。）

 閱讀︰ 如果這兩個人能用整輛卡車運載200個香瓜，計算起來是這樣︰

 售價︰ 200元（200個香瓜×1）
 買入價： -200元（200個香瓜×1）

 利潤︰ 0元

 討論︰ 用更大的卡車有幫助嗎?為什麼有?為什麼沒有?

 閱讀︰ 本週問題──我要如何採購產品和訂定售價?

本週行動──我將找出我的產品的貨源並選擇一個價格。

 閱讀︰ 在這次聚會中，我們將學習和練習幫助我
們回答這些問題，以及進行這些行動的技

巧。

 練習︰ 然後，在下週期間，你將學習如何與供應商交
談以「低買」，即以低價買入。你也將學

習如何訂價以「高賣」──即賺到利潤。

讓我們來閱讀事業成功藍圖的成本及銷售

部分。

學習

顧客

人們的購買需求是什麼?
• 了解別人為什麼買你的產品
• 了解顧客重視什麼
• 每天從顧客身上學習

成本

我可以如何控制成本?
• 降低成本
• 找到多家供應商
• 僅在可提高利潤時， 
才增加固定成本

• 明智地投資
• 明智使用四項「對」 
的要素來借貸

銷售

我要如何銷售?
• 總是升級銷售
• 時常清空庫存
• 發問、聆聽、建議
• 讓購物變得輕鬆簡單
• 達成交易

利潤

我如何能增加利潤?
• 每天寫紀錄
• 給自己支付薪資
• 每天都要有利潤

• 低價買入，高價賣出
• 切勿從事業中擅自 
挪用資金

• 運用生產性資產

成功的事業

我要如何經營我的事業?
• 把事業和個人紀錄 
分開

• 每天寫紀錄
• 先繳納什一奉獻
• 每週儲蓄
• 每天做一點改善

• 不斷學習
• 實踐基礎一書的原則
• 訂立令人振奮、可評
估的目標

• 謹慎開始，目標遠大
• 永不放棄！

事業成功藍圖
事業成功原則

3: 我要如何採購產品和訂定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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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如何獲得利潤?
 閱讀︰ 香瓜商販需要以賣香瓜賺錢。

 售價︰ 200元（200個香瓜×1）
 買入價： -200元（200個香瓜×1）

 利潤︰ 0元

有兩種方法可以獲得利潤。

 售價： 200元（200個香瓜×1）
 買入價： -100元（200個香瓜×0.5）
 利潤︰ 100元

 售價： 300元（200個香瓜×1.5）
 買入價： -200元（200個香瓜×1）

 利潤︰ 100元

有時你可以兩個方法都使用︰低價買入並且高價賣出！

 售價： 300元（200個香瓜×1.5）
 買入價： -100元（200個香瓜×0.5）
 利潤︰ 200元

 閱讀︰ 我們不能完全隨心所欲地控制售價或成本。但我們還是可以有一
定的控制。成功的企業老闆會嘗試提高售價和降低買入價。

降低買入價（你付

給供應商的價格）。

提高售價（你收取

顧客的價格）。

成功的企業老闆 
會以低價買入、 
高價賣出。

3: 我要如何採購產品和訂定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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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 你認為你所消費的店家（購買食物、燃料和衣服等）有所獲利嗎?

 閱讀︰ 以下是要低價買入、高價賣出的另一個原因。因為除了產品的成
本以外，所有事業都還有許多支出。

想想這兩個香瓜商販。假設他們學會了如何低價買入、高價賣

出，但是他們仍然有其他成本，例如運輸和工資等。看看這條

算式。

 300元 （200個香瓜×1.5）
 -100元 （200個香瓜×0.5）
 -20元 （卡車租金）
 -20元 （燃料）
 -150元 （兩人的工資）

 10元 利潤

 閱讀︰ 低價買入、高價賣出讓他們能夠收回成本、支付自己的工資，還
可以有些微利潤。這樣才開始算是一門真正的生意！

 討論︰ 如果你從事服務業，你可以做什麼來控制成本，獲得更高的利
潤呢?

我可如何減低成本?
 觀賞︰ 「不要結束你的事業」，（第一及第二部分）（沒有影片?閱讀

第43頁。）

 討論︰ 你會怎樣做?你應該要有多少個供應商?

3: 我要如何採購產品和訂定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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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應如何與供應商合作?
 閱讀︰ 與我們的供應商交談至為關鍵。

 觀賞︰ 「與供應商交談」（沒有影片?繼續閱讀。）

 閱讀︰ 這週與可為你供應產品或產品原料的人談談。如果你提供的是服
務，與將幫助提供你服務的人談談。在你的事業筆記本中寫下

你學到的事情。

 練習︰ 與你的夥伴練習這週你將會問供應商的問題。向你的夥伴解釋你
需要為你的事業與哪類供應商傾談。輪流發問並給予有用的意

見。在你的事業筆記本中做筆記。提出可以幫助你改善事業的

具體問題。

ww

自我介紹︰你好，我是   （姓名）。請問怎樣稱呼你? 
我正在考慮創業，而我將會需要你供應的產品。 
我可以問你幾個問題嗎?

產品

• 你銷路最好的產品是什麼?
• 為什麼你認為企業老闆會購買你供應的產品?
• 你怎樣檢查品質?（嘗試觀察品質。）
• 你可以供應多少?你有產量限制嗎?

價格

• 你收費多少?你提供折扣嗎?
• 你是怎樣釐定這些價格的?
• 你認為如果你改變價格將會怎樣?

銷售、競爭

• 你會幫助買家銷售產品嗎?
• 誰購買你的產品最多?他們為何成功?
• 你的競爭對手是誰?他們有什麼獨特之處?

加上你想要問的任何問題。記得感謝他們並寫下你學到的事情！

 討論︰ 所有組員都練習了至少一次後，一同討論：

這週你與供應商傾談後，你會做什麼?你有其他問題要問他們
嗎?在這裡或你的事業筆記本裡寫下你的想法︰

  
  
 

3: 我要如何採購產品和訂定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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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應如何訂價以獲得利潤?
 閱讀︰ 每一門生意的收入都必需大於其支出。我們懂得如何與供應商交

談以低成本購入優質產品，即是以低價買入。現在，我們要怎

樣訂價，或高價賣出呢?在這週期間做這個決定的時候，我們
可能都會問︰

• 我能夠從供應商那裡爭取到的最佳價格是多少?
• 我還有哪些其他支出?（水電、其他耗材、租金等）
• 我需要給自己和其他人多少工資?
• 我可如何增值使我的產品與別不同?
• 便利、服務、友善和品質等都能增值而使我與別不同。
• 競爭對手的價格是多少?我是否可以藉著增值而收取較高價
格?

• 考慮到所有這些因素，我可以獲得多少利潤以使我的事業增
長並且成功?多就是好！

 練習︰ 與你的夥伴閱讀下文，然後討論葛麗絲的顧客可能願意付多少
錢來買水。。

葛麗絲認為她的瓶裝水的價值較高──她找到方法令她的水保持冰涼，而

且她的位置很好。她的競爭對手不提供冰水，位置也不方便。

葛麗絲的水的買入價： 每瓶5元

她的工資、運輸和送貨成本︰ 每瓶2元

競爭對手定給顧客的售價︰ 每瓶8-10元

她需要盡可能爭取最大利潤︰ 每瓶?元

告訴小組你認為葛麗絲應把她的水訂價多少錢、原因是什麼。

 討論︰ 葛麗絲如何能知道顧客願意付多少錢?

你可如何控制成本、增值，以及訂出合適的價格，以使你的事

業能夠獲得利潤?

3: 我要如何採購產品和訂定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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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做哪些改進?
 時間︰ 沉思部分，計時10分鐘。

 練習︰ 閱讀右邊的經文，或思考另一段經文。靜靜沉思你所學到的事
情。把你的任何感受都寫在下面或你的事業筆記本裡。

  
  
  
  
 

這個星期哪個想法對你的事業最有幫助?將這個想法變成你的
每週事業目標。

將你的每週事業目標加到下一頁的你的承諾之中。

 討論︰ 有人想要分享他或她的每週事業目標或其他想法嗎?

沉思

「我，尼腓，經常

上山，也經常向主

祈禱；所以，主 
向我顯示偉大 
的事。」

尼腓一書18：3

3: 我要如何採購產品和訂定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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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如何每天都有進度?
 時間︰ 承諾部分，計時10分鐘。

 練習︰ 選擇你的行動夥伴。決定你們會在什麼時間、用什麼方式互相
聯絡。

行動夥伴姓名 聯絡資料

向行動夥伴讀出每項承諾。答應你會遵守承諾！在下面簽名。

我的承諾

我將訪問至少4個供應商，並找到我的產品貨源。
（見第37頁的問題。）
   寫下你將訪問的供應商的數目︰                                         
我將定出開始時的售價。

我將達成我的每週事業目標︰                                                

我將執行今天在我的基礎學到的原則，並把這個原則教給我的家人。

我會增加儲蓄──就算一、兩元也好。

我將向我的行動夥伴回報。

我的簽名 行動夥伴簽名

承諾

3: 我要如何採購產品和訂定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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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如何回報進度?
 練習︰ 下次聚會前，利用這個承諾表記錄你的進展。在下面的空格中，

填上「已完成」，「未完成」，或你做到的次數。

訪問至少 
4個供應商 
（寫下數目）

定出我開始

時的售價 
（已完成／

未完成）

實踐基礎一

書的原則，

並教導家人

（已完成／

未完成）

增加儲蓄

（已完成／

未完成）

向行動夥伴

回報 
（已完成／

未完成）

 閱讀︰ 要記得在邁向自立之路小冊子背面記錄你的個人開支。

 閱讀︰ 選一位組員協調下週我的基礎主題。提醒他或她要依照既定的
教材，不要自行添加內容。（不知道如何協調我的基礎主題? 
閱讀第11頁及封面內頁。）

請一位組員作閉會祈禱。

歡迎提出意見

請將你的想法、 
意見、建議或經驗

寄到srsfeedback@
ldschurch.org。

3: 我要如何採購產品和訂定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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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卡車?」
輪流閱讀以下內容。

有兩個人合夥做生意。他們在一條繁

忙的路旁搭了個小攤位，合買了一台

卡車，開到農夫的果園，買了一車的

香瓜，一個一塊錢。

他們把滿載香瓜的卡車開回到路旁的

攤位，在那裡以一個一塊錢的價格出

售。

然後他們又開車到農夫的果園，再買

一車的香瓜，價錢也是一個一塊錢。

他們把這些香瓜載回攤位，再次以一

顆一塊錢的價格出售。

當他們又一次開車前往果園買香瓜時，

其中一位合夥人對另一位說︰「我們這

生意沒賺多少錢，對吧？ 」

他的夥伴回答說︰「我們是沒有賺到

什麼錢。 

「你想我們是不是需要一台更大的卡

車?」（達林‧鄔克斯，「焦點與優先
順序」，2001年7月，利阿賀拿，第
82頁）

回到第34頁

資源
3: 我要如何採購產品和訂定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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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結束你的事業

選擇角色並演出以下部分。

約瑟芬︰葛麗絲，發生了什麼事?你
看來不太開心。

葛麗絲︰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的事

業才剛開始賺到一點點錢，然後就出

了點事。

普莉西拉︰怎麼了?

葛麗絲︰賣水給我的人昨天加價了，

現在我可能要結束事業了。

普莉西拉︰真抱歉，葛麗絲。為什麼?

葛麗絲︰我的水一瓶只能賣10元。顧
客不會願意多付錢的。我原本買回來

就7元一瓶。

 售價： 10元
 買入價： -7元

 利潤︰ 3元

葛麗絲︰但是現在我的供應商要加價

到10元，無利可圖了！我該怎麼辦？

 售價： 10元
 新買入價︰ -10元

 利潤︰ 0元

普莉西拉︰你有和你的供應商談過嗎?
你是他最重要的客戶之一啊。

葛麗絲︰沒有。我覺得沒有辦法。他

的價錢就是他的價錢啊。

普莉西拉︰不對。你要去和他談談。

他要知道他將要失去一個重要客戶。

他可以改變他的價格來留住你的。你

應該時常與供應商交談，爭取能得到

的最低買入成本。

葛麗絲︰那好吧。我會試試。

約瑟芬︰你還應該有其他選擇。我認

識一個人可以以5元賣水給你。對不起
我沒有早點告訴你。我不知道你一直

以7元買入──而現在還要10元！我給
你介紹那個人。

 售價： 10元
 較佳的價格︰ -5元

 利潤︰ 5元

葛麗絲︰真的嗎 ? 啊，約瑟芬。謝
謝。請介紹我們認識。普莉西拉，也

謝謝你。我會加倍努力爭取用最低的

價格買水的。

回到第36頁

3: 我要如何採購產品和訂定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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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如何評估 

我的事業是否賺錢?
創業及 
發展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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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要如何評估我的事業是否賺錢?

給輔導員的指示
聚會當日︰

• 給組員發簡訊或打電話。邀請他們提早10分鐘到達，回報他們遵
守承諾的情況。

• 準備聚會要用的資料。

聚會前30分鐘︰
• 圍著桌子放置椅子，使大家坐得近一些。
• 在白板上畫出這張承諾表，寫上小組中每個人的名字（見以下範例）。

組員姓名 訪問至少 
4個供應商 
（寫下數目）

定出我開始 
時的售價 
（已完成／ 
未完成）

實踐基礎一 
書的原則， 
並教導家人 
（已完成／ 
未完成）

增加儲蓄 
（已完成／ 
未完成）

向行動夥伴 
回報 

（已完成／ 
未完成）

葛莉雅 6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聚會前10分鐘︰
• 親切地與到達的組員打招呼。
• 組員到達時，請他們在白板上填寫承諾表。也提醒他們翻開第197頁，
更新他們在取得證書方面的進度。

• 指派計時員。

開始時︰

• 請組員關掉手機或其他裝置。
• 作開會祈禱（也可唱開會詩歌）。
• 輕聲地請遲到的組員關掉手機並填寫承諾表，小組則繼續討論。
• 讀我的基礎，計時20分鐘。
• 完成我的基礎中的第4項原則。然後回到作業本，繼續閱讀下一頁。

4: 我要如何評估我的事業是否賺錢?



47

4: 我要如何評估我的事業是否賺錢?

我遵守承諾了嗎?
 時間︰ 回報部分，計時20分鐘。

 閱讀︰ 讓我們來回報我們遵守承諾的情況。遵守了所有承諾的組員，請
起立。（為這些遵守了所有承諾的組員鼓掌。）

現在，請各位起立。讓我們一同重溫我們的主題宣言︰

「我的目的就是要供應我的聖徒，因為一切事物都是我

的。」

教義和聖約104：15

我們憑著對主的信心，一起努力，成為自立的人。

 閱讀︰ 請坐。

 討論︰ 你從訪問供應商以找出最佳價格和貨源（低價買入）之中學到了
什麼?這將怎樣幫助你的事業?

你從訂出開始時的售價（高價賣出）之中學到了什麼?這將怎
樣幫助到你的事業?

你從完成每週事業目標之中學到了什麼? 在你的事業筆記本

中寫下你藉著遵守

承諾而學到的 
事情。

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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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要如何評估我的事業是否賺錢?

學習

我如何知道我事業的狀況是好或不好?
 時間︰ 學習部分，計時60分鐘。

 觀賞︰ 「我不知道」（沒有影片?閱讀第60頁。）

 討論︰ 如果沒有記錄，你要如何知道事業是否有利可圖?你如何知道是
否所有顧客都已付款?如何知道你的總支出?

 閱讀︰ 本週問題──我要如何評估我的事業是否賺錢?

本週行動──從今天起我將每天在日誌中詳列所有收入和支出。

在這次聚會中，我們會學習能幫助我們回答這個問題行動的技

巧。

然後，本週期間，我們將會真正追蹤我們的事業收入與支出，

看看我們是否有利潤。讓我們來閱讀事業成功藍圖的利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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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要如何評估我的事業是否賺錢?

我為什麼要保存書面紀錄?
 練習︰ 在這個練習中，不要寫下任何資料。與你的夥伴一起，花一分鐘

時間閱讀第61頁有關丹尼爾的傢俱事業。不要寫下任何資料。
然後回到這裡。

 討論︰ 嘗試憑記憶回答以下問題︰
• 他的事業這週支出了多少錢?
• 他的事業這週賺了多少錢?
• 他的事業這週的盈利或虧損是多少?

你不翻看的話能夠記得收入、支出和利潤嗎?書面紀錄有多重要?

 練習︰ 現在，與你的夥伴回到第61頁丹尼爾的傢俱事業的摘要，計算支
出、收入及利潤。企業老闆使用日誌來記錄數字會不會簡單一

些?

我如何養成保存紀錄的習慣?
 討論︰ 成功的企業老闆會每天寫紀錄。你喜歡保存紀錄嗎?你是否有保

存紀錄的習慣?有什麼阻礙你保存紀錄呢?

 閱讀︰ 有時要培養一個新的習慣並不容易，即使我們知道那是很重要
的。以下是成功保存紀錄的五個策略︰

 1. 謹記「為了什麼」──想想將會從你保存的紀錄中獲益的人，
例如你的孩子，你就會找到動力。

 2. 發展技能──要妥善保存紀錄，你可能需要一些新的技能。
我們今天的討論將有助你學習這些技能。

3. 良禽擇木而棲──益友是會幫助你做對的事情的人。損友是
讓你做錯事的人。請你身邊的人，包括你的配偶，幫助你繼

續保存紀錄。

4. 明智並偶爾運用賞罰──為保存每天紀錄而獎勵自己。
5. 善用工具──你可以想像徒手鑿井嗎?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你有什麼工具可用於保存紀錄?這次聚會稍後時間，我們
將認識一些工具。

 討論︰ 我們各人可以如何運用這些策略養成妥善保存紀錄這個重要的
習慣呢?

成功的企業老闆 
會每天寫紀錄。

保存記錄的工具

• 第55頁收支日誌
及收入表

• 帳簿
• 銷售點的筆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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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要如何評估我的事業是否賺錢?

我應如何保存收支日誌?
 閱讀︰ 收支日誌是一種常見的商業表格。我們應每天使用這種表格來記

錄業務進出的款項。

還記得「我不知道」影片中的丹尼爾嗎?他運用以下步驟開始
追蹤他的收入和支出。

 練習︰ 與你的夥伴配對表中的數字與下一頁收支日誌中的數字。

建立收支日誌的步驟

1  丹尼爾的事業現金錢箱裡有1,500元。他在一週開始的時候
將這個金額紀錄為期初餘額。

星期一

2  賣出4張椅子。他在收入欄中記錄200元。
3  在現金餘額加200元。新的餘額=1,700元。
4  交了100元租金。在支出欄中他記錄-100元。
5  在現金餘額減100元。新的餘額=1,600元。

星期二
6  給麥世維支付了500元。他在支出欄中記錄-500元。
7  在現金餘額減500元。新的餘額=1,100元。

星期三
8  賣出一套桌椅。他在收入欄中記錄400元。
9  在現金餘額加400元。新的餘額=1,500元。

星期四
10  賣出臥室傢俱。他在收入欄中記錄1,000元。
11  在現金餘額加1,000元。新的餘額=2,500元。

星期五
12  購買材料。他在支出欄中記錄-1,500元。
13  在現金餘額減1,500元。新的餘額=1,000元。

星期六
14  賣出一張桌子。他在收入欄中記錄400元。
15  在現金餘額加400元。新的餘額=1,400元。

16  這週結束時丹尼爾的事業現金錢箱裡有1,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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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要如何評估我的事業是否賺錢?

 閱讀︰ 丹尼爾每天都寫下他的收入和支出。他的收支日誌在一週完結時
就是這個樣子的。

丹尼爾的傢俱店的收支日誌：8月14至20日

日期 說明 支出 收入 現金餘額

丹尼爾的事業的期初餘額 1,500元 1

5月15日星期一 賣出4張椅子。 200 元 2 1,700元 3

5月15日星期一 支付租金 -100元 4 1,600元 5

5月16日星期二 向麥世維支付薪資 -500元 6 1,100元 7

5月17日星期三 賣出一套桌椅 400元 8 1,500元 9

5月18日星期四 賣出臥室傢俱 1,000元 10 2,500 元11

5月19日星期五 支付材料費用 -1,500元 12 1,000元 13

5月20日星期六 賣出一張桌子 400元 14 1,400 元15

丹尼爾的事業的期末餘額 1,400元 16

 討論︰ 在影片中，丹尼爾的員工麥世維說他沒領工資。這日誌可如何幫
助丹尼爾解決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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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要如何評估我的事業是否賺錢?

收入表是什麼?
 閱讀︰ 另一種重要的商業表格是收入表。還記得在活動中我們單憑記憶

計算利潤有多困難嗎?收入表就能夠幫助我們！收入表總結在
某段期間的所有交易，如一週、一個月、一季或一年。這個總

結可以告訴我們在那段時期事業是否有利可圖。

收入表會顯示︰

• 收入。
• 支出。
• 利潤（或虧損）。

 練習︰ 與你的夥伴配對表中的數字與下一頁收入表中的數字。

建立收入表的步驟

收入 1  他記錄了椅子的總銷售額200元。
2  他記錄了桌子的總銷售額400元。
3  他記錄了飯廳傢俱套裝的總銷售額400元。
4  他記錄了臥室傢俱套裝的總銷售額1,000元。
5  他將總支出加起來。這週的總收入︰2,000元。

支出 6  他記錄了租金-100元。
7  他記錄了材料費-1,500元。
8  他記錄了員工工資-500元。
9  他將總支出加起來。這週的總支出︰-2,100元。

利潤（或虧損） 10  他將收入減去支出：2,000元 - 2,100元 =-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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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要如何評估我的事業是否賺錢?

