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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2022

【如何作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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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
祂必指引你的路。

(箴 3:5-6)

背 頌 金 句



每個社會都有兩類人：Leader 帶領者、Follower 跟隨者

不領 = 沒這本事？
不跟 = 驕傲不服？

Roadblock (路障) 

你認為自己是那類的人？ 我兩類都不是！

要被挪開的!

既不領又不跟的人 =



什麼樣的領袖 Leader 是最痛苦的？

不稱職？不被尊重？沒人願意跟？

沒份量當老大，卻又不甘心當老二！
我曾略略的寫信給教會，但那在教會中
好為首的丟特腓不接待我們 (約三1:9)



一. 掌權人士

箴言中的「君王」「王子」代表「掌權者」包括：

官員、父母、老師、老闆、長執、組長、其他領袖...

不論是管理一個國家、政體、商業機構、教會、小組、
家庭或一群學生... 原則都一樣。神對所有掌權者都有
同樣要求。



二. 領袖的素質

A.承認神的主權

帝王藉我坐國位；君王藉我定公平；王子和首領，
世上一切的審判官，都是藉我掌權 (8:15、16)

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
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 (羅13:1)

認識權勢是從神來；統治一切事情、人物和境遇
的是耶和華而不是人



法國路易士十五 自稱 “The Great”，並宣言：「我就是國！」
死於1715年，皇宮全歐最豪華，葬禮壯觀
遺體放入金的棺木。為了要誇大自己的榮耀
吩咐大教堂的點燈要很暗，在他棺木上點燃
大蠟燭。在禮堂一片沉靜時，主教站起來說
“Only God is Great!”，然後屈身吹熄棺木上的
大蠟燭。

【自命為神】

希律...穿上朝服，坐在位上...百姓喊著說：「這是神的
聲音，不是人的聲音。希律不歸榮耀給神，所以主的
使者立刻罰他，他被蟲所咬，氣就絕了 (徒12:20-23)



二. 領袖的素質

B.代表神說話、作判決

不是民意調查，民眾投票

美國總統 Harry Truman：I wonder how far Moses
would have gone if he’d taken a poll in Egypt? What
would Jesus Christ have preached is he’d taken a poll in
Israel?... It’s isn’t the polls or public opinion of the
moment that counts. It is right and wrong and
LEADERSHIP！”

領袖是帶領著會眾，而不是被會眾所帶領！
Leading the flock, not pleasing the crowd



二. 領袖的素質

B.代表神說話、作判決

王的嘴中有神語，審判之時，他的口必不差錯 (16:10)

如何讓跟隨者覺得領袖的決定或判決是
可信任的呢？

神話語的依據
願意坦承交通

在聖靈中禱告



二. 領袖的素質

C.誠實、公平、審慎
王藉公平，使國堅定；索要賄賂，使國傾敗 (29:4)

君王憑誠實判斷窮人；他的國位必永遠堅立 (29:14)

將事隱秘乃神的榮耀；將事察清乃君王的榮耀 (25:2)

不能假公濟私，不分清紅皂白，收紅包來辦事、
不能偏袒... Favoritism



二. 領袖的素質

D.不容認罪惡

智慧的王簸散惡人，用碌碡滾軋他們 (20:26)

王坐在審判的位上，以眼目驅散諸惡 (20:8)

E.以仁慈為政
王因仁慈和誠實得以保全他的國位，也因仁慈立穩
(20:28)

暴虐的君王轄制貧民...(28:15) 不濫用權柄 abuse power
If you want to corrupt a person, just give him power
若要敗壞一個人，就給他權柄

不須嫉惡如仇，卻要有道德勇氣

我欺善怕惡嗎？





二. 領袖的素質
F.保持清醒
君王喝酒不相宜；王子說濃酒在那裡也不相宜 (31:4)

G.謙遜

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心裡謙遜的，必得尊榮(29:23)

敗壞之先，人心驕傲；尊榮以前，必有謙卑 (18:12)

= 自制、不縱慾

以身作則、服事他人

擺架子



二. 領袖的素質
H.能控制情緒
王的震怒如殺人的使者...王的臉光使人有生命
(16:14-15)