 討論︰ 對於丹尼爾的事業，這個收入表告訴了我們什麼?

這個收入表記錄了哪段時期的收入情況?

丹尼爾的事業這週有利潤嗎?

丹尼爾可否每週都像這樣經營事業?為什麼可以?為什麼不可以?

丹尼爾的傢俱店的業績收入表 
（星期一至星期六）

收入

銷售椅子 200元 1

銷售桌子 400元 2

銷售飯廳傢俱套裝 400元 3

銷售臥室傢俱套裝 1,000元 4

總收入 2,000元 5

支出

租金 -100元 6

材料 -1,500元 7

員工工資 -500元 8

總支出 -2,100元 9

利潤（或虧損） -100元 10

成功的企業老闆 
每天都要有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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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要如何評估我的事業是否賺錢?

我可如何建立收支日誌及收入表?
 閱讀︰ 要知道我們的事業是否有利潤，我們需要使用收入表。要建立收

入表，我們需要先有收支日誌。

 練習︰ 你已經看過丹尼爾如何記錄收支日誌以及使用收支日誌建立收入
表。現在，與你的夥伴一起為約瑟建立收入表。完成下一頁的

收支日誌與收入表。

 1. 為約瑟的建築事業建立收支日誌。
2. 為約瑟的建築事業建立收入表。
3. 你們嘗試建立收支日誌或收入表時如需協助，可翻到第56頁
查看答案。

 星期一 收到一項工程的50%訂金：2,000元
 星期二 支付1,500元材料費。
 星期三 工程工作。
 星期四 工程工作。
 星期五 支付另一筆材料費1,000元。
 星期六 完成工程。支付員工500元。 

收取餘款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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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要如何評估我的事業是否賺錢?

星期一至星期六的收支日誌

日期 說明 支出 收入 餘額

事業期初現金餘額 3,000元

總支出及收入

約瑟的建築事業 
收入表（星期一至星期六）

收入

總收入

支出

總支出

利潤（或虧損）

 討論︰ 對於約瑟的事業，你從他的收入表中學到了什麼?

世界各地的小型企業老闆都依賴這些表格的強大功用。你們當

中誰有保存收支日誌或收入表?如有，這樣做有什麼幫助?

 練習︰ 如果你還沒有保存紀錄，在你的事業筆記本中抄錄以上的收支
日誌和收入表。

 閱讀︰ 每天記錄你的收入與支出，並在每週完結時建立收入表。隨著你
的事業增長，每天、每週持續這樣做紀錄。第七和第八週的小

組聚會將需要用到這些事業紀錄。

 觀賞︰ 學習如何保存紀錄幫助了范吉利斯的事業增長。觀賞「范吉利
斯︰街頭魔術師」的成功故事。（沒有影片?繼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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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要如何評估我的事業是否賺錢?

星期一至星期六的收支日誌

日期 說明 支出 收入 餘額

事業期初現金餘額 3,000元

21 訂金  2,000元 5,000元

22 材料  -1,500元 3,500元

25 材料  -1,000元 2,500元

26 支付員工  -500元 2,000元

26 尾款  2,000元 4,000元

總支出及收入 4,000元

約瑟每次在日誌加入一項新紀錄時，都會計算新餘額。

1  星期一，約瑟收到訂金，這項紀錄在收入欄。
2  星期二，約瑟支付材料費的金額記錄在支出欄。

 星期三及星期四，約瑟為工程工作。
 星期五，約瑟支付另一筆材料費的金額記錄在支
出欄。

 星期六，約瑟支付給員工的金額記錄在支出欄。
完成工程後收到的金額記錄在收入欄。

約瑟的建築事業 
收入表（星期一至星期六）

收入

訂金 2,000元

尾款 2,000元

總收入 4,000元

支出

材料 -2,500元

員工工資 -500元

總支出 -3,000元

利潤（或虧損） 1,000元

工程結束後，約瑟將這些金額轉記到

收入表中，看看他從工程中賺到多少。

1

2

3

4

5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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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要如何評估我的事業是否賺錢?

「我要教導你， 
指示你當行的路︰

我要定睛在你身上 
勸戒你。」

詩篇32：8

沉思

我可以做哪些改進?
 時間︰ 沉思部分，計時10分鐘。

 練習︰ 閱讀右邊的經文，或思考另一段經文。靜靜沉思你所學到的事
情。把你的任何感受都寫在下面或你的事業筆記本裡。

  
  
  
  
 

這個星期哪個想法對你的事業最有幫助?將這個想法變成你的
每週事業目標。

將你的每週事業目標加到下一頁的你的承諾之中。

 討論︰ 有人想要分享他或她的每週事業目標或其他想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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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要如何評估我的事業是否賺錢?

承諾

我可以如何每天取得進度?
 時間︰ 承諾部分，計時10分鐘。

 練習︰ 選擇你的行動夥伴。決定你們會在什麼時間、用什麼方式互相
聯絡。

行動夥伴姓名 聯絡資料

向行動夥伴讀出每項承諾。答應你會遵守承諾！在下面簽名。

我的承諾

我將每天使用收支日誌。

我將在每週結束時建立事業收入表。

我將達成我的每週事業目標︰   

 

我會執行今天在我的基礎學到的原則，並把這個原則教給我的家人。

我會增加儲蓄──就算一、兩元也好。

我會向我的行動夥伴回報。

我的簽名 行動夥伴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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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要如何評估我的事業是否賺錢?

我要如何回報進度?
 練習︰ 在下次聚會前，用這張承諾表記錄你的進展。在下面的空格中，

填上「已完成」，「未完成」，或你做到的次數。

每天使用 
收支日誌 

（寫下日數）

建立收入表

（已完成／

未完成）

達成每週 
事業目標 
（已完成／

未完成）

實踐基礎一 
書的原則，

並教導家人

（已完成／

未完成）

增加儲蓄

（已完成／

未完成）

向行動 
夥伴回報 
（已完成／

未完成）

 閱讀︰ 要記得在邁向自立之路小冊子背面記錄你的個人開支。

 閱讀︰ 選一位組員協調下週我的基礎主題。（如不知道如何協調我的基
礎主題?請閱讀第11頁及封面內頁。）

請一位組員作閉會祈禱。

歡迎提出意見

請將你的想法、 
意見、建議或經驗

寄到srsfeedback@
ldschurc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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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要如何評估我的事業是否賺錢?

資源

我不知道！

選擇角色並演出以下部分。

第1部分

麥世維︰：丹尼爾，我來取我上星期

三工作的工資。

丹尼爾︰我不是已給你嗎?我肯定已
經給你了。

麥世維︰沒有，你還沒給。我也為另

一個人工作，他每次都會記下來的。

你有付工資給我的記錄嗎?

丹尼爾︰沒有，但我記得我已經給了。

麥世維︰沒有記下來你怎麼知道?

丹尼爾︰我想⋯⋯我不知道。

第2部分

詹姆士︰丹尼爾，見到你真好。生意

怎樣?

丹尼爾︰挺忙的。

詹姆士︰忙就好了。有利潤嗎?

丹尼爾︰有吧⋯⋯我猜。

詹姆士︰你猜?什麼意思?

丹尼爾︰嗯，我沒怎麼做紀錄。我都

在忙著造傢俱。我只是記著，希望一

切都順利。

詹姆士︰真的嗎?你不記下收入和支
出來計算盈虧?

丹尼爾︰不，我又不是會計員。我是

製作傢俱的。

詹姆士︰每位企業老闆都必須保存紀

錄。這是讓你知道事業好不好的唯一

方法。好，我再問一次。你有利潤嗎?

丹尼爾︰嗯⋯⋯我不知道。

詹姆士︰與上月相比，你多賺還是少

賺了?

丹尼爾︰我不知道。

詹姆士︰那請你，遵循我的建議，保

存紀錄，那你就會知道了。

回到第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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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要如何評估我的事業是否賺錢?

丹尼爾傢俱事業的一週概況

 閱讀︰ 閱讀以下丹尼爾的傢俱事業的範例。

藉著與競爭對手及顧客交談做了一些調查後，丹尼爾了解到 
（1）大家不喜歡金屬傢俱，因為在夏天太燙了；（2）金屬傢
俱較難製作；及（3）金屬物料比木材的成本高。他決定售賣
木製傢俱而不賣金屬傢俱。

他的顧客都愛他的產品！他賣了很多木製傢俱，感覺事業狀況

理想。

 星期一 售出4張椅子，每張50元。支付租金100元。
 星期二 支付員工500元。
 星期三 售出一套桌子和椅子，400元。
 星期四 售出臥室傢俱，1,000元。
 星期五 支付材料費1,500元。
 星期六 售出一張桌子，400元。

回到第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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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要如何評估我的事業是否賺錢?

註：

  
  
  
  
  
  
  
  
  
  
  
  
  
  
  
  
  
  
  
  
  
  
  
  
  
  
  
  
  
  
  
  
  
  
 



5
我要如何區隔事業
與家庭的財務?

創業及 
發展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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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輔導員的指示
聚會當日︰

• 給組員發簡訊或打電話。邀請他們提早10分鐘到達，回報他們遵
守承諾的情況。

• 準備聚會要用的資料。

聚會前30分鐘︰
• 圍著桌子放置椅子，使大家坐得近一些。
• 在白板上畫出這張承諾表，寫上小組中每個人的名字（見以下範
例）。

組員姓名 使用收支 
日誌（寫下

日數）

建立收入表

（已完成／

未完成）

達成每週 
事業目標 
（已完成／

未完成）

實踐基礎一

書的原則，

並教導家人

（已完成／

未完成）

增加儲蓄 
（已完成／

未完成）

向行動夥伴

回報 
（已完成／

未完成）

葛莉雅 6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聚會前10分鐘︰
• 親切地與到達的組員打招呼。
• 組員到達時，請他們在白板上填寫承諾表。也提醒他們翻開第197頁，
更新他們在取得證書方面的進度。

• 指派計時員。

開始時︰

• 請組員關掉手機或其他裝置。
• 作開會祈禱（也可唱開會詩歌）。
• 輕聲地請遲到的組員關掉手機並填寫承諾表，小組則繼續討論。
• 讀我的基礎，計時20分鐘。
• 完成我的基礎中的第5項原則。然後回到作業本，繼續閱讀下一頁。

5: 我要如何區隔事業與家庭的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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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遵守承諾了嗎?
 時間︰ 回報部分，計時20分鐘。

 閱讀︰ 讓我們來回報我們遵守承諾的情況。遵守了所有承諾的組員，
請起立。（為這些遵守了所有承諾的組員鼓掌。）

現在，請各位起立。讓我們一同重溫我們的主題宣言︰

「我的目的就是要供應我的聖徒，因為一切事物都是我

的。」

教義和聖約104：15

我們憑著對主的信心，一起努力，成為自立的人。

 閱讀︰ 請坐。

 討論︰ 你從保存收支日誌之中學到了什麼?這將怎樣幫助你的事業?

你從建立事業收入表之中學到了什麼?這將怎樣幫助到你的事業?

你從完成每週事業目標之中學到了什麼?

回報

在你的事業筆記本

中寫下你藉著遵守

承諾而學到的 
事情。

5: 我要如何區隔事業與家庭的財務?



66

我可以如何將事業和家庭都照顧好?
 時間︰ 學習部分，計時60分鐘。

 閱讀︰ 我們應該已開始為事業資金進出保存紀錄。這樣很好！但是如果
我們因個人或家庭需要而要用錢時怎麼辦?

 觀賞︰ 「不要把雞殺掉︰第一部分」（沒有影片?閱讀第76頁。）

 討論︰ 瑪利亞的兄弟希望瑪利亞從她的事業中給他一點錢。她也想幫
忙，但是這會損害甚至會摧毀她的事業。再加上她已在事業

上付出許多努力，以幫助自己自立。瑪利亞應怎麼做?

 閱讀︰ 本週問題──我如何把我的事業與家庭資金分開?

本週行動──我會把事業和家庭資金帳目分開及每天做紀錄，
也會給自己支付工資。

在這次聚會中，我們將學習幫助我們回答這個問題，以及進

行這些行動的技巧。

然後，本週期間，我們將採取實際步驟把事業和家庭財政分

開。這將為我們自己和家人帶來極大的祝福！讓我們閱讀事

業成功藍圖的事業成功部分。

學習

5: 我要如何區隔事業與家庭的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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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需要區隔事業與家庭的財務?
 觀賞︰ 「不要把雞殺掉︰第二部分」（沒有影片?閱讀第77頁。）

 討論︰ 從你在這段影片中所學到的，為何把事業與個人資金分開，以及
給自己支付工資是重要的?

 閱讀︰ 企業老闆既是老闆，也是員工。這種身份會引起一些值得思考
的問題。

我們知道按照我們的收入繳納什一奉獻會帶來極大的祝福。如

果我們分開事業資金和個人資金，計算什一奉獻就比較簡單。

謹記以下步驟：

 1. 將事業和個人資金存在不同的帳戶或地方。
 2. 我們按照從我們的事業中獲支付的個人收入（薪資或佣金）
繳納什一奉獻。

3. 事業的資金則毋須用作繳納什一奉獻。事業的資金用於事業
支出、工資及發展事業。

 討論︰ 如果有朋友或家人需要用錢，如瑪利亞的兄弟，那應該怎麼辦?

請一位組員閱讀或簡述馬太福音25：1-23十個童貞女的比喻。
有沒有一些時候是即使有人請求我們幫助，我們也不能或不應

伸出援手的?

 觀賞︰ 「不要把雞殺掉︰第一部分」（沒有影片?閱讀第78頁。）

 討論︰ 瑪利亞做得對嗎?

 閱讀︰ 成功的企業老闆不會擅自挪用事業的資金。

成功的企業老闆會

先繳納什一奉獻。

成功的企業老闆不

會擅自挪用事業的

資金。

5: 我要如何區隔事業與家庭的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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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應如何分開紀錄?
 閱讀︰ 所以，我們應如何把事業和個人資金分開呢?我們要保存分開的紀

錄！瑪利亞為她的事業的所有資金進出保存每天的紀錄。她也

為家庭的所有資金進出保存每天的紀錄。這些紀錄稱為「收支

日誌」。她保存兩份完全獨立的日誌──一份是事業資金的，

另一份是個人資金的。

貸款公司在批出貸款前，往往會要求查看事業收支日誌。如果

我們決定透過借貸來增長我們的事業，那麼妥善保存紀錄將有

助我們準備好所需的文件。

 練習︰ 看看她這份事業收支日誌的範例。注意於8月16日（瑪利亞的兄
弟向她借錢的那日），瑪利亞事業的銀行帳戶裡有3,200元。

瑪利亞的事業收支日誌：8月14至20日

日期 說明 支出 收入 現金餘額

瑪利亞的事業現金餘額 2,600元

8月14日 買入飼料 -300元 2,300元

8月15日 銷售雞蛋 500元 2,800元

8月16日 銷售雞蛋 400元 3,200元

8月17日 瑪利亞的工資 -3,000元 200元

8月18日 銷售雞蛋 600元 800元

8月19日 買入飼料 -600元 200元

8月20日 銷售雞蛋 700元 900元

瑪利亞的個人收支日誌：8月14至20日

日期 說明 支出 收入 現金餘額

瑪利亞的個人現金餘額 600元

8月14日 伙食費 -100元 500元

8月15日 治裝費 -200元 300元

8月16日 公車月票 -200元 100元

8月17日 工資 3,000元 3,100元

8月17日 什一奉獻 -300元 2,800元

8月19日 伙食費 -1,500元 1,300元

8月20日 租金 -600元 700元

 

5: 我要如何區隔事業與家庭的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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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 如果瑪利亞給她的兄弟1,000元，她的事業資金會怎樣?她能夠在
第二天給自己支付3000元工資嗎?

如果瑪利亞不從事業拿出金錢幫助有需要的家人，她應感到內

疚嗎?

看看她的事業和個人日誌，找出顯示她的工資的紀錄。你能看

出她的工資對事業來說是支出，但對她的個人資金來說是收入

嗎?

 閱讀︰ 正如我們先前所學到的，瑪利亞按照她的個人收入繳納什一奉獻
是正確的。

工資或佣金?
如果瑪利亞的事業

沒有足夠的現金供

她支付固定工資，

她可以按銷售給自

己支付佣金。

 閱讀︰ 所以，我們應如何把事業和個人資金分開呢?我們要保存分開的紀
錄！瑪利亞為她的事業的所有資金進出保存每天的紀錄。她也

為家庭的所有資金進出保存每天的紀錄。這些紀錄稱為「收支

日誌」。她保存兩份完全獨立的日誌──一份是事業資金的，

另一份是個人資金的。

貸款公司在批出貸款前，往往會要求查看事業收支日誌。如果

我們決定透過借貸來增長我們的事業，那麼妥善保存紀錄將有

助我們準備好所需的文件。

 練習︰ 看看她這份事業收支日誌的範例。注意於8月16日（瑪利亞的兄
弟向她借錢的那日），瑪利亞事業的銀行帳戶裡有3,200元。

瑪利亞的事業收支日誌：8月14至20日

日期 說明 支出 收入 現金餘額

瑪利亞的事業現金餘額 2,600元

8月14日 買入飼料 -300元 2,300元

8月15日 銷售雞蛋 500元 2,800元

8月16日 銷售雞蛋 400元 3,200元

8月17日 瑪利亞的工資 -3,000元 200元

8月18日 銷售雞蛋 600元 800元

8月19日 買入飼料 -600元 200元

8月20日 銷售雞蛋 700元 900元

瑪利亞的個人收支日誌：8月14至20日

日期 說明 支出 收入 現金餘額

瑪利亞的個人現金餘額 600元

8月14日 伙食費 -100元 500元

8月15日 治裝費 -200元 300元

8月16日 公車月票 -200元 100元

8月17日 工資 3,000元 3,100元

8月17日 什一奉獻 -300元 2,800元

8月19日 伙食費 -1,500元 1,300元

8月20日 租金 -600元 700元

 

成功的企業老闆 
會每天寫紀錄。

5: 我要如何區隔事業與家庭的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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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應如何分開我的資金?
 閱讀︰ 讓我們練習分開我們的事業和個人資金。在以下的範例中，想像

你有一項售賣飲用水的事業。

 觀賞︰ 「你的飲用水事業」（沒有影片?請繼續。）

 練習︰ 遵循以下五個步驟並利用下一頁表格，分開你的事業及個人資
金。

 1. 看看一週期間每一天的個人及事業收入與支出。
 2. 在你的事業收支日誌記錄你的事業資金。
3. 在你的個人收支日誌記錄你的個人資金。
4. 利用你的事業日誌中的資料建立你的事業收入表。
5. 利用你的個人日誌中的資料建立你的個人收入表。

翻開第79頁的答案檢查你的表格。

 討論︰ 你從這個練習之中學到什麼?如果你的表格出錯了，你知道原因
何在嗎?知道的組員可以幫助感到困惑的成員。

 閱讀︰ 成功的企業老闆會每天寫紀錄，並運用那些紀錄來作出明智的
事業決定。

雖然瑪利亞不喜歡保存紀錄，但她還是每天為她的事業和個人

資金分開做紀錄。這是經營事業的聰明做法！

而且她知道如果需要商業貸款，貸款公司將會要求查看每天紀

錄。

 觀賞︰ 看看丹尼爾如何藉著運用包括保存紀錄等的自立原則改善他的
事業。觀賞「丹尼爾及克莉絲汀娜︰雜貨店」的成功故事。 
（沒有影片?跳到下一頁。）

成功的企業老闆 
會分開事業和 
個人紀錄。

5: 我要如何區隔事業與家庭的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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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日星期一 售出100瓶水，每瓶10元。購買家庭食物用了300元。
 9月3日星期二 支付事業耗材費用800元。售出30瓶水，每瓶10元。
 9月4日星期三 支付孩子學費500元。給自己支付工資1,000元。繳納100元什一奉獻。
 9月5日星期四 支付個人租金500元。售出10份冰塊，每份10元。
 9月6日星期五 售出100瓶水，每瓶10元。支付事業費用200元。
 9月7日星期六 售出20瓶水，每瓶10元。買新衣100元。

我的事業收支：9月2日至9月7日

日期 說明 支出 收入 餘額

事業現金餘額 1,000元

總支出及收入

我的事業收入表 
（9月2日至9月7日）

收入

銷售瓶裝水

銷售冰塊

事業總收入

支出

耗材

事業費用

工資

 事業總支出

事業利潤（或虧損）
（收入 – 支出 = ）

我的個人收支：9月2日至9月7日

日期 說明 支出 收入 餘額

個人現金餘額 1,000元

總支出及收入

我的個人收入表 
（9月2日至9月7日）

收入

工資

個人總收入

支出

什一奉獻

租金

伙食費

其他

 個人總支出

利潤（或虧損）
（收入 – 支出 = ）

5: 我要如何區隔事業與家庭的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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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 我們今天已經學習有助我們成功的一些重要技巧。這週讓我們一
同努力，將這些技巧養成習慣。讓我們保存獨立的帳目和每天

記錄！

 討論︰ 有誰或什麼可能會使你難於每天把紀錄分開保存呢?你可以訂定
計畫使它比較容易實行。你可以每天在固定的時間做紀錄。你

可以將紀錄保存在特定的地方。你可以做一些提示提醒自己。

在下面寫下你的計畫。

  
  
 

我應如何介紹我的事業?
 閱讀︰ 下週我們將向小組介紹我們的事業。我們都希望能夠向他人講解

我們的事業。我們想要聽取有關我們的事業的建議。

 閱讀︰ 遵循以下指示或以你最自在的方式介紹。

三分鐘介紹我的事業──指示

第1部分 在一分鐘之內描述你的事業。

第2部分

在一分鐘之內描述一下：解答以下任何一個問題如何大大

改善了你的事業。

1. 人們的購買需求是什麼?
2. 我要如何銷售?
3. 我要如何控制成本?
4. 我要如何增加利潤?
5. 我要如何經營我的事業?

第3部分 在一分鐘之內，描述你為了持續改善事業而會做的一件

事。

 閱讀︰ 本週期間，想想你想要分享什麼。在你的事業筆記本中描述你的
事業。如果你想，可以練習向家人或朋友介紹你的事業。下週

來的時候準備好分享你的事業介紹。

5: 我要如何區隔事業與家庭的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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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做哪些改進?
 時間︰ 沉思部分，計時10分鐘。

 練習︰ 閱讀右邊的經文，或思考另一段經文。靜靜沉思你所學到的事
情。把你的任何感受都寫在下面或你的事業筆記本裡。

  
  
   
  
  
 

這個星期哪個想法對你的事業最有幫助?將這個想法變成你的
每週業務目標。

將你的每週業務目標加到下一頁的你的承諾之中。

 討論︰ 有人想要分享他或她的每週業務目標或其他想法嗎?

沉思

「靠近我，我就靠

近你們；勤勉尋求

我，就必找到我；

祈求，你們就得

到；叩門，就給 
你們開門。」

教義和聖約88：63

5: 我要如何區隔事業與家庭的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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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如何每天都有進度?
 時間︰ 承諾部分，計時10分鐘。

 練習︰ 選擇你的行動夥伴。決定你們會在什麼時間、用什麼方式互相
聯絡。

行動夥伴姓名 聯絡資料

向行動夥伴讀出每項承諾。答應你會遵守承諾！在下面簽名。

我的承諾

我將為事業和個人資金保存獨立的紀錄。

我將定期給自己支付工資或佣金，並將個人資金與事業資金分別

存放於不同地方或賬戶。

我將準備3分鐘事業介紹。

我將達成我的每週事業目標︰   
 

我將執行今天在我的基礎學到的原則，並把這個原則教給我的家人。

我會增加儲蓄──就算一、兩元也好。

我會向我的行動夥伴回報。

我的簽名 行動夥伴夥伴簽名

5: 我要如何區隔事業與家庭的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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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如何回報進度?
 練習︰ 下次聚會前，利用這個承諾表記錄你的進展。在下面的空格中，

填上「已完成」，「未完成」，或你做到的次數。

保存獨立 
的記錄 

（已完成／

未完成）

獨立從事業

資金給自

己支付工資

（已完成／

未完成）

預備事業 
介紹 

（已完成／

未完成）

達成每週 
業務目標 
（已完成／

未完成）

實踐基礎一

書的原則，

並教導家人

（已完成／

未完成）

增加儲蓄 
（已完成／

未完成）

向行動夥伴

回報 
（已完成／

未完成）

 閱讀︰ 在下次聚會中，我們將再做一次自立評估，看看我們是否變得
更為自立。我們需要攜帶邁向自立之路小冊子。

 閱讀︰ 選一位組員負責下週的我的基礎主題。（不知道如何協調我的
基礎主題?閱讀第11頁及封面內頁。）

請一位組員作閉會祈禱。

歡迎提出意見

請將你的想法、意

見、建議或經驗寄

到srsfeedback@ 
ldschurch.org。

輔導員注意事項︰

下週多帶五本 
邁向自立之路。

5: 我要如何區隔事業與家庭的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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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把雞殺掉︰第一部分

選擇角色並演出以下部分。

場景︰瑪利亞養了好幾隻雞，她可以

賣雞蛋給當地的店舖及餐廳以供養她

的家庭。瑪利亞的兄弟馬特奧到訪。

馬特奧︰瑪利亞！

瑪利亞︰嗨，馬特奧。你好嗎?

馬特奧︰挺好的。哇！看看這些雞蛋。

你的事業做得不錯嘛！

瑪利亞︰是的，我很感恩。我一直在

運用我在自行創業小組學到的事情。

我一直在遵守所有承諾，這真的有效！

主真的在祝福我們。一切的努力都得

到回報。

馬特奧︰那真好。也許我也應該參加

小組。不管怎樣，我也有些好消息！

我給我的家庭找到房子了！我們終於

可以有自來水──還有窗戶！只是我

現在錢不是很夠。要搬進去的話我需

要1,000元。這房子正正適合我的家
庭。你會幫我嗎？

瑪利亞︰馬特奧，我想幫你，或許我

可以給你1,000元，但是我就得把雞 
賣掉。

回到第66頁

5: 我要如何區隔事業與家庭的財務?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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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把雞殺掉︰第二部分

輪流閱讀以下內容。

想像你在旅館工作。你可以隨便拿旅

館的錢嗎?你的兄弟有需要就可以隨便
拿錢嗎?他們很可能會送他去坐牢！

現在，想想你自己的事業。你的事業

需要蓬勃發展，你才能遵守自立的

承諾。你的事業是主用以祝福你的工

具。如果事業成功，你將有能力造福

許多其他人。因此，你要如何保護你

的事業，使事業成功呢?你可以隨便因
個人需要就從事業中取用資金嗎?你的
兄弟或鄰居可以這樣做嗎?

關鍵是︰你和你的事業不一樣！事業

資金和個人資金必須存放在不同的地

方。你可使用不同的錢箱或獨立的銀

行帳戶。你也需為事業資金及個人資

金保存獨立的紀錄︰不同的地方和獨

立的紀錄。

但是這樣的話，你如何從事業中取出

資金供家庭開銷呢?

想想如果你為他人工作的話是怎麼做

的?那人或那事業會支付工資給你，對

嗎?又或者，如果你是個推銷員，公司
會給你佣金。你的工資或佣金就是你

的收入──然後你會按這份收入繳納

什一奉獻。其餘的就可以用於你的個

人需要，如食物或衣物──甚或幫助

你的兄弟。

作為企業老闆，你應給自己支付工資

──比如說，每週支付某個金額。如

果你的事業沒有足夠的現金支付固定

工資，你仍可以按銷售額給自己支付

佣金──即銷售額的某個百分比。不

論是哪種方式，工資或佣金都成為你

的個人收入。你須按這份收入繳納什

一奉獻。然後你可以將其餘的部分用

於食物、租金、醫藥和儲蓄。

這個簡單的步驟──把事業和個人資

金分開──將保障你和你的事業。你

的事業可以增長，繼而成功。而你將

知道你的個人帳戶中有多少可用及可

分享的資金。

回到第67頁

5: 我要如何區隔事業與家庭的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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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把雞殺掉︰第三部分

選擇角色並演出以下部分。

瑪利亞︰馬特奧，如果我把雞都賣掉

了，你知道會對我的事業有何影響，

對嗎?我就沒有雞蛋可以賣了。然後我
的事業就會倒了。我拿什麼養活我的

家庭呢?對不起。我希望你能明白，我
不能有需要就隨時從事業中拿錢。我

只給自己支付一份固定工資。其餘的

資金都用於維持事業運作和幫助事業

發展，使我們得以自立。我們變得自

立了就可以造福其他人。

馬特奧︰我明白。

瑪利亞︰但是，如果200元能幫你的
話，我可以從我的個人儲蓄中給你200
元。

馬特奧︰其實，這會很有幫助。

謝謝你，瑪利亞。

瑪利亞︰不用客氣。我很高興可以給

你一點幫助。

回到第67頁

5: 我要如何區隔事業與家庭的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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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賣水事業：答案

回到第70頁

 9月2日星期一 1  售出100瓶水，每瓶10元。 2  購買家庭食物用了300元。
 9月3日星期二 3  支付事業耗材費用800元。 4  售出30瓶水，每瓶10元。
 9月4日星期三 5  支付孩子學費500元。 6  給自己支付工資1,000元。  7  繳納什一奉獻100元。
 9月5日星期四 8  支付個人租金500元。 9  售出10份冰塊，每份10元。
 9月6日星期五 10  售出100瓶水，每瓶10元。 11  支付事業費用200元。
 9月7日星期六 12  售出20 瓶水，每瓶10元。 13  買新衣100元。

我的事業收支：9月2日至9月7日

日期 說明 支出 收入 餘額

事業現金餘額 1,000元

9月2日 售出100瓶水  1,000元 2,000元

9月3日 事業耗材  -800元 1,200元

9月3日 售出30瓶水  300元 1,500元

9月4日 工資  -1,000元 500元

9月5日 售出10份冰塊  100元 600元

9月6日 售出100瓶水 1,000元 1,600元

9月6日 事業費用  -200元 1,400元

9月7日 售出20瓶水  200元 1,600元

總支出及收入 2,000元 2,600元 1,600元

我的事業收入表 
（9月2日至9月7日）

收入

銷售瓶裝水 1 4 10 12 2,500元

銷售冰塊  100元

 事業總收入 2,600元
支出

耗材  800元

事業費用  200元

工資  1,000元

 事業總支出 2,000元
事業利潤（或虧損） 
（收入 – 支出 = ） 600元

我的個人收支：9月2日至9月7日

日期 說明 支出 收入 餘額

個人現金餘額 1,000元

9月2日 伙食費  -300元 700元

9月4日 學費  -500元 200元

9月4日 工資  1,000元 1,200元

9月4日 什一奉獻  -100元 1,100元

9月5日 租金  -500元 600元

9月7日 襯衫  -100元 500元

總支出及收入 1,500元 1,000元 500元

我的個人收入表 
（9月2日至9月7日）

收入

工資  1,000元

 個人總收入 1,000元
支出

什一奉獻  100元
租金  500元
伙食費  300元
其他  600元

 個人總支出 1,500元
個人利潤（或虧損） 
（收入 – 支出 = ） -500元

1
3

4
6

9
10

11
12

9

3
11

6

2
5
6

7
8
13

6

7
8

2
5 13

5: 我要如何區隔事業與家庭的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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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5: 我要如何區隔事業與家庭的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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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事業 

發展情況如何?
創業及 
發展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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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的事業發展情況如何?

給輔導員的指示
聚會當日︰

• 給組員發簡訊或打電話。邀請他們提早10分鐘到達，回報他們遵守
承諾的情況。

• 準備聚會要用的資料。
• 另外準備五本邁向自立之路。

聚會前30分鐘︰
• 圍著桌子放置椅子，使大家坐得近一些。
• 在白板上畫出這張承諾表，寫上小組中每個人的名字（見以下範例）。

組員姓名 保存獨立 
的紀錄 

（已完成／

未完成）

獨立從事業

資金給自己

支付工資 
（已完成／

未完成）

預備事業 
介紹 

（已完成／

未完成）

達成每週 
事業目標 
（已完成／

未完成）

實踐基礎一

書的原則，

並教導家人

（已完成／

未完成）

增加儲蓄 
（已完成／

未完成）

向行動夥伴

回報 
（已完成／

未完成）

葛莉雅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聚會前10分鐘︰
• 親切地與到達的組員打招呼。
• 組員到達時，請他們在白板上填寫承諾表。也提醒他們翻開第197頁，
更新他們在取得證書方面的進度。

• 指派計時員。

開始時︰

• 請組員關掉手機或其他裝置。
• 作開會祈禱（也可唱開會詩歌）。
• 輕聲地請遲到的組員關掉手機並填寫承諾表，小組則繼續討論。
• 讀我的基礎，計時20分鐘。
• 完成我的基礎中的第6項原則。然後回到作業本，繼續閱讀下一頁。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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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遵守承諾了嗎?
 時間︰ 回報部分，計時20分鐘。

 閱讀︰ 讓我們來回報我們遵守承諾的情況。遵守了所有承諾的組員，
請起立。（為這些遵守了所有承諾的組員鼓掌。）

現在，請各位起立。讓我們一同重溫我們的主題宣言︰

「我的目的就是要供應我的聖徒，因為一切事物都是我

的。」

教義和聖約 104：15

我們憑著對主的信心，一起努力，成為自立的人。

 閱讀︰ 請坐。

 討論︰ 你從為個人及事業資金保存獨立的紀錄之中學到了什麼?這將怎
樣幫助到你的事業?

你從給自己支付工資並將之獨立於你的事業之中學到了什麼?
這將怎樣幫助到你的事業?

你從完成每週事業目標之中學到了什麼?

在你的事業筆記 
本中，寫下你 
藉著遵守承諾 
而學到什麼。

6: 我的事業發展情況如何?

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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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企業老闆 
會每天都做一點 
改善。

我應如何描述我的事業?
 閱讀︰ 今天我們將作我們的事業介紹。我們向他人描述我們的事業時，

會學習到能幫助我們改進事業的事情。在介紹之中或之後有想

法時，讓我們在事業筆記本中寫下來。

 閱讀︰ 本週問題──我如何能向他人描述我的事業?

本週行動──我將向他人請教如何增長我的事業。

 時間︰ 為每位組員的介紹計時三分鐘。還剩下一分鐘的時候向介紹者
示意。

 閱讀︰ 我們現在要做第一個介紹了。誰想第一個做介紹?謹記，你有三
分鐘時間做介紹，然後有兩分鐘討論。

 閱讀︰ 遵循下一頁的指示。

6: 我的事業發展情況如何?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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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鐘介紹我的事業──指示

第1部分 在一分鐘之內描述你的事業。

第2部分

在一分鐘之內描述：解答以下任何一個問題如何大大改善

了你的事業。

1. 人們的購買需求是什麼?
2. 我要如何銷售?
3. 我要如何控制成本?
4. 我要如何增加利潤?
5. 我要如何經營我的事業?

第3部分 在一分鐘之內，描述你為了持續改善事業而會做的一件

事。

 時間︰ 現在，為討論計時兩分鐘。

 討論︰ 彼此發問；一起商量。幫助改進這位組員的事業。

 閱讀︰ 現在，重複這些步驟，直至每位組員都介紹過他們的事業。

6: 我的事業發展情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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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學到了什麼?
 討論︰ 成功的企業老闆會不斷學習。你從其他組員的介紹之中學到了

什麼是有助你改善你的事業的事情?

 閱讀︰ 在接下來的六次聚會中，我們將學習如何使我們的事業成長。在
下次聚會，我們須攜帶上兩週的事業收支日誌，以及我們的事

業收入表。

如果我們還未開始事業，我們將幫助其他組員完成他們的收支

日誌及事業收入表。這對我們來說會是很好的練習。

 觀賞︰ 看看菲力士如何藉著運用自立原則改善他的事業。觀賞「菲力
士︰冷藏零件」。（沒有影片?請繼續。）

我變得更自立嗎?
 閱讀︰ 我們的目標是在屬世和屬靈上自立。在工作上有成就只是這目標

的一部分而已。

 討論︰ 你在實踐和教導我的基礎原則後，發現生活上有什麼改變嗎?

 練習︰ 打開邁向自立之路小冊子，翻到空白的自立評估（在背後）。
完成各個步驟。

完成後，你有三分鐘時間沉思以下問題︰

你現在更清楚自己的開支狀況嗎?你現在可以用「經常」或
「總是」來回答這些問題嗎?你是否對你訂立為你的自立
收入的金額有更大信心?在達到你的自立收入方面，你是
否又踏前一步了?你還可以做哪些改進?

成功的企業老闆 
會不斷學習。

邁向 
自立之路

6: 我的事業發展情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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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做哪些改進?
 時間︰ 沉思部分，計時10分鐘。

 練習︰ 閱讀右邊的經文，或思考另一段經文。靜靜沉思你所學到的事
情。把你的任何感受都寫在下面或你的事業筆記本裡。

  
  
  
  
 

這個星期哪個想法對你的事業最有幫助?將這個想法變成你的
每週事業目標。

將你的每週事業目標加到下一頁的你的承諾之中。

 討論︰ 有人想要分享他或她的每週事業目標或其他想法嗎?

「勤奮尋求，一直

祈禱，要相信， 
這樣，⋯⋯所有的

事物將共同效力，

叫你們得益處。」

教義和聖約 90：24

6: 我的事業發展情況如何?

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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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如何每天都有進度?
 時間︰ 承諾部分，計時10分鐘。

 練習︰ 選擇你的行動夥伴。決定你們會在什麼時間、用什麼方式互相
聯絡。

行動夥伴姓名 聯絡資料

向行動夥伴讀出每項承諾。答應你會遵守承諾！在下面簽名。

我的承諾

下次聚會我將帶事業筆記本與收支日誌來。

我將達成我的每週事業目標︰  

 

我會執行今天在我的基礎學到的原則，並把這個原則教給我的家人。

我會增加儲蓄──就算一、兩元也好。

我會向我的行動夥伴回報。

我的簽名 行動夥伴簽名

6: 我的事業發展情況如何?

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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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如何回報進度?
 練習︰ 在下次聚會前，利用這個承諾表記錄你的進展。在下面的空格

中，填上「已完成」，「未完成」，或你做到的次數。

帶收支 
日誌來 

（已完成／

未完成）

達成每週 
業務目標 
（已完成／

未完成）

實踐基礎一

書的原則，

並教導家人

（已完成／

未完成）

增加儲蓄 
（已完成／

未完成）

向行動夥伴

回報 
（已完成／

未完成）

 閱讀︰ 選一位組員協調下週我的基礎主題。（不知道如何協調我的基礎
主題?閱讀第11頁及封面內頁。）

請一位組員作閉會祈禱。

歡迎提出意見

請將你的想法、 
意見、建議或經驗

寄到srsfeedback@ 
ldschurch.org。

6: 我的事業發展情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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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

6: 我的事業發展情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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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如何發展
我的事業?
創業及 
發展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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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要如何發展我的事業?

給輔導員的指示
聚會當日︰

• 給組員發簡訊或打電話。邀請他們提早10分鐘到達，回報他們遵
守承諾的情況。

• 準備聚會要用的資料。

聚會前30分鐘︰
• 圍著桌子放置椅子，使大家坐得近一些。
• 在白板上畫出這張承諾表，寫上小組中每個人的名字（見以下範
例）。

組員姓名 帶收支 
日誌來 

（已完成／

未完成）

達成每週 
業務目標 
（已完成／

未完成）

實踐基礎一

書的原則，

並教導家人

（已完成／

未完成）

增加儲蓄 
（已完成／

未完成）

向行動夥伴

回報 
（已完成／

未完成）

葛莉雅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聚會前10分鐘︰
• 親切地與到達的組員打招呼。
• 組員到達時，請他們在白板上填寫承諾表。也提醒他們翻開第197頁，
更新他們在取得證書方面的進度。

• 指派計時員。

開始時︰

• 請組員關掉手機或其他裝置。
• 作開會祈禱（也可唱開會詩歌）。
• 輕聲地請遲到的組員關掉手機並填寫承諾表，小組則繼續討論。
• 讀我的基礎，計時20分鐘。
• 完成我的基礎中的第7項原則。然後回到作業本，繼續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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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遵守承諾了嗎?
 時間︰ 回報部分，計時20分鐘。

 閱讀︰ 讓我們來回報我們遵守承諾的情況。遵守了所有承諾的組員，
請起立。（為這些遵守了所有承諾的組員鼓掌。）

現在，請各位起立。讓我們一同重溫我們的主題宣言︰

「我的目的就是要供應我的聖徒，因為一切事物都是我

的。」

教義和聖約 104：15

我們憑著對主的信心，一起努力，成為自立的人。

 閱讀︰ 請坐。

 討論︰ 你在你的事業上試過哪些想法?

你從嘗試這些想法之中學到什麼?

你從完成每週事業目標之中學到了什麼?

7: 我要如何發展我的事業?

回報

在你的事業筆記本

中寫下你藉著 
遵守承諾而 
學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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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麼可以幫助我的事業賺取更多金錢?
 時間︰ 學習部分，計時60分鐘。

 觀賞︰ 「單車或雞?」（沒有影片?見第102頁腳本。）

 閱讀︰ 資產是一項事業擁有具價值的東西。你可以買賣資產。例如，瑪
利亞可以買一張椅子在賣雞蛋時坐著，她也可以賣她的雞。這

些都是資產。

生產性資產能為事業賺錢。瑪利亞的母雞是生產性資產，因為

它們可以下蛋，瑪利亞可以賣出雞蛋賺取金錢。椅子也是資產，

卻不是生產性資產，因為椅子不能賺錢。因為椅子不能賺錢。

 討論︰ 成功的企業老闆會利用生產性資產使他們的事業成長。縫紉機
或單車如何能成為生產性資產?

 練習︰ 選擇一位夥伴。列出你的事業已有的生產性資產︰

  
  
  
  
  
  
  
 

 閱讀︰ 本週問題──我如何利用生產性資產來發展事業?