王的忿怒好像獅子吼叫,他的恩典卻如草上的甘露
(19:12)

情緒心態容易在語氣、臉色、表情... 反映出來

領袖的態度影響他
所帶領的人，學習
以讚賞取代批評。



二. 領袖的素質
I.能識才用人
智慧的臣子蒙王恩惠 (14:35)

公義的嘴為王所喜悅；說正直話的，為王所喜愛
(16:13)

喜愛清心的人...，王必與他為友 (22:11)

你看見辦事殷勤的人麼？他必站在君王面前 (22:29)

尋找良好品格及有恩德的助手，在於知道自己的缺陷

好的領袖有分辨別人的專長和缺點，再加上把人按置
在最適當的崗位上 ∼ J. Oswald Sanders



從 1970 小連鎖店發展至 1985 為美國第二大的披薩企業。
創辦人 Thomas Monaghan 解釋：The key to growth is
developing people, not special cheese, not a tasty crust, not
fast delivery but people!. The key to all effective leadership



三. 作下屬的責任

天之高，地之厚，君王之心也測不透...除去王面前的
惡人，國位就靠公義堅立。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
不要在大人的位上站立。寧可有人說：請你上來，強如
在你覲見的王子面前叫你退下 (25:3、5-7)

恆常忍耐可以勸動君王；柔和的舌頭能折斷骨頭 (25:15)

A.了解領袖也是人，也有軟弱和情緒

B.防範領袖身旁的惡人–巴結、說謊、挑撥是非...

C.不要妄自尊大–博取上司的垂青，爭取首位...
D.以好話恆忍相勸



三. 作下屬的責任
E.順服尊敬掌權者
我兒，你要敬畏耶和華與君王 (24:21)

因為他是神的用人...所以你們必須順服...當得糧的
給他納糧；當得稅的，給他上稅...當恭敬的，恭敬他
(羅13:4-7)

提醒眾人，叫他們順服作官的、掌權的，遵他的命
(多3:1)

你們為主的緣故，要順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
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罰惡賞善的臣宰...務要尊敬眾人
親愛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God first, king second



三. 作下屬的責任
F.為領袖們代禱

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
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該如此，使我們可以敬虔、
端正、平安無事的度日。這是好的，在神我們救主
面前可蒙悅納 (提前2:1-3)

聖經囑咐信徒的責任

中國人常明哲保身，保持緘默，不會參政，以致
教會對社會及政府沒有太多影響力，多是問題發
生時才去反應



二戰的時候，希特勒向猶太人進行
集體屠殺，除了如 Bonhoeffer 與
Niemoller 公然指責反猶情緒之外，
其他德國教會都保持緘默... 但他們
兩人都為自己的言論付出了代價被
關在納粹集中營裡，而 Bohoeffer
最後更是被處決。

Niemoller 的名言：First they came for the Communists, and I 
did not speak out... then they came for the Jews, and I did not 
speak out, then they came for me, and there was no one left to 
speak for me.



四. 新約對領袖的教導

A.作僕人式的領袖

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君王為主治理他們，有大臣操權管束
他們。只是在你們中間，不可這樣；你們中間誰願為大，
就必作你們的用人；誰願為首，就必作你們的僕人，正
如人子來...乃是要服事人 (太20:25-28)

在公司裡最得使人心服的，並不是命令人做事的那位，
而是最會做事的那位！

Servant Leadership –矛盾的觀念



四. 新約對領袖的教導

B.不要看重頭銜

文士和法利賽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喜愛筵席上的首座，
會堂裡的高位，又喜愛人在街市上問他安，稱呼他拉比
...但你們不要受拉比的稱呼...也不要受師尊的稱呼...
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 (太23:8-12)

C.知法不能犯法，在位受的審判更大

我的弟兄們，不要多人作師傅，因為曉得我們要受更重
的判斷 (雅3:1)



He who knows not, and knows not that he knows not
is a fool – shun him.

He who knows not, and knows that he knows not
is a child – teach him.

He who knows, and knows not that he knows 
is asleep – wake him.

He who knows, and knows that he knows 
is wise – follow him.



敗壞之先，人心驕傲；
尊榮以前，必有謙卑。

(箴 18:12)

背 頌 金 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