本週行動──我將列出我擁有的資產，並找出如何提升其生
產力。我會列出我需要的其他資產，並定出優先順序。

7: 我要如何發展我的事業?

學習

成功的企業老闆會

利用生產性資產使

他們的事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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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勤奮保管

你們所擁有的，好

使你們成為明智的

管家。」

教義和聖約 136：27

我可如何提升我的資產的生產力?
 閱讀︰ 閱讀右邊的經文。我們必須明智地運用資產。我們小心管理我們

的資產以大大增加其生產力。

 討論︰ 如果瑪利亞沒有好好管理她的生產性資產（她的雞），她的事業
會怎樣?

 練習︰ 現在，看看這些事業資產。以下哪些資產目前屬於生產性資產?

縫紉機

葛莉雅今天縫製了 
許多襯衫。

壞掉的自行車

大衛希望很快可以 
修理好他的自行車， 
讓他可以使用。

不下蛋的母雞

瑪利亞等著看她的母雞
開始下蛋了沒有。

 閱讀︰ 我們需要盡可能發揮資產的生產力。閱讀以下有關明智的管家的
範例。

葛莉雅的縫紉店︰

葛莉雅有一台縫紉機。她很小心保養它。她每天可以縫製五件襯衫。她的顧

客想要更多襯衫。

她考慮過僱人來幫忙和多買一台縫紉機。但是最後葛莉雅僱用了她的朋友，

在晚上用她的縫紉機縫製襯衫，而沒有多買一台縫紉機。現在葛莉雅的事業

可以用一台縫紉機每天縫製10件襯衫。

 討論︰ 葛莉雅有沒有明智地管理她的生產性資產?你可如何提升你的
資產的生產力?

7: 我要如何發展我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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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如何獲得更多生產性資產?
 練習︰ 想想你可以獲得而且能幫助你事業發展事業的資產。在下面列出

這些資產。

資產種類 我擁有的資產
可以幫助增長我的
事業的新資產

工具／機器

交通工具

建築物

動物

其他

 練習︰ 與兩位組員組成一組。討論這些資產為何可以幫助你的事業成
長。

7: 我要如何發展我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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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習︰ 你可如何獲得你在上頁列出的資產?以下列出企業老闆獲得新資
產的方法。分成三人一組，討論並在下面列出每個方法的優點

和缺點。

獲得資產的方法 優點 缺點

存錢購買資產

找已經擁有資產 
的合夥人

租用資產

借用資產

獲取貸款 
以購買資產

其他

 練習︰ 現在，在同一個小組中討論以下問題︰

現在哪項資產對你的事業最有用處?它能幫助你賺到多少錢? 
容易獲得這資產嗎?你有什麼方法購買這項新資產?

 觀賞︰ 觀賞「蘇茜︰私立學校校車」的成功故事，看看蘇茜如何成功
改進她的事業，並計劃獲取生產性資產。（沒有影片?跳到下
一頁。）

7: 我要如何發展我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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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如何控制成本?
 閱讀︰ 生產性資產可幫助我們的事業賺錢。為了使我們的事業成長，我

們也需要控制成本。但並不是所有支出都一樣！

 觀賞︰ 「注意固定成本」（沒有影片?閱讀第103頁。）

 閱讀︰ 變動成本隨銷售額增減。

固定成本則不論多賣少賣都必須支付。

成功的企業老闆僅會在知道能幫助事業賺更多金錢的時候增加

固定成本。

 練習︰ 看看丹尼爾的事業支出。就每一項支出圈出固定或變動。

丹尼爾的事業支出

店舖租金 固定 變動

傢俱木材 固定 變動

送貨成本 固定 變動

丹尼爾的工資 固定 變動

 練習︰ 列出你自己的事業支出。就每一項支出圈出固定或變動。

我的事業支出

固定 變動

固定 變動

固定 變動

固定 變動

固定 變動

固定 變動

固定 變動

固定 變動

 閱讀︰ 本週期間，我們將記錄我們的收入和支出，標示出它們哪些是固
定、哪些是變動的，我們將攜帶我們的收入表出席下次聚會。

成功的企業老闆僅

會在可提高利潤時

增加固定成本。

7: 我要如何發展我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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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專心仰賴耶

和華，不可倚靠自

己的聰明。在你一

切所行的事上，都

要認定衪，衪必指

引你的路。」

箴言 3：5-6

我可以做哪些改進?
 時間︰ 沉思部分，計時10分鐘。

 練習︰ 閱讀右邊的經文，或思考另一段經文。靜靜沉思你所學到的事
情。把你的任何感受都寫在下面或你的事業筆記本裡。

  

  

  

  

  

 

這個星期哪個想法對你的事業最有幫助?將這個想法變成你的
每週事業目標。

將你的每週事業目標加到下一頁的你的承諾之中。

 討論︰ 有人想要分享他或她的每週事業目標或其他想法嗎?

7: 我要如何發展我的事業?

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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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如何每天都有進度?
 時間︰ 承諾部分，計時10分鐘。

 練習︰ 選擇你的行動夥伴。決定你們會在什麼時間、用什麼方式互相
聯絡。

行動夥伴姓名 聯絡資料

向行動夥伴讀出每項承諾。答應你會遵守承諾！在下面簽名。

我的承諾

我將寫下提升我的現有資產生產力的計畫。

我將找出我的事業所需的最重要的新生產性資產。

我將攜帶我的收入表出席下次聚會，且表上列有固定及變動支出。

我將達成我的每週事業目標︰   

 

我會執行今天在我的基礎學到的原則，並把這個原則教給我的家人。

我會增加儲蓄──就算一、兩元也好。

我會向我的行動夥伴回報。

我的簽名 行動夥伴簽名

7: 我要如何發展我的事業?

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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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提出意見

請將你的想法、意

見、建議或經驗發

送到srsfeedback@ 
ldschurch.org。

我要如何回報進度?
 練習︰ 在下次聚會前，用這張承諾表來記錄你的進度。在下面的空格

中，填上「已完成」，「未完成」，或你做到的次數。

寫下可提升

資產生產力

的計畫 
（已完成／

未完成）

找出最重要

的新資產

（已完成／

未完成）

攜帶我的 
收入表 

（已完成／

未完成）

達成每週 
事業目標 
（已完成／

未完成）

實踐基礎一

書的原則，

並教導家人

（已完成／

未完成）

增加儲蓄 
（已完成／

未完成）

向行動夥伴

回報 
（已完成／

未完成）

 閱讀︰ 選一位組員協調下週我的基礎主題。

請一位組員作閉會祈禱。

7: 我要如何發展我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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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或雞?
選擇角色並演出以下部分。

拿俄米︰嗨，瑪利亞。事業發展得如

何?有成長嗎?

瑪利亞︰還可以，但我很累呢。我

已經很辛勤工作，但是賺的錢還是不

夠。

拿俄米︰聽起來你需要多些生產性資

產。

瑪利亞︰生產性資產是什麼?

拿俄米︰可以幫助你的事業多賺錢的

東西。

瑪利亞︰哦，那我想要。我想要多些

生產性資產⋯⋯但等一下；我想我現

在根本沒有。

拿俄米︰你肯定有。你的雞就是生產

性資產。如果你有更多的雞，會多賺

錢嗎?

瑪利亞︰嗯，會的。我應該多買些雞。

拿俄米︰還有什麼可以讓你事業做得

輕鬆點?

瑪利亞︰如果有輛自行車讓我送雞蛋

和雞飼料也不錯。走路走多了令我的

腿很累。

拿俄米︰嗯，或許你應買一自行車。

有了自行車，你會多賺錢嗎?

瑪利亞︰會的，如果我有一輛自行車，

送貨就可以送得更快。我就有多點時

間賣雞蛋了。但我應該買一輛自行車

還是買多些雞?

拿俄米︰現在對你的事業來說，那項

是最優先的?自行車還是多些雞?

瑪利亞︰我不知道。我應該如何決定?

回到第94頁

資源

7: 我要如何發展我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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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固定成本

選擇角色並演出以下部分：

瑪利亞︰拿俄米，我想生產性資產可讓

我的事業多賺點錢，但我擔心成本。

拿俄米︰很好，瑪利亞，你應經常嘗

試減低成本的。

瑪利亞︰我可如何知道我的成本會是

多少?成本一直會變動！

拿俄米︰首先，你要區分你的固定和

變動成本。

瑪利亞︰啊，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拿俄米︰讓我這樣解釋吧。你認識丹

尼爾嗎?

瑪利亞︰賣傢俱的那個人?

拿俄米︰對。當丹尼爾做一張供出售

的椅子，你想他有沒有向供應木材做

椅子的供應商付款?

瑪利亞︰當然有。

拿俄米︰對了。丹尼爾喜歡等到有訂

單時才購買木材。如果丹尼爾這個月

賣出了一張椅子，他只需支付一張椅

子的木材費用。如果下個月他賣出了

十張椅子，他就要支付十倍的木材費

用。

瑪利亞︰但也沒有問題啊，因為他賣

出了十倍數量的椅子！

拿俄米︰沒錯。丹尼爾的木材費用

是變動成本，根據他售出多少家具會

上昇下降。現在，丹尼爾支付店舖租

金。假設他的租金是月租1,000元。他
售出十張椅子的時候，他要支付多少

租金呢?

瑪利亞︰當然是 1,000元。

拿俄米︰如果他只售出一張椅子，要

支付多少租金呢？

瑪利亞︰也是1,000元。不會變的。

拿俄米︰對了。丹尼爾的租金就是固

定成本。不論他賣出多少，都不受影

響。他還是要付的。

瑪利亞︰啊，我想我不喜歡固定成本。

拿俄米︰我們真的要小心應付固定成

本。如果是生產性資產的固定成本，

也還是很有用的。

瑪利亞︰而我們要售出足夠的數量支

付這些成本！

拿俄米︰對了！

瑪利亞︰拿俄米，你可以幫我了解哪

些是我的固定成本、哪些是變動成本

嗎?

回到第98頁

7: 我要如何發展我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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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7: 我要如何發展我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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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投入多少資金 
來發展事業?
創業及 
發展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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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能投入多少資金來發展事業?

給輔導員的指示
聚會當日︰

• 給組員發簡訊或打電話。邀請他們提早10分鐘到達，回報他們遵守
承諾的情況。

• 準備聚會要用的資料。

聚會前30分鐘︰
• 圍著桌子放置椅子，使大家坐得近一些。
• 在白板上畫出這張承諾表，寫上小組中每個人的名字（見以下範例）。

組員姓名 寫下可提升 
資產生產力

的計畫 
（已完成／

未完成）

找出最重要

的新資產 
（已完成／

未完成）

攜帶我的 
收入表 

（已完成／

未完成）

達成每週 
事業目標 
（已完成／

未完成）

實踐基礎一

書的原則，

並教導家人

（已完成／

未完成）

增加儲蓄 
（已完成／

未完成）

向行動夥伴

回報 
（已完成／

未完成）

葛莉雅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聚會前10分鐘︰
• 親切地與到達的組員打招呼。
• 組員到達時，請他們在白板上填寫承諾表。也提醒他們翻開第197頁，
更新他們在取得證書方面的進度。

• 指派計時員。

開始時︰

• 請組員關掉手機或其他裝置。
• 作開會祈禱（也可唱開會詩歌）。
• 輕聲地請遲到的組員關掉手機並填寫承諾表，小組則繼續討論。
• 讀我的基礎，計時20分鐘。
• 完成我的基礎中的第8項原則。然後回到作業本，繼續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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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遵守承諾嗎?
 時間︰ 回報部分，計時20分鐘。

 閱讀︰ 讓我們來回報我們遵守承諾的情況。遵守了所有承諾的組員，請
起立。（為這些遵守了所有承諾的組員鼓掌。）

現在，請各位起立。讓我們一同重溫我們的主題宣言︰

「我的目的就是要供應我的聖徒，因為一切事物都是我

的。」

教義和聖約104：15

我們憑著對主的信心，一起努力，成為自立的人。

 閱讀︰ 請坐。

 討論︰ 你將如何提升你的資產的生產力?你將如何維持你的資產?

哪項是你最優先的生產性資產?為什麼?你有哪些固定及變動支
出?知道兩者的分別對你有何幫助?

你從完成每週事業目標之中學到了什麼?

8: 我能投入多少資金來發展事業?

回報

在你的事業筆記 
本中寫下你藉著 
遵守承諾而學到的

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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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企業老闆 
會作出明智的投資。

我可以負擔更多資產嗎?
 時間︰ 學習部分，計時60分鐘。

 閱讀︰ 發展事業的一個方法是增加生產性資產。在增加生產性資產之
前，我們需要知道我們是否負擔得起。

 觀賞︰ 「我可以負擔更多資產嗎?（第一部分）」（沒有影片?閱讀第
122頁。）

 討論︰ 瑪利亞可如何找出她是否有足夠金錢還款?

 閱讀︰ 成功的企業老闆在對事業作出改進前，都會先確保他們能夠負擔
得起。

 閱讀︰ 本週問題──我可以負擔以貸款來購買資產嗎?

本週行動──我將建立現金流量表以對事業的未來有更佳的
理解。

 閱讀︰ 現金流量表是幫助你檢視事業的一項工具，讓你可以找出發展事
業的方法。建立現金流量表有三個步驟︰

• 第1步、運用你過往的收入表，看看你的事業過往的表現。
• 第2步、問問自己這個問題，想想事業的未來：「我未來的
收入與支出會怎樣?」

• 第3步、計算出你未來可用的現金。

現金流量表幫助你在發展事業的不同方法之中作出決定，例如

增加產品選擇、減低支出、增加收入，以及評估貸款的可能等。

 觀賞︰ 觀賞「羅珊妮︰熱食」的成功故事，看看借取貸款如何幫助羅珊
妮發展她的事業。（沒有影片?跳到下一頁。）

8: 我能投入多少資金來發展事業?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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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多少可用現金?
 觀賞︰ 「目前有多少可用現金?」（沒有影片?請繼續。）

觀賞影片後，再讀這頁以使你記住所學到的事情。

 閱讀︰ 瑪利亞要知道是否有足夠現金來發展事業的話，她需要知道三件
事︰過去、未來，以及現金流量。

建立現金流量表，她就可以找出這三件事。

第1步：過去

兩個月前 上個月 本月 下個月 第3個月 第4個月 第5個月 第6個月

收入 4,400元 4,400元

固定支出 –3,300元 –3,300元

變動支出 –1,000元 –1,000元

利潤（或虧損） 100元 100元

起始現金

可用現金

 討論︰ 看看以上瑪利亞的現金流量表。對於瑪利亞的事業，上兩個月的
收入告訴了她什麼?

瑪利亞利用她的收入表，寫下上兩個月

她的收入、固定支出、變動支出，以及

盈虧情況。

8: 我能投入多少資金來發展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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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步：未來

兩個月前 上個月 本月 下個月 第3個月 第4個月 第5個月 第6個月

收入 4,400元 4,400元 4,400元 4,400元 4,400元 4,400元 4,400元 4,400元

固定支出 –3,300元 –3,300元 –3,300元 –3,300元 –3,300元 –3,300元 –3,300元 –3,300元

變動支出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利潤（或虧損） 100元 100元 100元 100元 100元 100元 100元 100元

起始現金

可用現金

 討論︰ 看看以上瑪利亞的現金流量表。瑪利亞的每月利潤有改變嗎?

基於過去兩個月的數字，瑪利亞寫下她所估

計的未來收入、固定支出、變動支出，以及

盈虧情況。

瑪利亞並沒有打算對她的事業作出任

何改變，因此她認為她未來六個月的

收入和支出將會和上兩個月差不多。

8: 我能投入多少資金來發展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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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步：可用現金

兩個月前 上個月 本月 下個月 第3個月 第4個月 第5個月 第6個月

收入 4,400元 4,400元 4,400元 4,400元 4,400元 4,400元 4,400元 4,400元

固定支出 –3,300元 –3,300元 –3,300元 –3,300元 –3,300元 –3,300元 –3,300元 –3,300元

變動支出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利潤（或虧損） 100元 100元 100元 100元 100元 100元 100元 100元

起始現金 50元 150元 250元 350元 450元 550元 650元 750元

100元 100元 100元 100元 100元 100元 100元 100元

可用現金 150元 250元 350元 450元 550元 650元 750元 850元

 討論︰ 看看上面的現金流量表。六個月結束的時候，瑪利亞將有多少可
用現金?

 閱讀︰ 現在瑪利亞知道未來六個月期間她可能有的可用現金數目，她就
可以在各種方法之中找出最適合發展事業的方法。

起始現金是月初瑪利亞的銀行存款

金額。在這個個案中，她的起始金

額是50元。

每月她都將每月利潤加到她的

起始現金，以得出她的可用現

金（50元+100元=150元）。

 可用現金變成下月的起始 
現金（150元）。

8: 我能投入多少資金來發展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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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現金可用於還款?
 練習︰ 現在讓我們看看，假如瑪利亞借款1,500元購買15隻雞，貸款為

期6個月，情況會如何。看看右邊瑪利亞的現金流量表。瑪利
亞是否有足夠現金流量償還275元?與你的夥伴查看一下瑪利
亞的可用現金。

 討論︰ 全組一同討論以下問題︰瑪利亞應怎樣做?瑪利亞應試試另一個
貸款金額嗎?她可不可以靠儲蓄，然後以現金來買雞呢?

8: 我能投入多少資金來發展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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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利亞的現金流量表

兩個月前 上個月 本月 下個月 第3個月 第4個月 第5個月 第6個月 第7個月 第8個月

收入 4,400元 4,400元 5,300元 5,300元 5,300元 5,300元 5,300元 5,300元 5,300元 5,300元

固定支出 –3,300元 –3,300元 –3,500元 –3,500元 –3,500元 –3,500元 –3,500元 –3,500元 –3,500元 –3,500元

 還款 –350元 –275元 –275元 –275元 –275元 –275元

變動支出 –1,000元 –1,000元 –1,600元 –1,600元 –1,600元 –1,600元 –1,600元 –1,600元 –1,600元 –1,600元

利潤（或虧損） 100元 100元 –150元 –75元 –75元 –75元 –75元 –75元 200元 200元

起始現金 50元 150元 250元 100元 25元 –50元 –125元 –200元 –275元 –75元

100元 100元 –150元 –75元 –75元 –75元 –75元 –75元 200元 200元

可用現金 150元 250元 100元 25元 –50元 –125元 –200元 –275元 –75元 125元

1. 因為瑪利亞將有更多雞蛋，她
認為每月收入將會增加約900
元（每隻雞收入增加60元乘以
15）。900元加上她現時的收
入4,400元等於5,300元。

2. 她認為她的固定支出將
增加至3,500元（增加
200元租用自行車，加
上她現時的支出3,300
元）。

3. 如果她貸款，
這也會帶來

275元的固定
支出（首月

350元）。

4. 她認為她的變動支出
將增加至1,600元， 
因為雞飼料支出將增

加500元，而且她需要
給替她送雞蛋的姪女

100元。

5. 首兩個月，瑪利
亞有足夠的可用

現金還款。

6. 然而，看看
貸款期後四個月 
（第3至第6個月）。 
瑪利亞有足夠資金

償還全部貸款嗎?

7. 瑪利亞還清貸
款後，利潤就

會回升。但會

否太遲?

8: 我能投入多少資金來發展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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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賞︰ 「我可以負擔更多資產嗎?（第二部分）」（沒有影片?閱讀第
123頁。）

 練習︰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如果瑪利亞借取金額較小的貸款會怎樣：貸
款為期6個月，購買8隻雞。看看右邊瑪利亞的現金流量表。瑪
利亞是否有足夠現金流量償還800元?與你的夥伴查看一下瑪利
亞的可用現金。

 討論︰ 全組一同討論以下問題︰瑪利亞可負擔較高的還款額嗎?她應否
借取金額較高的貸款?

 閱讀︰ 在這個範例中，瑪利亞利用她的現金流量表來決定她能否負擔購
買更多雞隻。她也可以利用現金流量表來決定對她的事業作不

同的改變，如租用單車、購買新的招牌，或購買不同的飼料等。

8: 我能投入多少資金來發展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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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利亞的現金流量表

兩個月前 上個月 本月 下個月 第3個月 第4個月 第5個月 第6個月 第7個月 第8個月

收入 4,400元 4,400元 4,880元 4,880元 4,880元 4,880元 4,880元 4,880元 4,880元 4,880元

固定支出 –3,300元 –3,300元 –3,300元 –3,300元 –3,300元 –3,300元 –3,300元 –3,300元 –3,300元 –3,300元

 還款 –250元 –150元 –150元 –150元 –150元 –150元

變動支出 –1,000元 –1,000元 –1,300元 –1,300元 –1,300元 –1,300元 –1,300元 –1,300元 –1,300元 –1,300元

利潤（或虧損） 100元 100元 30元 130元 130元 130元 130元 130元 280元 280元

起始現金 50元 150元 250元 280元 410元 540元 670元 800元 930元 1,210元

100元 100元 30元 130元 130元 130元 130元 130元 280元 280元

可用現金 150元 250元 280元 410元 540元 670元 800元 930元 1,210元 1,490元

1. 瑪利亞認為增加8隻雞的話，她
的收入將增加約480元（每隻雞
收入增加60元乘以8）。480元
加上她現時的收入4,400元等於
4,880元。

2. 她認為她的固定支出不
會增加，因為她不會租

用自行車。

3. 如果她借取這
筆貸款，她將

有150元的固
定支出（首月

250元）。

 
 

4. 她認為她的變動支出將增加
至1,300元，因為雞飼料支出
將增加250元，而且她需要給
替她送雞蛋的姪女50元。

 
5. 看看她的可用現金。瑪
利亞有足夠資金償還全

部貸款款項嗎?

 
6. 看看瑪利亞的盈虧狀況。注意在
貸款期她的利潤會較低，但在還

清貸款後就會較高。

8: 我能投入多少資金來發展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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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現金可用於還款?
 練習︰ 現在為你自己的事業製作現金流量表。找一個夥伴，在右邊的現

金流量表進行以下步驟。（如需協助，見第109-115頁。）第
118頁有更多空白表格。你可以將這個表格抄錄到你的事業筆
記本中。

想出一項你可以為你的事業而購買的生產性資產。想想你會增

加多少收入和支出。

如果你對這些數字不肯定或你還沒有自己的事業，那就去幫助

其他組員完成他們的現金流量表。這個只是練習而已。

 閱讀︰ 下次聚會後，我們將會與貸款公司談談，找出我們的還款金額。
然後我們就能夠在現金流量表中計入還款。

 討論︰ 知道你的可用現金數目如何幫助你為事業作出決定?除了還款，
了解你的現金流量還可以在哪方面幫助你發展事業?

8: 我能投入多少資金來發展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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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現金流量表

兩個月前 上個月 本月 下個月 第3個月 第4個月 第5個月 第6個月

收入

固定支出

 還款

變動支出

利潤（或虧損）

起始現金

可用現金

1. 參考你的收入
表，寫下你上兩

個月的收入與支

出。

2. 寫下你估計接下
來六個月的新收

入金額（先前的

收入加上新資產

帶來的收入）。

3. 寫下你估計接下來
六個月的新支出金

額（先前的支出加

上新資產帶來的支

出）。

4. 你將在這裡寫下你
的還款額，但如果

你還不知道金額，

可暫時讓本欄保持

空白。

 
 

5. 從收入中減去支出，計
算出你的盈虧情況。

 
 

6. 在起始現金加上利潤 
（或減去虧損），計算

出你有多少可用現金。

 
 

7. 找出你的還款金額後，你可以運
用這個現金流量，看看你是否有

足夠的可用現金應付全部還款。

8: 我能投入多少資金來發展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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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月現金流量表

建立現金流量表以展示你事業的當前狀況。（如需協助，見第109-117頁。）

現金流量 #1︰當前狀況

兩個月前 上個月 本月 下個月 第3個月 第4個月 第5個月 第6個月

總收入

固定支出

 還款

變動付款

總利潤／虧損

起始現金

可用現金

接下來，建立一個現金流量表，表內要包含取得新資產的方法。

現金流量#2︰新資產

兩個月前 上個月 本月 下個月 第3個月 第4個月 第5個月 第6個月

總收入

固定支出

 還款

變動付款

總利潤／虧損

起始現金

可用現金

8: 我能投入多少資金來發展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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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將你的事交託 
耶和華，並倚靠衪，

衪就必成全。」

詩篇37：5

我可以做哪些改進?
 時間︰ 沉思部分，計時10分鐘。

 練習︰ 閱讀右邊的經文，或思考另一段經文。靜靜沉思你所學到的事
情。把你的任何感受都寫在下面或你的事業筆記本裡。

  

  

  

  

  

 

這個星期哪個想法對你的事業最有幫助?將這個想法變成你的
每週事業目標。

將你的每週事業目標加到下一頁的你的承諾之中。

 討論︰ 有人想要分享他或她的每週事業目標或其他想法嗎?

8: 我能投入多少資金來發展事業?

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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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如何每天都有進度?
 時間︰ 承諾部分，計時10分鐘。

 練習︰ 選擇你的行動夥伴。決定你們會在什麼時間、用什麼方式互相
聯絡。

行動夥伴姓名 聯絡資料

向行動夥伴讀出每項承諾。答應你會遵守承諾！在下面簽名。

我的承諾

我將為我事業的當前狀況建立現金流量表。

我將建立一個包含取得新資產的方法的現金流量表。

我將達成我的每週事業目標︰  
 

我會執行今天在我的基礎學到的原則，並把這個原則教給我的家人。

我會增加儲蓄──就算一、兩元也好。

我將向我的行動夥伴回報。

我的簽名 行動夥伴簽名

8: 我能投入多少資金來發展事業?

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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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如何回報進度?
 練習︰ 在下次聚會前，用這張承諾表來記錄你的進度。在下面的空格

中，填上「已完成」，「未完成」，或你做到的次數。

為當現狀況 
建立現金 
流量表 

（已完成／

未完成）

建立包含取得

新資產的 
方法的現金 
流量表 

（已完成／

未完成）

達成每週 
事業目標 
（已完成／

未完成）

實踐基礎一 
書的原則，

並教導家人

（已完成／

未完成）

增加儲蓄 
（已完成／

未完成）

向行動夥伴

回報 
（已完成／

未完成）

 閱讀︰ 選一位組員協調下週我的基礎主題。

請一位組員作閉會祈禱。

歡迎提出意見

請將你的想法、 
意見、建議或經驗

寄到srsfeedback@ 
ldschurch.org。

輔導員注意事項︰

攜帶你所在地區的

貸款公司清單出席

下次聚會。見 
srs.lds.org/lenders 
或向你的支聯會自

立委員會或自立服

務經理索取這個 
清單。

8: 我能投入多少資金來發展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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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負擔更多資產嗎?（第一部分）
選擇角色並演出以下部分：

瑪利亞︰拿俄米，我決定多買些雞。

我需要多些生產性資產來發展我的事

業。

拿俄米︰我覺得聽起來是個好決定。

那你能負擔買雞的費用嗎?

瑪利亞︰負擔?嗯，我準備為買雞貸
款。

拿俄米︰你打算借多少？

瑪利亞︰貸款會是 1,500元。

拿俄米︰為什麼是1,500元呢?

瑪利亞︰嗯，我認識有人1,500元賣
15隻雞。這是個好價錢。

拿俄米︰為什麼是買15隻雞呢?

瑪利亞︰他就是有15隻雞啊。

拿俄米︰你有沒有買15隻雞的足夠現
金流量?

瑪利亞︰有吧⋯⋯這⋯⋯嗯，我想。

我不知道。

拿俄米︰每月需要還款多少?

瑪利亞︰我和一家貸款公司談過，他

說每月275元。

拿俄米︰你每月有足夠的可用現金還

款嗎?

瑪利亞︰我希望有吧。

拿俄米︰瑪利亞，你不能只是希望有。

你需要知道你會有足夠的可用現金還

款才行。

瑪利亞︰但是我怎樣會知道?
回到第108頁

8: 我能投入多少資金來發展事業?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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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負擔更多資產嗎?（第二部分）
選擇角色並演出以下部分。

瑪利亞︰拿俄米，謝謝你教我怎樣找

出我有多少可用現金。每月還款275元
對我來說太困難了。

我到第三個月就會沒錢了。我就無法還

款。然後我的事業可能就沒了！

拿俄米︰噢，瑪利亞，我真慶幸在你

貸款前查看了你的可用現金。

瑪利亞︰我也這樣想。但是我可怎樣

知道我能負擔多少呢?

拿俄米︰嗯，讓我們再試試金額較小

的貸款。

瑪利亞︰好的。我試試每月還款150元
的貸款，看看我是否負擔得起。

回到第113頁

8: 我能投入多少資金來發展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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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8: 我能投入多少資金來發展事業?



9
我要如何知道 

是否應該借款來發展事業?
創業及 
發展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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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要如何知道是否應該借款來發展事業?

給輔導員的指示
聚會當日︰

• 預備你所在地區的貸款公司清單，分發給組員。這個清單可從srs.
lds.org/lenders上下載，或向你的支聯會自立委員會或當地自立
服務經理索取。

• 給組員發簡訊或打電話。邀請他們提早10分鐘到達，回報他們遵守
承諾的情況。

• 準備聚會要用的資料。

聚會前30分鐘︰
• 圍著桌子放置椅子，使大家坐得近一些。
• 在白板上畫出這張承諾表，寫上小組中每個人的名字（見以下範例）。

組員姓名 為當現狀況

建立現金 
流量表 

（已完成／

未完成）

建立包含 
取得新資產

的方法的 
現金流量表 
（已完成／

未完成）

達成每週 
事業目標 
（已完成／

未完成）

實踐基礎一

書的原則，

並教導家人

（已完成／

未完成）

增加儲蓄 
（已完成／

未完成）

向行動夥伴

回報 
（已完成／

未完成）

葛莉雅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聚會前10分鐘︰
• 親切地與到達的組員打招呼。
• 組員到達時，請他們在白板上填寫承諾表。也提醒他們翻開第197頁，
更新他們在取得證書方面的進展。

• 指派計時員。

開始時︰

• 請組員關掉手機或其他裝置。
• 作開會祈禱（也可唱開會詩歌）。
• 輕聲地請遲到的組員關掉手機並填寫承諾表，小組則繼續討論。
• 讀我的基礎，計時20分鐘。
• 完成我的基礎中的第9項原則。然後回到作業本，繼續閱讀下一頁。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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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遵守承諾了嗎?
 時間︰ 回報部分，計時20分鐘。

 閱讀︰ 讓我們來回報我們遵守承諾的情況。遵守了所有承諾的組員，
請起立。（為這些遵守了所有承諾的組員鼓掌。）

現在，請各位起立。讓我們一同重溫我們的主題宣言︰

「我的目的就是要供應我的聖徒，因為一切事物都是我

的。」

教義和聖約104：15

我們憑著對主的信心，一起努力，成為自立的人。

 閱讀︰ 請坐。

 討論︰ 對於你的事業，你的現金流量告訴了你什麼?

你將有足夠的可用現金還款或做其他事情改善你的事業嗎?

你從完成每週事業目標之中學到了什麼?

在你的事業筆記本 
中寫下你藉著遵守 
承諾而學到的事情。

9: 我要如何知道是否應該借款來發展事業?

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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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為了購買

一個簡樸的住處、

支付教育費用⋯⋯

有些債務可能是必

要的。但我們絕不

該在沒有仔細考慮

價格的情況下刷卡

消費、分期付款，

最後成為金錢的 
奴隸。」

約瑟‧胡適令， 
「屬世的債務，天國

的債務」，2004年 
5月，利阿賀拿， 
第41頁

「我並不是說所有 
的負債都是不好的，

當然不是。穩健的 
商業負債⋯⋯是 
發展的元素之一。」

泰福‧彭蓀， 
「PAY THY DEBT, and 
Live」（百翰‧楊大學
祈禱會，1962年2月28
日）；speeches.byu.
edu

借款是好是壞?
 時間︰ 學習部分，計時60分鐘。

 討論︰ 想想一個你認識並曾向人借款的人。借款幫了他們還是害了他們?

 閱讀︰ 個人家庭負債和商業負債並不一樣。

個人貸款使我們所花費的多於所能支付的金額。商業貸款則使

我們能生產多於我們有能力生產的數量。

閱讀右邊的引文。先知曾忠告我們要避免個人負債。商業負債

可幫助我們發展事業，但是商業負債並不一定是明智的選擇。

彭蓀會長說過，我們必須知道商業負債何時是「明智合理」的。

 閱讀︰ 本週問題──我要如何知道是否應該借款來發展事業?

本週行動──我將（1）與至少10位顧客談談，了解如果我
有多些產品可以出售，他們是否多買；及（2）到訪至少四家
貸款公司，詢問他們貸款條件工作紙上的問題。

在這次聚會中，我們將學習和練習一些技巧，從而幫助我們了

解借款對我們的事業來說是不是個好主意。

9: 我要如何知道是否應該借款來發展事業?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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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項『對』的要素」將如何幫助我做決定?
 觀賞︰ 「貸款?」（沒有影片?閱讀第136頁。）

 討論︰ 你如何能知道貸款會幫助你還是拖垮你?

 閱讀︰ 大聲讀出所指定的單元，並加以討論。

四項「對」的要素

1.對的理由 只在有助我的事業賺取更多金錢的情況下借款。

2.對的時間 只在我已從事事業好一段時間，對事業有深入了解並能夠證明有足

夠客源會購買我出售的產品情況下才借款。

3.對的條款 只在我能找到一家好的貸款公司情況下才借款。

4.對的金額 只在我能證明我知道自己能夠償還貸款的情況下才借款。

 練習︰ 觀賞以下影片時，決定你是否認為瑪利亞和卡洛斯能夠回答四
項「對」的要素之中的每個問題。

為瑪利亞和卡洛斯選擇「是」、「不是」或「不確定」。

 觀賞︰ 「對的理由?」（沒有影片?閱讀第137頁。）

 討論︰ 瑪利亞和卡洛斯是否出於對的理由而借款?為什麼是?為什麼 
不是?

借款理由
瑪利亞 卡洛斯

是 不是 不確定 是 不是 不確定

我是否為了事業生產力（而非個人）的理由而借款?

我以貸款買的東西是否立即給我賺錢?

要發展事業的話，用貸款是否比儲蓄現金更好?

我是否已考慮所有風險?

成功的企業老闆會運

用四項「對」的要素

來明智地借款。

9: 我要如何知道是否應該借款來發展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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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賞︰ 「對的時間?」（沒有影片?閱讀第138頁。）

 討論︰ 瑪利亞和卡洛斯是否在對的時間借款?為什麼是?為什麼不是?

借款時間
瑪利亞 卡洛斯

是 不是 不確定 是 不是 不確定

我入行的年資足以讓我對事業有深入的了解嗎?

這是我發展事業的計畫中的一部分嗎?

我能證明如果我有更多的產品出售，顧客就會多買嗎?

如果我為我的事業購置一些東西（如雞或卡車），

它們的使用期是否會比貸款期長?

 觀賞︰ 「對的條款?」（沒有影片?閱讀第139頁。）

 討論︰ 瑪利亞和卡洛斯是否按對的條款借款?為什麼是?為什麼不是?

借款條款
瑪利亞 卡洛斯

是 不是 不確定 是 不是 不確定

我能列出三至五家好的貸款公司?

我知道貸款的真正成本嗎?

我清楚解釋貸款的所有條款嗎?

我能解釋為何某家貸款公司比另一家好嗎?

9: 我要如何知道是否應該借款來發展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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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賞︰ 「對的金額?」（沒有影片?閱讀第140頁。）

 討論︰ 瑪利亞和卡洛斯是否借了對的金額?為什麼是?為什麼不是?

借款金額
瑪利亞 卡洛斯

是 不是 不確定 是 不是 不確定

我是否已做了六個月現金流量表?

我能否在還款後仍然賺錢?

如果我沒有額外的銷售額，是否仍然能夠還款?

 閱讀︰ 我們學習到利用現金流量表來了解我們是否有足夠的可用現金來
還款。這將幫助我們知道我們是否借了對的金額。

 練習︰ 這週你與貸款公司會面後，利用第143頁的現金流量表確保你能
夠負擔還款。（如果你建立現金流量表的時候需要幫助，請看

看我們上週所學。）

瑪利亞在回答上述四項「對」的要素問題時，對其中一項不肯

定，她打算找出答案。

如果我們在借款前不確定，就應先找出答案。需要時，請組員或

其他人幫忙。

9: 我要如何知道是否應該借款來發展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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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要如何知道是否應該借款來發展事業?

我應為事業借貸嗎?
 練習︰ 以下是這週收集資訊和作決定的時候可以使用的工具。翻開第

141-143頁。花五分鐘時間看看四項「對」的要素核對表和貸
款條款工作紙，並討論如何使用這些工具。

四項「對」的要素核對表

見第141頁。

本週期間，再看看這些問題，在你能 
回答「是」的時候打勾。

貸款條款工作紙

見第142頁。

本週期間，利用這份貸款條款作業單 
了解至少四家貸款公司。

貸款公司資料

可能的貸款公司

見輔導員所發的清

單。如沒有清單，

請問問其他企業老

闆，請他們建議一

些在你所在地區的

好的貸款公司。

本週期間，利用這份資料去尋找 
和聯絡貸款公司。

六個月現金流量

見第143頁。

利用這份作業單來建立現金流量表， 
以了解你能負擔的貸款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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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做哪些改進?
 時間︰ 沉思部分，計時10分鐘。

 練習︰ 閱讀右邊的經文，或思考另一段經文。靜靜沉思你所學到的事
情。把你的任何感受都寫在下面或你的事業筆記本裡。

  

  

  

  

  

 

這個星期哪個想法對你的事業最有幫助?將這個想法變成你的
每週事業目標。

將你的每週事業目標加到下一頁的你的承諾之中。

 討論︰ 有人想要分享他或她的每週事業目標或其他想法嗎?

「卻要注意聽主的

話⋯⋯不要懷疑，

只要相信。」

摩爾門書9：27

9: 我要如何知道是否應該借款來發展事業?

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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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如何每天都有進度?
 時間︰ 承諾部分，計時10分鐘。

 練習︰ 選擇你的行動夥伴。決定你們會在什麼時間、用什麼方式互相
聯絡。

行動夥伴姓名 聯絡資料

向行動夥伴讀出每項承諾。答應你會遵守承諾！在下面簽名。

我的承諾

我將利用貸款條款作業單與至少四家貸款公司談談。

我將運用四項「對」的要素核對表上的問題看看現在獲取貸款對我來說是

不是對的。

我將運用現金流量表來評估我的貸款選項。

我將達成我的每週事業目標︰   

 

我會執行今天在我的基礎學到的原則，並把這個原則教給我的家人。 

我會增加儲蓄──就算一、兩元也好。

我會向我的行動夥伴回報。

我的簽名 行動夥伴簽名

9: 我要如何知道是否應該借款來發展事業?

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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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如何回報進度?
 練習︰ 在下次聚會前，用這張承諾表來記錄你的進度。在下面的空格

中，填上「已完成」，「未完成」，或你做到的次數。

與至少四家

貸款公司

談談（寫

下數字）

運用現金 
流量表評估 
貸款選項 
（已完成／

未完成）

運用四項 
「對」的要

素核對表

（已完成／

未完成）

達成每週 
事業目標 
（已完成／

未完成）

實踐基礎一

書的原則，

並教導家人

（已完成／

未完成）

增加儲蓄 
（已完成／

未完成）

向行動夥伴

回報 
（已完成／

未完成）

 閱讀︰ 選一位組員協調負責下週我的基礎主題。

請一位組員作閉會祈禱。
歡迎提出意見

請將你的想法、 
意見、建議或經驗

寄到srsfeedback@ 
ldschurch.org。

9: 我要如何知道是否應該借款來發展事業?



136

貸款?
選擇角色並演出以下部分。

卡洛斯︰今天是個大日子。我要借商

業貸款了！

拿俄米︰你要借貸款?用來做什麼?

卡洛斯︰做什麼都可以。我要擴大我

的庫存空間。家裡也要買新電視和其

他東西。我太興奮了！

拿俄米︰嘩，太可怕了。你上週才開

始你的事業。卡洛斯，你不應借款的。

瑪利亞，你的事業怎樣?

瑪利亞︰挺好的。我的雞蛋賣得很

快。一般在早上9點就賣光了。晚一點
有顧客來，我都沒有雞蛋可以賣給他

們了。

拿俄米︰瑪利亞，你真的需要多些雞。

你買雞的貸款安排得怎樣?你貸款了
嗎?

瑪利亞︰還沒。我有點怕貸款。或許

我不應該貸款。你剛剛說卡洛斯他不

應該貸款的。

卡洛斯︰我仍然會貸款啊。貸款可以

解決我所有的問題！

拿俄米︰但也可能會製造一大堆新的

問題。

卡洛斯，我擔心很快就會有一大堆債

務把你壓垮。但是，瑪利亞，就你的

情況來說，貸款卻真的可以幫到你。

瑪利亞︰我如何知道貸款會幫助我還

是拖垮我?

拿俄米︰成功的企業老闆會使用「四

項『對』的要素」來決定用商業貸款

來發展事業是不是個好主意。

瑪利亞︰四項「對」的要素?

拿俄米：對。只有在你有對的理由、

在對的時間、借取對的金額以及有對

的條款時才貸款。

卡洛斯︰我才不在乎什麼四項「對」

的要素。我要貸款！

瑪利亞︰我在乎啊。我想要發展事

業，但不想要一大堆債務。請告訴我

更多有關這四項「對」的要素的事情。

回到第129頁

9: 我要如何知道是否應該借款來發展事業?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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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的理由?
選擇角色並演出以下部分。

拿俄米︰你借款的理由必須是為了事

業，而不是個人理由。

卡洛斯︰為什麼不能同時為兩種理由

呢?我可以有一部新電視，也要大一點
的店舖！

拿俄米︰拜託，卡洛斯！現在，聽著，

瑪利亞，貸款應該用於你能夠立即賣

掉的東西，如瓶裝牛奶，又或者立即

可以生產的東西，如會下蛋的雞。記

著，你立即就要開始還款了！

瑪利亞︰好的。所以我應買已經會下蛋

的雞，那我就立即有雞蛋可以賣了。

拿俄米︰很好！你有沒有考慮用你事

業的現金而不是貸款來多買些母雞呢?

瑪利亞︰等一下，我以為你是說我應

該貸款。

拿俄米︰用現金的話，你現在存錢，

稍後才買──事業成長會少一點，但

風險也低一點。貸款的話，你現在就

買，稍後才付款──事業成長多一點，

但風險也高一點。

卡洛斯︰嗯。我覺得「稍後付款」聽

起來很好！

瑪利亞︰顧客一直想買多些雞蛋。我

想盡快多賣些雞蛋！

拿俄米︰值不值得冒貸款的風險 ? 
你有沒有想過有什麼可能會出問題?

瑪利亞︰沒有！但是，我想母雞可能

會不下蛋，或者死掉或被偷，又或者

顧客不再買雞蛋。

拿俄米︰你可以怎樣減低那些風險呢?

瑪利亞︰嗯。我可以給我的雞餵優質

飼料和好好照顧它們。我可以把它們

關起來，以免被人偷掉。

拿俄米︰你認為你有對的理由去貸款

嗎，瑪利亞?

瑪利亞︰我認為有的。

回到第129頁

9: 我要如何知道是否應該借款來發展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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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的時間?
選擇角色並演出以下部分。

拿俄米︰瑪利亞，你從事這項事業多

久了?

瑪利亞︰我賣雞蛋已經有八個月了，

生意也不錯。

拿俄米︰非常好！有些人剛開始事業

就借貸──這樣風險非常高！

卡洛斯︰喂，你們在說我嗎?我知道
我在做什麼。

拿俄米︰瑪利亞，你已經經營你的事

業一段時間了，但貸款是你發展事業

計劃的一部分嗎?

卡洛斯：我的計劃是︰有大一點的店

舖，賣更多的產品！

瑪利亞︰卡洛斯，我聽起來這不像是

計劃。我計劃貸款、多買些雞，每週

賣出更多雞蛋，然後清還貸款。

拿俄米︰這是你計劃的好開始，瑪利

亞。但你還需要確定雞和雞蛋的具體

數目。如果你有更多的蛋出售，顧客

就會買多些，你對這方面信心有多大?

瑪利亞︰啊，我想他們會買光我的雞

蛋，但我不肯定。

拿俄米︰你可能要先找出這個問題的

答案！

瑪利亞︰好的，我會與顧客談談，做

一份名單列出所有會買的人。我會至

少與10位顧客談談。

拿俄米︰好。如果你決定貸款，未來

顧客的名單將有助你向貸款公司證明

你完全清楚了解你將如何使用貸款。

拿俄米︰好了，還有另一個問題。如

果你借款來買新的母雞，在你還清貸

款後，它們是否還會繼續下蛋?

瑪利亞︰哦，當然會。那些雞應該至

少還能下兩年的蛋，而我打算借取為

期六個月的貸款。

回到第1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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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的條款?
選擇角色並演出以下部分。

卡洛斯︰嗨！我拿到我的貸款了！ 
1,000元，每月固定利率3%。

拿俄米︰啊，卡洛斯。我很擔心你。

你和多少家貸款公司談過了?

卡洛斯︰當然是一家。我不會浪費時

間的。你應該看看我是怎樣的。我走進

去說︰「我要貸款──現在就要！」 
然後他們就說︰「好的，先生。」他

們把我當作國王一樣伺候。他們都喜

歡我。

拿俄米︰嗯，我肯定他們喜歡你。那

是你的貸款文件嗎?介意我看看嗎？

卡洛斯︰隨便。做好準備吧你會很驚

訝的！條件很好呢。

拿俄米︰卡洛斯，這些條款都太可怕

了。200元即時繳付的手續費?每週還
款？你到底有沒有看過這些條款?

卡洛斯︰什麼?不可能。我不記得有
這些條款。糟了，我想我是沒有仔細

看清楚。

拿俄米︰瑪利亞，你找到怎樣的條款?

瑪利亞︰嗯，我暫時和三家貸款公司

談過。謝謝你給我你的自立小組的貸

款公司作業單。那真的幫助我問了很

多好問題。我真慶幸我了解到可能的

罰款、利率、費用和佣金等等。其中

兩家貸款公司提供固定利率。但有一

家提供遞減利率。

卡洛斯︰有什麼分別?

瑪利亞︰我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如

果利率一樣，遞減比固定好。

拿俄米︰你說得對，瑪利亞。聽起來

你開始找到對的條款了。

回到第1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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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的金額?
選擇角色並演出以下部分。

拿俄米︰卡洛斯，你還好嗎?你看來
很憂愁。

卡洛斯︰你說得對，拿俄米。罰款不

斷加起來，還有一大堆債務壓下來。

拿俄米︰卡洛斯，我對你的情況感到

很抱歉。

卡洛斯︰貸款公司的人拿走了我的電

視機。我再欠交一期還款的話，他說

下次就拿走我的事業耗材和設備。

瑪利亞︰卡洛斯，聽起來你是沒有足

夠的現金流量。

卡洛斯︰現金流量?

拿俄米︰那是你事業的進出資金。現

在，你沒有足夠的資金進來讓你可以

還款。

卡洛斯︰我的產品沒有我想像的賣得

多。我有幾次遲了還款。罰款越來越

多，令我還款更困難了。

拿俄米︰卡洛斯，這就是你需要在決

定貸款之前做一個六個月現金流量表

的原因了。你有做過嗎?

卡洛斯︰沒有。

拿俄米︰現金流量表幫助你了解自己

是否能夠負擔每月的還款。你有上兩

個月的收入表嗎?

卡洛斯︰沒有，我沒有。

瑪利亞︰我可以帶我一直在做的收入

表和現金流量表來。我們可以教你。

拿俄米︰好！我們會幫助你建立現金

流量表。然後你就會知道你是否借了

對的金額。

回到第1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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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項「對」的要素核對表

問問自己以下問題。如你能回答「是」，則打勾。

四項「對」的要素

對的理由?

□ 我是否為了事業生產力（而非個人）的理由而借款?

□ 要發展事業的話，用貸款是否比用現金更好?

□ 我以貸款買的東西會否立即幫我賺錢?

□ 我是否知道一切可能出錯的情況?

對的時間?

□ 我入行的年資足以讓我對事業有深入的了解嗎?

□ 這是我發展事業的計畫的一部分嗎?

□ 我能證明顧客會購買我要銷售的每項產品嗎?

□ 如果我為我的事業購置一些東西（如雞或卡車），它們的使用期是否會比 
貸款期長?

對的條款?

□ 我能列出三至五家好的貸款公司?

□ 我知道貸款的真正成本嗎?

□ 我清楚解釋貸款的所有條款嗎?

□ 我能解釋為何某家貸款公司比另一家好?

對的金額?

□ 我是否已做了六個月現金流量表?

□ 我能否在還款後仍然賺錢?

□ 如果我沒有額外的銷售額，是否仍然能夠還款?

9: 我要如何知道是否應該借款來發展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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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條款工作紙

攜帶這份貸款條款工作紙到訪貸款公司。

• 詢問貸款公司問題1-4。
• 詢問你自己問題5-6。

貸款公司#1： 貸款公司#2： 貸款公司#3： 貸款公司#4：

1.資格︰我需要向你（貸款公司）提供或展示什麼才能取得貸款?

2.還款頻率：首次還款在什麼時候到期?我隔多久需要還款一次?我可否取一份還款時間表的副本?

3.罰款︰如果我沒有準時還款，是否有任何費用或罰款?

4.直接成本︰如果我借款100、1,000或10,000元（基於你的本地貨幣選一個金額，應用在每家貸款 
公司上），我還清貸款本金後，還需要支付多少（包括所有利息、費用等等）?如果我借取足以增添 
一項資產（如一隻雞）的款項，我要額外支付多少?即時繳付的手續費是多少?每次還款多少? 
利率是固定還是遞減的?

5.間接成本：還款需要多長時間?去貸款公司還款對我的成本是多少?

6.貸款的真正成本︰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的總額是多少? 
（將問題4和5的成本加起來。）

9: 我要如何知道是否應該借款來發展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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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月現金流量表

在你的事業筆記本中抄錄這個現金流量表。每家貸款公司使用一個現金流量

表，看看你能否負擔這週你將學習到的貸款條款。

現金流量

貸款公司名稱︰

兩個月前 上個月 本月 下個月 第3個月 第4個月 第5個月 第6個月

總收入

固定支出

 還款

變動付款

總利潤／虧損

起始現金

可用現金

9: 我要如何知道是否應該借款來發展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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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要如何吸引更多顧客並達成交易?

給輔導員的指示
聚會當日︰

• 給組員發簡訊或打電話。邀請他們提早10分鐘到達，回報他們遵守
承諾的情況。

• 準備聚會要用的資料。

聚會前30分鐘︰
• 圍著桌子放置椅子，使大家坐得近一些。
• 在白板上畫出這張承諾表，寫上小組中每個人的名字（見以下範
例）。

組員姓名 與至少 
四家貸款公

司談談（寫

下數字）

運用現金流

量表評估貸

款選項 
（已完成／

未完成）

運用四項 
「對」的要

素核對表 
（已完成／

未完成）

達成每週 
事業目標 
（已完成／

未完成）

實踐基礎

一書的原

則，並教導

家人 
（已完成／

未完成）

增加儲蓄 
（已完成／

未完成）

向行動夥

伴回報 
（已完成／

未完成）

葛莉雅 4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聚會前10分鐘︰
• 親切地與到達的組員打招呼。
• 組員到達時，請他們在白板上填寫承諾表。也提醒他們翻開第197頁，
更新他們在取得證書方面的進展。問問誰已接近完成證書要求。聚會

後，通知支聯會自立委員會誰可能會完成要求。

• 指派計時員。

開始時︰

• 請組員關掉手機或其他裝置。
• 作開會祈禱（也可唱開會詩歌）。
• 輕聲地請遲到的組員關掉手機並填寫承諾表，小組則繼續討論。
• 讀我的基礎，計時20分鐘。
• 完成我的基礎中的第10項原則。然後回到作業本，繼續閱讀下一頁。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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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遵守承諾了嗎?
 時間︰ 回報部分，計時20分鐘。

 閱讀︰ 讓我們來回報我們遵守承諾的情況。遵守了所有承諾的組員，
請起立。（為這些遵守了所有承諾的組員鼓掌。）

現在，請各位起立。讓我們一同重溫我們的主題宣言︰

「我的目的就是要供應我的聖徒，因為一切事物都是我

的。」

教義和聖約104：15

我們憑著對主的信心，一起努力，成為自立的人。

 閱讀︰ 請坐。

 討論︰ 你從與貸款公司交談之中學到什麼?

目前對你來說，貸款是對的嗎?（你是否有對的理由、對的時
間、對的條款和對的金額?）

你從完成每週事業目標之中學到了什麼?
在你的事業筆記本 
中寫下你藉著遵守 
承諾而學到的事情。

10: 我要如何吸引更多顧客並達成交易?

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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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為什麼會想要從我這裡買商品？?
 時間︰ 學習部分，計時60分鐘。

 閱讀︰ 為發展事業，我們需要吸引更多顧客和賣出更多產品！人們願意
在他們重視的事物上花錢。他們越重視的東西，就願意花越多

的錢。

要成功銷售，我們需要知道顧客重視什麼，吸引那些顧客，將

他們重視的東西賣給他們！而且我們需要提供比競爭對手更高

的價值。

 觀賞︰ 「賣、賣、賣」（第一及第二部分）（沒有影片?閱讀第160頁。）

 討論︰ 卡華米如何學到顧客重視的事情?

 閱讀︰ 本週問題──我將如何吸引顧客並達成交易?

本週行動──我將測試我的市場行銷點子並追蹤結果。我會
從顧客以及測試結果中學習。

 練習︰ 與一位組員討論以下問題︰
 1. 向對方描述你的顧客，要具體。他們的年齡?性別?收入? 
他們什麼時候買你的產品?在哪裡買?

 2. 他們為什麼會買你的產品?你的產品會給他們帶來什麼價值?
列出越多越好，例如︰

• 我的水很冰涼
• 我的水是純淨的
• 我的水很方便就能買到
• 我非常友善，能叫出顧客的名字

 3. 你能提供哪些競爭對手不能提供的價值?你的價格、選址或產
品種類是否較佳?這稱為你的競爭優勢。競爭優勢令顧客選擇
光顧你，而不光顧競爭對手。

 閱讀︰ 成功的企業老闆會藉著提出好的問題來了解更多顧客的問題以及
如何幫助顧客。

成功的企業老闆知

道顧客購買他們的

產品的原因。

10: 我要如何吸引更多顧客並達成交易?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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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習︰ 找一個夥伴，一同閱讀這個情景︰

馬丁是修理自行車的。他也販售讓顧客能自行修理自行車的零件和物料。

菲力士來到他的店舖，雙手沾滿油污，看來很沮喪。

對於馬丁可如何向菲力士提出好問題，利用下表寫出你的想法

（參見範例）。

提出好的問題

1.我想知道顧客什麼? 2.我可以問什麼來找出答案?

他來這裡是想解決什麼問題? 看來你正在修理期間遇到問題，

我可以怎樣幫你呢?

與全組分享你認為馬丁應問菲力士的問題。

10: 我要如何吸引更多顧客並達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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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習︰ 現在，想想你自己的顧客。在第一欄中，寫下你需要知道有關你
的顧客的事情（參見範例）。在第二欄中，寫下你能夠提問並

找出答案的問題。

提出好的問題

1.我想知道顧客什麼? 2.我可以問什麼來找出答案?

我的顧客什麼時候準備好購買呢? 是不是為了特別的場合而購買? 
那是什麼時候?

與另一位組員分享你需要知道有關你的顧客的一些事情。分享

你想提問以找出答案的問題。

 討論︰ 全組一起討論進一步了解你的顧客的方法，以及這週你可以做什
麼去開始了解。

10: 我要如何吸引更多顧客並達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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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如何吸引更多顧客?
 討論︰ 想想你在以前從未去過的商店買東西的經驗。是什麼吸引你去

那些商店?在你所在地區，不同的事業怎樣吸引顧客?

 練習︰ 在以下表格的空白線上，寫下你曾購買的產品或服務。然後寫下
是什麼吸引你光顧那些事業（參見範例）。

什麼吸引了我?我買了什麼?
我所購
買的產品
或服務

個人銷售 推介/介紹 廣告 減價 其他

糖果
企業老闆告訴我 
有關那項事業 
的事情

我的鄰居說
我應該試試

八折優惠 免費樣品

衣物
銷售人員告訴我 
有減價活動

我看到牆上
的海報

半價買 
第二件貨品

蔬菜 朋友叫我去試試 我在報紙上看到 免費樣品

 討論︰ 與另一位組員分享你寫的內容。哪種方法可能對你的事業有效?

10: 我要如何吸引更多顧客並達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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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 我們剛才談及的事業吸引到顧客不是意外。他們對如何推廣產品
和服務有許多構思。

 討論︰ 他們從哪裡得到那些構思?

 觀賞︰ 「市場行銷?」（沒有影片?閱讀第161頁。）

 閱讀︰ 市場行銷包括︰
• 如何找顧客及影響顧客兩方面的構思。
• 我們希望顧客做什麼。

市場行銷點子

構思

如果我贈送樣品⋯⋯

預期結果

人們會多買糖果。

 練習︰ 與你鄰座的組員一同練習。
 1. 幫助彼此想出有助顧客找到你的事業和購買你出售的產品的
構思。討論你所在地區內最有效的方法。

 2. 在下面寫下至少一個新的構思。然後幫助彼此寫下你們想要
達到的結果（參見範例）。

市場行銷點子

構思 預期結果

如果我用擴音器告訴人們我的 
椅子六折出售⋯⋯

顧客會來我的店舖買椅子。

10: 我要如何吸引更多顧客並達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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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如何測試我的市場行銷計畫?
 閱讀︰ 我將如何知道我們的構思有沒有效?我們要有測試構思的方法。

我們要有評估結果的方法。

 練習︰ 與你鄰座的組員一同練習。討論並寫下數個市場行銷點子和你希
望事業達到的結果。包括任何目前似乎有效的構思。為每個構

思寫下你評估結果的方法。隨著你嘗試和評估不同的構思，你

的構思將隨時間改變和改進。

測試我的市場行銷想法

構思 預期結果 評估

如果我用擴音器告訴人們

我的椅子六折出售⋯⋯
顧客會來我的店買椅子。

顧客進來時，我會問他們怎樣聽到 
六折優惠。我會記錄顧客的回應 
在日誌上。

 閱讀︰ 這週讓我們測試我們的構思！我們毋須同時測試我們所有的構
思。而有些構思可能無效──但不要緊。我們將繼續嘗試不同

的構思並評估結果。我們最終會找出最佳方法，幫助人們找到

我們、繼而買我們的產品。

10: 我要如何吸引更多顧客並達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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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如何找到顧客來消費?
 閱讀︰ 為什麼一些顧客會消費而一些顧客不會?當中有許多原因。但是

我們可以影響顧客的決定！

 觀賞︰ 「請買點東西吧！」（沒有影片?閱讀第162頁。）

 討論︰ 為什麼瑪利亞無法說服顧客買雞蛋?瑪利亞關心的是她自己還是
她的顧客?

 閱讀︰ 為了說服顧客購買，我們必須發問、聆聽，然後建議。 

成功的企業老闆會運用這個循環來說服更多的顧客購買他們的

產品和服務。

 觀賞︰ 「發問、聆聽、建議」（沒有影片?閱讀第163頁。）

 討論︰ 瑪利亞之前只問了撒母耳和露西亞一個問題︰「有什麼可以幫到
你們呢?」這次瑪利亞的做法有什麼不一樣而得到較佳的結果?
瑪利亞如何向西爾維婭證明她真的在聆聽?

1.發問顧客實質上想要

什麼?為什麼?

2.聆

聽

我有聆聽嗎?3.建

議我有沒有能讓我和顧

客雙方都受益的做法?

成功的企業老闆 
會發問、聆聽， 
然後提出建議。

10: 我要如何吸引更多顧客並達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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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 想想別人說服了你買東西，甚至是你根本沒有打算買東西的情
況。那人說了什麼令你決定購買呢?

 閱讀︰ 下表展示可用來說服顧客購買我們的產品的五種方法和範例。這
稱為「達成交易」的方法。

 練習︰ 與小組裡另外兩位成員一起，練習對彼此運用各種達成交易的方
法。試試向他們推銷你的產品。利用下表寫下你能用來向顧客

推銷的最佳達成交易方法。為每種方法寫下至少一個建議。

達成交易

1.兩個好的選項 2.「如果」 3.重要事件 4.樣品 5.其他

你喜歡香蕉還是

芒果?

如果我能拿到那

個價錢，你會想

跟我訂購嗎?

我可以在你太太

生日前就預備好

貨品。

試試這個。我想

你會比較喜歡這

個口味。

如果你兩雙鞋都

買，我給你打個

折如何?

現在，請各位起立。在房間內走動，嘗試不同方法。花兩分鐘

進行這個活動。

 討論︰ 全組一起討論你認為吸引顧客到你的店舖購物的最佳方法。為
什麼這對你的顧客來說是最佳方法?

成功的企業老闆 
能達成交易。

10: 我要如何吸引更多顧客並達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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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能使持續消費變得更簡單輕鬆?
 閱讀︰ 成功的企業老闆會讓顧客輕鬆自在地向他們購物。

 練習︰ 找個夥伴一同看看以下範例。

閱讀寶娜在第一間和第二間店舖的經歷。然後閱讀她給朋友的

回應。與你的夥伴討論你認為寶娜推薦第一間店舖的原因。

寶娜的購物經歷

第一間店舖 第二間店舖

寶娜的經歷

寶娜來這家店已超過15次。
她喜歡那裡的價格、產品選

擇和店主。

寶娜只來過這家店一次。她覺

得很難找到她想要的貨品。 
她有問題時沒有得到幫助。

寶娜給朋友的回應

「我們去第一家店吧。我常

去那家店的。在那裡很容易

找到我要的東西。我喜歡那

家店。」

「我不喜歡第二家店舖。在那

裡很難找到我要的東西。我有

問題的時候，店裡的人也不樂

意幫忙。」

 閱讀︰ 如果店主和店員做到以下各項，顧客就會一直來光顧︰
• 認識顧客的名字
• 對顧客微笑
• 聆聽並回應顧客的需要

 討論︰ 你的事業要做到哪些事，才能吸引更多回頭客?你會在上列事項
再加上什麼?

成功的企業老闆會使

購物變得簡單輕鬆。

10: 我要如何吸引更多顧客並達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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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做哪些改進?
 時間︰ 沉思部分，計時10分鐘。

 練習︰ 閱讀右邊的經文，或思考另一段經文。靜靜沉思你所學到的事
情。把你的任何感受都寫在下面或你的事業筆記本裡。

  

  

  

  

  

 

這個星期哪個想法對你的事業最有幫助?將這個想法變成你的
每週事業目標。

將你的每週事業目標加到下一頁的你的承諾之中。

 討論︰ 有人想要分享他或她的每週事業目標或其他想法嗎?

「為你們田裡的作

物呼求祂，使你們

豐收。為你們牧場

的羊群呼求祂， 
使羊群增加。」

阿爾瑪書34：24-25

10: 我要如何吸引更多顧客並達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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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如何每天都有進度?
 時間︰ 承諾部分，計時10分鐘。

 練習︰ 選擇你的行動夥伴。決定你們會在什麼時間、用什麼方式互相
聯絡。

行動夥伴姓名 聯絡資料

向行動夥伴讀出每項承諾。答應你會遵守承諾！在下面簽名。

我的承諾

我將與至少五位顧客談談，了解他們想從我的事業買到什麼。

我將測試至少兩個市場行銷點子並追蹤結果。

我將與至少10位顧客練習達成交易方法，並了解哪種方法效果最好。

我將達成我的每週事業目標︰   

 

我會執行今天在我的基礎學到的原則，並把這個原則教給我的家人。

我會增加儲蓄──就算一、兩元也好。

我會向我的行動夥伴回報。

我的簽名 行動夥伴簽名

10: 我要如何吸引更多顧客並達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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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如何回報進度?
 練習︰ 在下次聚會前，用這張承諾表來記錄你的進度。在下面的空格

中，填上「已完成」，「未完成」，或你做到的次數。

與至少五位顧

客談談 
（寫下數字）

測試至少 
兩個市場行

銷點子並追

蹤結果（寫

下數字）

練習達成交

易方法至少

10次（寫
下數字）

達成每週 
事業目標 
（已完成／

未完成）

實踐基礎一

書的原則，

並教導家人

（已完成／

未完成）

增加儲蓄 
（已完成／

未完成）

向行動夥伴

回報 
（已完成／

未完成）

 閱讀︰ 選一位組員協調負責下週我的基礎主題。

請一位組員作閉會祈禱。 歡迎提出意見

請將你的想法、 
意見、建議或經驗

寄到 srsfeedback@ 
ldschurch.org。

10: 我要如何吸引更多顧客並達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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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賣、賣

輪流閱讀以下內容。

旁白︰還記得卡華米嗎，就是那個賣

棍子上的香蕉的人?他創辦了一項似乎
很成功的事業，而且他也成了一位出

名的超級推銷員。這是完美的配搭，

對嗎?

他做好了香蕉小吃，然後決定清早就

開始售賣。他到他家附近一個角落努

力叫賣，但是沒有人停下來。他越努

力嘗試，情況就越差。他甚至開始對

人叫嚷︰

「嗨，這是很棒的小吃！味道非常好！

你一定會喜歡的！這樣吧，你買一根

我就送你一根！嗨。⋯⋯」

但路人甚至不看他一眼。他感到很氣

餒，午飯前就回家了。哪裡出錯了?

卡華米坐下來思考。他很失敗嗎?產品
不好嗎?給他這個點子的那個人呢──
他撒了謊嗎？

然後他記起了那人談到他對顧客進行

的市場調查──顧客喜歡什麼、時

間、地點、他們怎樣與朋友一起買東

西──什麼對他們最重要！

卡華米極想賣出產品，而他忘記了最

重要的事──為顧客解決問題！

因此他重頭開始，做了以下的事︰

──他等到下午和黃昏人們想要吃

小吃的時候才賣。

──他選了一個許多人一起閒坐的

位置。

──他決定播放一些輕快的音樂吸

引人注意，而他甚至跟著唱歌──

實在是獨一無二！至少人們開始微

笑。

──他讓與朋友聚在一起的女士免

費試吃──然後大聲問她們喜不喜

歡吃。這很有效！

銷量增加了，他甚至決定嘗試提高售

價──也無人投訴！然後他又嘗試給

多買的人折扣，但這卻減少了利潤又

沒有增加銷量，所以他就停止這樣做

了。而他也從經驗中汲取了教訓：他

的冷藏箱只可保持小吃的鮮味一段

短時間──顧客不喜歡濕濕軟軟的香

蕉！

那晚他回家的時候，他想到了「唱歌

的香蕉人」的新海報的各種點子。他

可以開派對！他可以辦節慶慶祝會！

他可以⋯⋯他有點忘形了。但你看到

他如何學習增加提供給顧客的價值嗎?

回到第148頁

資源

10: 我要如何吸引更多顧客並達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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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行銷?
選擇角色並演出以下部分。

拿俄米︰嗨，瑪利亞。過來和你說一

聲，我們真喜歡在你這裡買雞蛋。很

方便！

瑪利亞︰謝謝，拿俄米！讓顧客開心

對我來說很重要。

拿俄米︰生意如何?

瑪利亞︰ 應該不錯吧！我與顧客，甚
至其他企業老闆談過，我學到很多。

事實上，我還學到在賣雞蛋的同時我

也還可以賣羊奶。

拿俄米︰那行嗎?

瑪利亞︰嗯，還可以。但我沒辦法讓

更多人過來。你要開始幫我賣嗎?

拿俄米︰我不行！我們的事業正在發

展，現在真的很忙。我有個朋友幫我

們做了些市場行銷的構思，銷量增加

了差不多一倍！

瑪利亞︰市場行銷?

拿俄米︰嗯。我們開始時首先把注意

力集中在我們的顧客身上，以及如何

找到更多類似的人。然後我們測試了

一些構思，找到三個有效的方法。我

們都不斷嘗試和測試。

瑪利亞︰我試了一個方法。

拿俄米︰是什麼呢?

瑪利亞︰有個人進來向我推銷他們設

計的名片。

拿俄米︰有幫助嗎?

瑪利亞︰對我沒有，但對賣名片的那

個人肯定是有效！

拿俄米︰聽著，如果你要，我可以幫

你做一些市場行銷的點子⋯⋯而且我

不會向你推銷任何東西。

瑪利亞︰嗯，聽起來不錯！

回到第1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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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買點東西吧！

選擇角色並演出以下部分。

旁白︰一位顧客走到瑪利亞的攤位。

瑪利亞︰〔心想〕終於有顧客了。請

買點東西吧！拜託。

撒母耳︰〔心想〕這個女人肯定是在

盯著我。我購物時可以不要緊緊盯著

我嗎？

瑪利亞︰〔心想〕請買那些雞蛋！我

需要錢。

撒母耳︰〔心想〕我覺得越來越尷

尬。我要走了。

瑪利亞︰〔心想〕啊?不要走呀！賣
了那些雞蛋我就可以賺到一筆錢了。

〔她大聲喊出〕我可以幫你什麼呢?

撒母耳︰不用，謝謝！

旁白︰另一位顧客走到瑪利亞的攤位。

露西亞︰〔心想〕這裡可能有我需要

的東西。我應該看看。

瑪利亞︰〔心想〕好，又來了一位顧

客。她看來有錢。請，請買點東西。

〔大聲〕有什麼可以幫你呢?

露西亞︰我只是看看。

瑪利亞︰你需要雞蛋嗎?這些雞蛋都
是最好的雞下的⋯⋯我也有羊奶。

〔心想〕她負擔得起的。也許她全部

都會買下來。

露西亞︰不。那⋯⋯啊⋯⋯不是我想

找的東西。

瑪利亞︰我有更多的羊奶。

露西亞︰不用了，謝謝！

瑪利亞︰你真的應該買點試試。我的

羊奶都新鮮純淨，而且是最佳⋯⋯

露西亞︰沒關係。謝謝；我要走了。

回到第15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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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聆聽、建議

選擇角色並演出以下部分：

瑪利亞︰你好，我是瑪利亞。你叫什

麼名字?

西爾維婭︰我叫西爾維婭。

瑪利亞︰你是因為減價來的嗎?若你
買雞蛋的話，現在買五送一哦！

西爾維婭︰好的，謝謝。

瑪利亞︰你有聽說過我們的減價活動

嗎?

西爾維婭︰我朋友告訴過我。她說昨

天你免費送雞蛋和羊奶。她說兩樣都

非常新鮮！

瑪利亞︰太好了。真高興她喜歡這些

商品。我們的產品都是新鮮美味的。

你要多少顆雞蛋?

西爾維婭︰我要⋯⋯嗯⋯⋯五顆吧。

瑪利亞︰好的，我拿給你⋯⋯但我看

你好像有點猶疑。是不是不知要買多

少才適合?

西爾維婭︰嗯，是的我兄弟的家庭明

天要搬進我家了。我不知道要怎樣才

能讓每個人都吃飽。但是他也沒有任

何其他選擇了。

瑪利亞︰原來如此。嗯，你會因幫助

他們而獲得祝福的。你要煮什麼?

西爾維婭︰我也不確定。我在考慮用

我們的儲蓄買一點肉和雞蛋一起煮。

我真的要精打細算才行。

瑪利亞︰我明白。我們也沒錢買許

多肉，所以我就只是用我們的雞蛋，

混點蔬菜、加點羊奶。我這裡有點羊

奶，我的朋友在對面街就是賣新鮮蔬

菜的。這樣你花少點錢也可以讓大家

吃飽。你想多要點雞蛋和羊奶嗎？會

多花一點點錢⋯⋯但還是比肉便宜一

點！

西爾維婭︰嗯，那是個好主意。謝

謝！要餵飽十一個人呢！好的，我要

多買幾顆雞蛋和羊奶。

瑪利亞︰ 十一個人份的話，我建議你
買八顆⋯⋯你還會拿到一顆免費的！

西爾維婭︰噢，我明天可能會再來。

瑪利亞︰可以啊。我就在這裡等你。

但是沒有免費雞蛋了。我現在幫你包

起來好嗎?

西爾維婭︰好的，你說得對。這是值

得的。謝謝。

回到第15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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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要如何增加利潤?

給輔導員的指示
聚會當日︰

• 給組員發簡訊或打電話。邀請他們提早10分鐘到達，回報他們遵守
承諾的情況。

• 準備聚會要用的資料。

聚會前30分鐘︰
• 圍著桌子放置椅子，使大家坐得近一些。
• 在白板上畫出這張承諾表，寫上小組中每個人的名字（見以下範
例）。

組員姓名 與至少五位顧

客談談 
（寫下數字）

測試至少兩

個市場行銷

點子並追蹤

結果（寫下

數字）

練習達成交

易方法至少

10次（寫下
數字）

達成每週 
事業目標 
（已完成／

未完成）

實踐基礎一

書的原則，

並教導家人

（已完成／

未完成）

增加儲蓄 
（已完成／

未完成）

向行動夥伴

回報 
（已完成／

未完成）

葛莉雅 8 3 15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聚會前10分鐘︰
• 親切地與到達的組員打招呼。
• 組員到達時，請他們在白板上填寫承諾表。也提醒他們翻開第197頁，
更新他們在取得證書方面的進展。問問誰已接近完成證書要求。聚

會後，通知支聯會自立委員會誰很可能會完成要求。

• 指派計時員。

開始時︰

• 請組員關掉手機或其他裝置。
• 作開會祈禱（也可唱開會詩歌）。
• 輕聲地請遲到的組員關掉手機並填寫承諾表，小組則繼續討論。
• 讀我的基礎，計時20分鐘。
• 完成我的基礎中的第11項原則。然後回到作業本，繼續閱讀下一頁。



167

我遵守承諾了嗎?
 時間︰ 回報部分，計時20分鐘。

 閱讀︰ 讓我們來回報我們遵守承諾的情況。遵守了所有承諾的組員，
請起立。（為這些遵守了所有承諾的組員鼓掌。）

現在，請各位起立。讓我們一同重溫我們的主題宣言︰

「我的目的就是要供應我的聖徒，因為一切事物都是我

的。」

教義和聖約104：15

我們憑著對主的信心，一起努力，成為自立的人。

 閱讀︰ 請坐。

 討論︰ 你從與顧客交談之中學到了什麼?

你從測試市場行銷點子之中學到了什麼?

你從練習達成交易方法之中學到了什麼?

你從完成每週事業目標之中學到了什麼? 在你的事業筆記本中

寫下你藉著遵守承諾

而學到的事情。

11: 我要如何增加利潤?

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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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如何賣出更多產品?
 時間︰ 學習部分，計時60分鐘。

 觀賞︰ 「達成交易，錯失銷售！」（沒有影片?見第178頁。）

 閱讀︰ 很簡單。瑪利亞達成了交易。西爾維婭得到她要的東西。

她們都開心。但是瑪利亞錯失了一宗更大的交易──送貨服務

的額外銷售。增加送貨服務可讓瑪利亞向西爾維婭賣出更多產

品，即「升級銷售」。

「升級銷售」意思是向顧客推薦比他們原來打算購買的更多或

更佳的產品選擇。

例如︰

• 更多︰向要炸魚的顧客推薦飲品或麵包
• 更佳︰向考慮購買品質較差的縫紉機的顧客推薦品質較佳的
縫紉機

 觀賞︰ 「升級銷售」（沒有影片?見第178頁。）

 討論︰ 瑪利亞可如何向西爾維婭升級銷售送貨服務?你見過哪些升級
銷售的範例?

 閱讀︰ 本週問題──我要如何增加利潤?

本週行動──我將嘗試兩種升級銷售的方法。我將嘗試兩種
減低成本的方法。

成功的企業老闆 
總是會升級銷售。

11: 我要如何增加利潤?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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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應升級銷售什麼?
 閱讀︰ 顧客不會純粹因我們建議就買更多。

我們建議的必須是相比原來的產品他們更想要的。他們可能願

意為以下各項付出更多，如︰

• 省時
• 省錢
• 品質
• 數量
• 服務

• 關係
• 速度
• 可靠性
• 美觀
• 聲譽

 練習︰ 你的顧客會願意為什麼多付錢?你可以如何找出答案?找一位夥
伴一起討論你們認為顧客重視什麼。

利用下表寫下你用來找出你的顧客重視什麼的三個方法（參見

範例）。

對顧客重視什麼，我的想法是什麼? 我會問或做些什麼來找出答案

我想我的顧客可能重視可靠性。
問顧客︰「如果我保證每次都在5：00前 
送貨，你會有興趣嗎?」

我想我的顧客可能重視新鮮產品。
在兩盒水果上分別貼上「今早新鮮採摘」和

「本週採摘」的標貼。觀察顧客選擇哪盒。

寫下你的想法後，與小組分享。

成功的企業老闆 
知道他們的顧客 
重視什麼。

11: 我要如何增加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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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升級銷售的價格應該是多少?
 閱讀︰ 顧客可能想多要一點什麼，但是他或她願意付出多少呢?

我們又願意按什麼價格來銷售呢?我們需要有利潤。

例如，拿俄米測試了她猜顧客重視品質的想法。他們一般選擇

「今早新鮮採摘」的水果。問題是新鮮水果會增加她的成本。

她實質上會虧損。

她決定將「本週採摘」的水果訂價10元（利潤=1元），而她的
「今早新鮮採摘」水果則訂價13元（利潤=3元）。她將嘗試向
顧客升級銷售新鮮採摘的水果。

 練習︰ 找一個夥伴。看看上頁你的顧客所重視的事情。列出你的升級銷
售產品或服務。利用下表列出你的價格。

升級銷售 我的升級銷售價格

我將售賣「今早新鮮採摘」水果。
「本週採摘」水果價格=10元（1元利潤）
「今早新鮮採摘」水果價格=13元（3元利潤）

我將保證衣服在5：00之前就洗好。 普通隔天取衣物價格=20元（4元利潤）
保證時間洗衣價格=27元（8元利潤）

我將會賣護膚香皂。
普通香皂價格=12元（2元利潤）
護膚香皂價格=18元（6元利潤）

 討論︰ 寫下你的想法後，與小組分享。

11: 我要如何增加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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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如何升級銷售?
 閱讀︰ 有什麼因素會令我們的顧客想多買一點?我們需要一句「升級銷

售短句」。升級銷售短句可以是︰「這會貴一點點，但     。」
我們在空格中填上我們知道對顧客來說重要的價值。

例如，拿俄米的顧客在看「本週採摘」的水果時，她可以說︰

「我有今早新鮮採摘的水果。」

然後她加上升級銷售短句︰「這會貴一點點，但比較新鮮。」

 練習︰ 想想你自己的事業。想想你升級銷售的產品。你會說什麼來向你
的顧客升級銷售呢?利用下表創作升級銷售短句（參見範例）。

寫下升級銷售短句

第一項產品 
或服務

升級銷售產品 
或服務

我的顧客
重視什麼

升級銷售短句

「本週採摘的」

水果

「今早新鮮採摘

的」水果
品質（新鮮度） 這會貴一點點，但比較新鮮。

3元半公升羊奶 5元一公升羊奶 省錢
這會貴一點點，但只需2元 
就可以買到多一倍的羊奶。

普通香皂 護膚香皂 品質
這會貴一點點，但對你的肌膚

比較好。

洗衣服務 熨衣 省時
這會貴一點點，但可以節省你

很多時間。

成功的企業老闆會

讓顧客購物變得 
簡單輕鬆。

11: 我要如何增加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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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如何更快地售出我的產品呢?
 閱讀︰ 成功的企業老闆會向每位顧客多推銷，使他們能夠快速「清空

庫存」。「清空庫存」指售出我們從供應商買入的所有產品。

我們可以利用升級銷售技巧向每位顧客多推銷。

 觀賞︰ 「快速清空庫存」（沒有影片?閱讀第179頁。）

 討論︰ 瑪利亞如何能更快地清空庫存?這樣做如何能增加她的利潤?

之前 瑪利亞所做的事 之後

瑪利亞給她的供應商支付 
每公升羊奶17元。

她和她的供應商討論如她

大量買入可得的折扣。
她現在每公升付15元。

瑪利亞大量買入羊奶增加

了她的庫存。她並沒有改

變售價。現在她需要較長

時間來清空庫存，部分羊

奶也變壞了。

她利用升級銷售技巧︰ 
如果顧客購買兩公升或 
以上就有折扣。

現在她能在兩日內清空庫

存。沒有羊奶變壞。她有

更多資金去買入更多。而

她也賺到更多錢。

 閱讀︰ 有些特別產品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售出，那沒有關係。但是，如果
我們的產品根本賣不出去，則意味著我們寶貴的事業資金將被

堵在庫存中，直至產品賣出為止。

 討論︰ 與你的夥伴討論以下兩個問題。寫下你的想法。
 1. 我可如何更快地清空庫存?
 2. 我可如何減少賣不出去的庫存供應?

  
  
  
 

成功的企業老闆 
會時常清空庫存。

11: 我要如何增加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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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如何減低成本?
 閱讀︰ 清空庫存可迅速增加我們的利潤。我們也可藉著減低支出使我們

事業的利潤增加。

 練習︰ 找一個夥伴。輪流閱讀以下減少支出的方法。寫下你可以減少支
出的其他方法。

固定 變動

將我們所擁有的物盡其用

租金

與供應商議價

使用多個供應商

回到整個小組中分享你的想法。

11: 我要如何增加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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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 我們也可思考避免支出的方法。

 練習︰ 拿俄米正在考慮僱用兩個幫手︰撒母耳和約瑟。

她會僱用撒母耳在她的果攤每天工作四小時（固定成本）。她

不會僱用約瑟，但會在有需要時打電話請約瑟來幫她送貨（變

動成本）。

與另外兩位組員討論避免或減少拿俄米的固定及變動成本的方法。

 練習︰ 現在到你了。列出你事業的變動及固定成本。與你的夥伴一起討
論減少這些成本的方法。

固定 變動

11: 我要如何增加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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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做哪些改進?
 時間︰ 沉思部分，計時10分鐘。

 練習︰ 閱讀右邊的經文，或思考另一段經文。靜靜沉思你所學到的事
情。把你的任何感受都寫在下面或你的事業筆記本裡。

  

  

  

  

  

 

這個星期哪個想法對你的事業最有幫助?將這個想法變成你的
每週事業目標。

將你的每週事業目標加到下一頁的你的承諾之中。

 討論︰ 有人想要分享他或她的每週事業目標或其他想法嗎?

「你所做的一切事

都要與主商量， 
祂必指導你做 
有益的事。」

阿爾瑪書37：37

11: 我要如何增加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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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如何每天都有進度?
 時間︰ 承諾部分，計時10分鐘。

 練習︰ 選擇你的行動夥伴。決定你們會在什麼時間、用什麼方式互相
聯絡。

行動夥伴姓名 聯絡資料

向行動夥伴讀出每項承諾。答應你會遵守承諾！在下面簽名。

我的承諾

我將嘗試對10位或以上的顧客嘗試至少兩個升級銷售的方法。

我將嘗試至少兩個減低我的固定及變動成本的方法。

我將達成我的每週事業目標︰  

 

我將執行今天在我的基礎學到的原則，並把這個原則教給我的家人。

我會增加儲蓄──就算一、兩元也好。

我將向我的行動夥伴回報。

我的簽名 行動夥伴簽名

11: 我要如何增加利潤?

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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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如何回報進度?
 練習︰ 在下次聚會前，用這張承諾表來記錄你的進度。在下面的空格

中，填上「已完成」，「未完成」，或你做到的次數。

對至少10位
顧客嘗試兩個

升級銷售方法

（寫下數字）

我將嘗試至少

兩個減低我的

固定及變動成

本的方法。

達成每週 
事業目標 
（已完成／

未完成）

實踐基礎一書

的原則， 
並教導家人

（已完成／

未完成）

增加儲蓄 
（已完成／

未完成）

向行動夥伴

回報 
（已完成／

未完成）

 閱讀︰ 在下次聚會中，我們將再做一次自立評估，看看我們是否變得更
為自立。我們需要攜帶邁向自立之路小冊子。

 閱讀︰ 選一位組員協調下週我的基礎主題。

請一位組員作閉會祈禱。

歡迎提出意見

請將你的想法、 
意見、建議或經驗

寄到 srsfeedback@ 
ldschurch.org。

輔導員注意事項︰

下次聚會多帶五本

邁向自立之路。

11: 我要如何增加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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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交易，錯失銷售！

選擇角色並演出以下部分。

瑪利亞︰嗨，西爾維婭。你今天好嗎?

西爾維婭︰很好，謝謝。你今天的幫

手是誰?

瑪利亞︰這是我的姪女蘇菲亞。

西爾維婭︰真是個好女孩！嗯，我的

兄弟找到了些工作。他仍住在我家，

但他現在會幫忙付錢買食物了。

瑪利亞︰他什麼時候開始工作?

西爾維婭︰今天！

瑪利亞︰他和你都鬆了一口氣呢！你

今天怎麼會來呢?

西爾維婭︰我想買多些雞蛋。大家

都喜歡你的雞蛋，你的雞蛋也讓我們

省了不少。我想要八顆雞蛋和兩瓶羊

奶。

瑪利亞︰好的。謝謝光顧，西爾維婭。

祝你有愉快的一天！

蘇菲亞︰她拿著那麼多東西。為什麼

你不叫她讓我幫她拿雞蛋和羊奶呢?

瑪利亞︰噢，蘇菲亞。你說得對。我

應該也想到這點。我錯失了向她升級

銷售送貨服務的機會。那筆銷售本應

可多收10元的。

回到第168頁

升級銷售

選擇角色並演出以下部分。

西爾維婭︰我又來買雞蛋了！今天我要

10顆雞蛋，因為我之後幾天不能來。

瑪利亞︰太好了。我一直在想著你。

我家和你家吃飯的人一樣多，但是我

們至少要吃1 2顆雞蛋。他們對你真
好。

西爾維婭︰問題是怎樣拿回家。上次

我打破了兩顆。

瑪利亞︰我也擔心會這樣。我可以讓

蘇菲亞幫你提雞蛋回家。我們送貨只

收10元。這樣會貴一點點，但可以省
卻你自己提的麻煩。而且如果蘇菲亞

送貨時打破了雞蛋，我們會免費換給

你。

西爾維婭︰嗯，那確實能幫到我。好

的，就這樣做吧。謝謝。

瑪利亞︰聽起來不錯。蘇菲亞，謝謝

你幫助西爾維婭。快去快回！

回到第168頁

資源

11: 我要如何增加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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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清空庫存

選擇角色並演出以下部分。

瑪利亞︰你好，拿俄米。今天要點什

麼?

拿俄米︰我需要點羊奶。

瑪利亞︰太好了。我們有很多。

拿俄米︰瑪利亞，這羊奶臭了。多少

天了?

瑪利亞︰啊，糟了！對不起。我也不

確定。我買了很多，這樣才不會缺貨。

拿俄米︰有足夠的貨品賣給顧客是很

重要，但你也要迅速清空庫存。

瑪利亞︰清空庫存?什麼意思?

拿俄米︰清空庫存是賣出你從供應商

買入的所有產品。

瑪利亞︰我有試著清空我的庫存。但

有時花太長時間，我只好把酸掉的羊

奶丟掉。

拿俄米︰這就是你要迅速清空庫存的

原因了。因為沒有迅速賣出而丟掉羊

奶等於浪費你的資金。但是這並不是

你需要迅速清空庫存的唯一原因。

瑪利亞︰是嗎?

拿俄米︰瑪利亞，支付給羊奶供應商

的資金是從哪裡來的?

瑪利亞︰我每次賣出羊奶就存點錢。

存夠了錢就去多買點羊奶。

拿俄米︰瑪利亞，你花越長的時間來

清空庫存，你就要等越長的時間才能

去買更多的羊奶。

謹記，賣出羊奶才會賺到錢。你的庫

存賣得越快，你就賺到越多錢。

如果你能在三天內賣完你全部的羊奶

會怎樣?或者兩天?甚至在同一天?

瑪利亞︰羊奶就不會變壞，我也可以

快點去供應商那裡買更多羊奶。我就

會有更多羊奶賣給我的顧客，繼而賺

到更多錢。我要開始更快地清空我的

庫存！

回到第172頁

11: 我要如何增加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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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要如何持續改善我的事業?

給輔導員的指示
聚會當日︰

• 小組今天將在承諾部分多花20分鐘。請閱讀我的基礎中的最終活
動，並準備好回答問題。

• 給組員發簡訊或打電話。邀請他們提早10分鐘到達，回報他們遵守
承諾的情況。

• 準備聚會要用的資料。

聚會前30分鐘︰
• 圍著桌子放置椅子，使大家坐得近一些。
• 在白板上畫出這張承諾表，寫上小組中每個人的名字（見以下範
例）。

組員姓名 對至少10位
顧客嘗試兩

個升級銷售

方法（寫下

顧客數目）

我將嘗試至

少兩個減低

我的固定及

變動成本的

方法。

達成每週 
事業目標 
（已完成／

未完成）

實踐基礎一

書的原則，

並教導家人

（已完成／

未完成）

增加儲蓄 
（已完成／

未完成）

向行動夥伴

回報 
（已完成／

未完成）

葛莉雅 15 5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聚會前10分鐘︰
• 親切地與到達的組員打招呼。
• 組員到達時，請他們在白板上填寫承諾表。也提醒他們翻開第197頁，
更新他們在取得證書方面的進度。問問誰已完成證書要求。為已完成

要求的每位組員在第198頁的結業信上簽名。聚會後，通知支聯會自
立委員會誰已完成證書要求。

• 指派計時員。

開始時︰

• 請組員關掉手機或其他裝置。
• 作開會祈禱（也可唱開會詩歌）。
• 讀我的基礎，計時20分鐘。
• 完成我的基礎中的第12項原則。然後回到作業本，繼續閱讀下一頁。

新！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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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遵守承諾嗎?
 時間︰ 將回報單元時間設定為30分鐘。

 閱讀︰ 讓我們來回報我們遵守承諾的情況。遵守了所有承諾的組員，
請起立。（為這些遵守了所有承諾的組員鼓掌。）

現在，請各位起立。讓我們一同重溫我們的主題宣言︰

「我的目的就是要供應我的聖徒，因為一切事物都是我

的。」

教義和聖約104：15

我們憑著對主的信心，一起努力，成為自立的人。

 閱讀︰ 請坐。

 討論︰ 你從嘗試升級銷售之中學到了什麼?

你從嘗試減低成本之中學到了什麼?

你從完成每週事業目標之中學到了什麼?

在你的事業筆記本

中寫下你藉著遵守

承諾而學到的 
事情。

12: 我要如何持續改善我的事業?

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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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加起來以後會怎樣?
 時間︰ 學習部分，計時60分鐘。

 觀賞︰ 「我們做得到！」（沒有影片?閱讀第192頁。）

 練習︰ 瑪利亞的事業比12週前好。你自己的事業和12週前相比有什麼
改進?找一位組員，拿出你們的事業成功藍圖。問︰「         
（藍圖中的某項）如何改善了你的事業?」

例如︰「使用多名供應商如何改進了你的事業?」

花兩分鐘輪流問對方問題。

 閱讀︰ 我們做得到！我們已取得成功。我們已開始並發展我們的事業！
我們需要繼續改進我們的事業並增加利潤。

 閱讀︰ 本週問題──我要如何增加利潤?我可如何繼續學習和改進?

本週行動──我將為我的事業訂立目標。我會為我的事業準
備好一份講解資料。

12: 我要如何持續改善我的事業?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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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如何達到我的事業目標?
 討論︰ 閱讀右邊的引文。什麼目標會「激發你們的想像力，為你們的

內心帶來活力」?

 練習︰ 寫下你對你事業的三個目標。花兩分鐘時間。

  
  
 

與小組裡另外兩位成員一起，看看以下的兩個目標。

我希望能更有效地管理我的資金，因

為除非我向家人借款，否則我常常沒

有足夠的金錢支付我所有的支出，有

時向家人借款也很困難，因為他們自

己的錢也不夠。

我下個月要把利潤增加

一倍。

回答以下問題。討論你選擇每項答案的原因。

 1. 哪個目標較能令人振奮?
 2. 哪個目標比較容易記住?
 3. 哪個目標比較容易評估（能知道你已達到目標）?

 閱讀︰ 成功的企業老闆會訂立能令他們振奮、易記，又容易評估的目
標。

 練習︰ 自行重寫對你事業的三個目標。花兩分鐘時間，讓你的目標變得
令人振奮、易於記住，也易於評估。

  
  
 

現在，請各位起立，合上你們的作業本。轉向你身旁的組員，

告訴他最能令你振奮的目標。迅速移至下一位組員，直至你已

與每一位組員分享你的目標。

回到整個小組之中。與小組分享別人的目標（不是分享你自己

的目標）。

「判斷自己的現況並

決定需要去做哪些事

情⋯⋯要立下具有鼓

舞作用、高尚且正義

的目標，因為這樣的

目標會激發你們的想

像力，為你們的內心

帶來活力。之後就要

專注目標，不斷努力

往目標邁進。」

約瑟‧胡適令， 
「我所學到的人生教

訓」，2007年7月， 
利阿賀拿，第46頁

成功的事業老闆會

訂立令他們振奮、

可評估的目標。

12: 我要如何持續改善我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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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 你的目標能令人振奮、易記，又容易評估嗎?

 閱讀︰ 目標不會因為我們希望達成就真的達成。我們需要努力才能達成
目標。閱讀右邊孟蓀會長的引文。

 練習︰ 再次在下面寫下你的三個目標。寫下你打算做什麼來達成你的目
標（參見範例）。

目標 我將做什麼來達成我的目標

我將在繁忙的街道上經營一個攤販，

在下月使我的利潤增加一倍。

在我為新攤販尋找好位置期間，我會

讓我兒子經營我的事業。

我將送出樣品，這樣別人就知道可以

在我那裡買到那些產品。

 閱讀︰ 我們在努力邁向目標的道路上，很可能會感到困難和失望。成功
的企業老闆永遠不會放棄，而且他們會計劃如何克服困難。閱

讀以下的故事。

丹尼爾知道他大部分家人都會批評他的事業目標，並說他不可能達到那些

目標。但是他知道他的叔叔會支持他。他打算問叔叔的意見，並請叔叔鼓

勵他。他打算祈求得到力量、仁慈和耐心。他打算要在受批評的時候保持

堅定樂觀。

 寫下︰ 分享在達成你的目標的過程中能讓你克服困難的方法。謹記主
能夠幫助你，其他人也可以幫助你。在下面寫下你的想法。

  
 

「寫下妳們的目標，

還有妳們達成目標

的計畫。目標要訂得

高，因為妳們有能力

獲得永恆的祝福。」

多馬‧孟蓀，「妳的 
高榮之旅」， 1999年 
7月，利阿賀拿， 
第97頁

成功的企業老闆 
永遠不會放棄。

12: 我要如何持續改善我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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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應如何為畢業作準備?
 閱讀︰ 畢業的時候，我們每位都會起立，向其他企業老闆、家人和朋友

描述我們的事業。觀賞影片時，跟隨以下指示。

 觀賞︰ 「五分鐘事業介紹」（沒有影片?輔導員可以讀出第193頁，而組
員跟著看以下指示。）

五分鐘事業介紹︰指示

第1部分： 在一分鐘之內描述你的事業。

第2部分：

在一分鐘之內描述以下：解答以下任何一個問題如何大大改善了你的事業：

 1. 人們的購買需求是什麼?
 2. 我要如何銷售?
 3. 我要如何控制成本?
 4. 我要如何增加利潤?
 5. 我要如何經營我的事業?

第3部分：

在一分鐘之內描述你如何增加儲蓄並作財務紀錄。

• 你增加儲蓄多少週了?          

• 你寫事業財務紀錄多少週了?          

• 你寫個人財務紀錄多少週了?          

第4部分： 在一分鐘之內，描述你為了持續改善事業而會做的一件事。

第5部分： 在一分鐘之內，描述你的一項事業目標，以及你將如何達成你的目標。

 練習︰ 本週期間，想想你想要分享什麼。在你的事業筆記本中寫下你的
想法。練習向家人、朋友介紹你的事業。來的時候準備好分享

你的事業介紹。（你可自行選擇使用筆記、圖表或其他視覺輔

助工具等等。）

12: 我要如何持續改善我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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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後我將做什麼?
 閱讀︰ 成功的企業老闆會不斷學習。我們可以從書本、其他企業老闆、

課程，以及向彼此學習。

例如，你可能會考慮正式為你的事業註冊。與組員或商業理事

會的成員討論這個問題，有助你知道在何時以及如何做這件事。

 討論︰ 你希望小組繼續有聚會嗎?你希望與支聯會中其他小組見面嗎?

 閱讀︰ 如果我們想要繼續聚會，我們可以訂立我們自己的議程，或者依
照以下議程進行︰

議程範例

我的基礎

複習原則及主題。

回報

回報事業進展及問題。

學習

聆聽本地企業、貸款公司和政府講
者的演講。

觀賞與事業相關的影片，或閱讀相
關文章。

沉思

思考我們正在學習的事情。

承諾

選擇目標並作承諾。

我變得更自立嗎?
 閱讀︰ 我們的目標是在屬世和屬靈上自立。在工作上有成就只是這目標

的一部分而已。

 討論︰ 你在實踐和教導我的基礎原則後，發現生活上有什麼改變嗎?

 練習︰ 打開邁向自立之路小冊子，翻到空白的自立評估（在背後）。
完成各個步驟。

完成後，你有三分鐘時間沉思以下問題︰

你現在更清楚自己的開支狀況嗎?你現在可以用「經常」或 
「總是」來回答這些問題嗎?你是否對你訂立為你的自立收入
的金額有更大信心?在達到你的自立收入方面，你是否又踏前
一步了?你還可以做哪些改進?

成功的企業老闆 
會不斷學習。

邁向 
自立之路

12: 我要如何持續改善我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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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做哪些改進?
 時間︰ 沉思部分，計時10分鐘。

 練習︰ 閱讀右邊的經文，或思考另一段經文。靜靜沉思你所學到的事
情。把你的任何感受都寫在下面或你的事業筆記本裡。

  

  

  

  

  

 

這個星期哪個想法對你的事業最有幫助?將這個想法變成你的
每週事業目標。

將你的每週事業目標加到下一頁的你的承諾之中。

 討論︰ 有人想要分享他或她的每週事業目標或其他想法嗎?

「我實在說，世人

應當熱心做好事，

憑自己的自由意志

做許多事，促成 
許多正義。」

教義和聖約58：27

12: 我要如何持續改善我的事業?

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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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如何每天都有進度?
 時間︰ 為這一頁設定計時10分鐘。

向你的夥伴讀出每項承諾。答應你會遵守承諾！在下面簽名。

我的承諾

我會為我的事業準備好一份講解資料。

我將為我的事業訂立目標。

我將達成我的每週事業目標︰  

 

我會執行今天在我的基礎學到的原則，並把這個原則教給我的家人。

我會增加儲蓄──就算一、兩元也好。

我的簽名

12: 我要如何持續改善我的事業?

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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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如何繼續自立?
 時間︰ 為這一頁設定計時20分鐘。

 閱讀︰ 翻開我的基礎小冊子第28頁，完成最後活動，全組一起計劃一個
服務項目。完成後回到這頁。

 閱讀︰ 恭喜你！主已祝福你學習到新的知識和技巧，而且你已成就了偉
大的事情。請繼續向前邁進！

要保持你事業繼續發展的動力，你可以︰

• 在就近的自立中心義務服務。（成為自立的一個目的就是有
能力幫助他人。能為人服務是一大祝福。）

• 繼續與小組聚會。繼續互相支持和鼓勵。
• 繼續出席自立聚會。
• 與你的行動夥伴保持聯絡。互相支持和鼓勵。

我將會藉著訂立並遵守承諾繼續進步。

我的簽名

 閱讀︰ 我們現在會作閉會祈禱。

歡迎提出意見

請將你的想法、 
意見、建議或經驗

寄到 srsfeedback@ 
ldschurch.org。

輔導員注意事項︰

謹記在 srs.lds.org/
report回報小組進
度，以使組員能 
獲發證書。

12: 我要如何持續改善我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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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做得到！

選擇角色並演出以下部分。

瑪利亞︰哇，這真的有用！我終於見

到成效了。瑪利亞的丈夫狄亞哥︰你

在說什麼?什麼有用?

瑪利亞︰一切都配合得天衣無縫。十

二個星期前，我們開始去自立小組，

我根本不知道它可以為我們的事業帶

來多少改進。我們一直遵守的承諾、

以及我們在自立小組所學到的各樣事

情──全部都有用！

狄亞哥︰是的，我在求職自立小組也

有同樣的發現。我現在在醫院有一份

很好的工作。我的工作加上你賣雞蛋

的收入，終於能夠供養我們的家庭。

確實一切都配合得天衣無縫。

瑪利亞︰狄亞哥，那不只是我的事業，

而是我們共同的事業。謝謝你那麼努

力工作，又幫助我們賣雞蛋。

狄亞哥︰這也是主的事工。我們向衪

獻納我們在事業上的努力，對救主運

用信心，並為我們的事業祈禱。

瑪利亞︰我們需要非常仔細地審視

我們賣雞蛋的事業。我們與顧客及其

他企業老闆傾談，找出人們想要買什

麼。記得嗎?我們發現了我們應該賣雞
蛋也賣羊奶。

狄亞哥︰是的，我們也考慮過目前

我們購入雞蛋和羊奶的供應商。我們

最後明白買一頭山羊來取奶並非好主

意，而是應該從已有數頭山羊的艾德

羅那裡買羊奶。

瑪利亞︰然後我們學到了怎樣才可以

每天都賺到錢。我一直記錄我們的每

一項支出和收入。我們開始送貨上門

以後收入增加了很多。

狄亞哥︰我也有一直追蹤我們家庭支

出和收入的數目。現在我們可以支付

孩子的學校用品的費用了。

瑪利亞︰拿俄米幫助我們想到了可以

多賣的方法。我們開始問顧客問題、

聆聽他們的意見，並提出建議。我們

鼓勵顧客多買雞蛋也買點羊奶。讓蘇

菲亞送貨上門也是個極好的主意。我

們更了解顧客，還和許多顧客成為了

朋友。

狄亞哥︰然後，由於多了這些新顧客，

我們每天需要更多雞蛋，我們學會借

款來多買一些雞。真慶幸我們沒有要

第一次那筆貸款，否則我們不可能順

利還款的。我們只需要一筆小額貸款

來多買幾隻雞。

瑪利亞︰看到了嗎?！一切都天衣無
縫。現在我們只需要繼續找方法減少

我們的支出和增加銷售量。

狄亞哥︰是的。我們做得到的！

回到第184頁

資源

12: 我要如何持續改善我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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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鐘事業介紹

輔導員應讀出下文，而其他組員跟著看第187頁。

瑪利亞︰要做介紹了，我有點緊張，

但我和你們都已經這麼熟了，應該可

以的。第1部分──我應該要描述我的
事業。我的事業是售賣雞蛋和羊奶。

我數月前剛開始的時候只賣雞蛋。我

在了解到我的顧客也想買羊奶之後，

就加賣羊奶。我現在也提供上門送貨

服務。自從我來參加自立小組後，我

的事業大有改善。

瑪利亞︰第2部分是關於每週問題。
每週問題全部都對我有幫助。但是如

果要我選出最有幫助的一題，那就是

分開事業和個人財務那一題，這條問

題對我的事業改善最大。在之前，我

在事業中賺到的資金都與我的個人資

金混在一起花掉。那是不好的。現在

我都會把資金分開。

瑪利亞︰第3部分──財務紀錄及儲
蓄。12週之中有9週我都有儲蓄。我過

去連續8週都有為我的事業保存財務紀
錄。

個人紀錄也一樣。我打算繼續保存紀

錄。我覺得知道自己賺了多少、花了

多少實在很好。我也很高興我現在有

存款了。我以前從未有過存款，知道

有存款讓我感覺很安心。

瑪利亞︰好的，現在是第4部分──
繼續改進我的事業。我在過去12週學
到了很多。我想要繼續學習。我將會

參加我們支聯會的企業老闆小組。

瑪利亞︰到最後一個部分了，第5部
分是事業目標。我希望以一年時間，

讓我的事業有足夠的現金流量，讓我

足以在市場最熱鬧的部分租一個位

置。這將有助我進一步發展事業。

謝謝各位。你們真的幫助我改善了我

的事業。

回到第187頁

12: 我要如何持續改善我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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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取得證書方面有進展嗎?
每周追蹤你在邁向取得企業創業證書方面的進度。如你出席了小組聚會和遵守

了承諾，就在空格打勾。

企業創業證書要求

週
出席 

10次小組聚會
保存8週的 
個人及事業 
財務紀錄

增加 
儲蓄金額， 
為期10週

堅守每周事業
目標10週

做一次 
事業介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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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業信

敬啟者︰

 已參加一個由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主辦名

為「創業及發展事業」的自立小組，並已符合以下結業所需的要求︰

出席至少10次聚會 12次之中 次 

保存8週的個人及事業財務紀錄 8周之中 週

增加儲蓄至少10週 12周之中共 週

堅守每週事業目標至少10週 12周之中共 週

向小組做一次業務介紹（請圈一項） 有  或  無

輔導員姓名 輔導員簽署 日期

我已實踐並建立起自立的技巧、原則及習慣的基礎。我將畢生繼續運用這些技

巧、原則及習慣。

組員姓名 組員簽署 日期

註︰後期聖徒商學院的證書將由支聯會或區會自立委員會頒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