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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y

1 領袖的心

行動級

關於這段經文，我需要知道什麼？

尼希米記一章1節～二章5節 本課探討屬靈領袖的心。

屬靈領袖對上帝有熱情，期待看見

上帝的國度彰顯於世上。這樣的熱情會

使屬靈領袖：

1. 視改變為己任，為改變負責。

2. 勇敢行動，帶來改變。

3. 展現出「強大的決心」，堅持到底。

我們任憑自己的屬靈狀況腐朽、崩

壞，與其他事物妥協，而非致力於使自

己成為帶來屬靈轉化與改變的領袖。

核心思想是什麼？

難題是什麼？

Discovery

尼希米記：關於領袖的功課

首先我們要了解，尼希米記並不是一本屬靈領袖的指導手冊。不過，尼希

米確實是一位屬靈領袖，而尼希米記也因著保留細膩的相關描述而顯得獨特。

或許，上帝是希望我們從尼希米如何一步一步地領導眾人、建造耶路撒冷城牆

的過程中，有所學習。

所有事工都需要屬靈領袖。我們要從整卷尼希米記來看「屬靈領袖」這個

主題，原因是我們常常把注意力放在「屬靈」這方面，卻很少注意到「領導」

的內涵。這個查經系列的焦點就是「領導」。

背景
尼希米是波斯王的酒政。在此之前，猶太人曾經是巴比倫人的俘虜（你也

許記得但以理與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之間的故事）。後來，波斯征服了巴比

倫，也一併接管了這群被擄的猶太人。波斯掌權後，很快就允許一部分被擄的

猶太人回到耶路撒冷。

這大約是西元前444年所發生的事。當時尼希米和許多猶太人一樣還住在

波斯，他不是第一批回歸耶路撒冷的猶太人。尼希米的朋友哈拿尼告訴他，耶

路撒冷的城牆現在是一片廢墟。沒有城牆，城池就沒有保障，猶大就像一個在

紐約時報廣場走丟的小孩子一樣脆弱。

尼希米的心
尼希米一聽到這項消息，就痛哭、禁食、禱告。很多猶太人都在意耶路撒

冷城牆的景況，但尼希米卻為之心碎。為什麼？因為他知道，耶路撒冷不是一

座普通的城—它是屬於上帝的城。這座城應該要顯出上帝的榮耀。同樣地，

原本保護耶路撒冷的城牆如今殘破不堪，彷彿象徵猶太人的靈命也一樣悲慘。

只要城牆仍殘破一天，猶太人就再蒙羞一天，上帝也更成為他人的笑柄。透過

上帝的眼光，尼希米不但看見城牆，也明白城牆的意義，因此產生一種屬靈的

洞見。尼希米心裡滿懷對上帝的熱愛，這讓他不只看見毀壞的牆垣，也看到他

所愛的上帝長期受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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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希米用屬靈的眼光看待這個情況，他意識到，當務之急不是泥料、土

石、樹枝或任何可以修補城牆的建材，而是悔改。城牆現在之所以殘破的原因

無他，就是因為猶太人背叛上帝、拒絕上帝。因此，重建城牆的根基是悔改，

不是建材。留意尼希米禱告時的痛悔：「我們惡意反抗你，沒有遵行你的誡

命，沒有守住你藉你的僕人摩西頒佈給我們的法律誡命。」（尼希米記一章7

節，現代中文譯本）

屬靈領袖的心
當我們戴上「領導學」的眼鏡觀察尼希米，首先會注意到他對上帝超乎尋

常的愛與熱忱。當他想到上帝沒得到應得的榮耀，他感到渾身不對勁。他也用

屬靈的眼光看待當下的情況。當別人只看到斷垣殘壁或薄弱的防禦功能，尼希

米看到的更多。他看到屬靈爭戰和現況的屬靈意涵：破敗的城牆是對上帝的羞

辱，見證著猶太人的背叛，上帝的仇敵撒旦也立足於此。這堵牆象徵屬靈上的

疏忽與漠視；尼希米看見的是屬靈上的真實狀況。

值得留意的是，近代宣教差遣運動的燦爛時代，是由一群擁有上帝眼光的

人開啟的。他們用祂的眼光看世上的萬民，看到他們都是屬靈的迷途羔羊。這

群領袖也有一股類似的熱忱，使他們渴望看見上帝在全世界每個角落都被尊

崇。他們發覺大使命尚未完成的現況，反映出教會的屬靈冷漠和自滿，教會必

須悔改、站出來、採取行動。

尼希米的心
尼希米的心與他的屬靈眼光使他成為出眾的領袖。但請注意禱告的另一部

分：「求你……使你僕人現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尼希米記一章11節）

尼希米願意求上帝使用自己來改變局勢。他任上帝差遣，也願意付諸行動。為

城牆的光景感到悲悽的人很多，但真正動手改變的人有誰呢？領袖不會坐在場

邊抱怨或頤指氣使，他們會藉著榜樣與行動來領導，人們因此跟隨他們。

屬靈領袖往往需要勇氣才能如此行動。他們不只採取行動，而是在危險、

對立、恐懼的局勢中行動。這樣的行動總需要冒險，但領袖會認清代價。尼希

米向波斯王發出請求時，就是不畏殺身之禍，甘冒生命危險。

由此看來，尼希米指向基督。基督為我們採取行動，介入我們的景況，引

領我們脫離屬靈的腐朽與敗壞。祂是我們救贖工程的建築師。為了施行拯救，

祂勇敢地置生死於度外，成就我們永遠無法為自己成就的事。「耶穌是我們的

牧者」和「耶穌是我們終極的『屬靈領袖』」是同樣的意思。

屬靈領袖的心
近代研究發現，歷史當中大多數的偉大領袖都有一些共同特徵，「強大的

決心」就是其中之一。這項特徵與意志力有關，也與引發並維持動力的能力有

關。當其他人士氣低落而無力行動的時候，領袖能打破僵局。領袖有行動的勇

氣和不屈不撓的精神，持續推動任務完成。別人不願意行動的時候，領袖願

意。尼希米似乎很清楚一項每個屬靈領袖都應知道的基本原則：「如果我不打

算參與這件事，那我怎能求上帝做呢？」

我們如何回應？

你應期待這個小組開始禱告，使自

己能體貼上帝的心，從上帝的眼光看待

周遭的人與世界。你應期待他們為自己

對罪麻木的心來悔改，能明白是基督將

他們放在當下的景況中，並渴慕在上

帝安排的情境中被祂使用、成為屬靈領

袖。

本課也會幫助組員開始建立屬靈領

袖應有的品格，並藉著這些品格來瞭解

領袖的角色。你應期待他們開始將耶穌

看作終極的屬靈領袖，讓祂作為自己的

大牧者。

行動級

1 領袖的心

While there are many things we can do to hinder our fellowship with God, we can-
not change our relationship. We will always be His children by virtue of our adoption 
into His family. By the way, I don’t think Paul intended to teach on predestination in 
this passage – he just kind of assumes it. However, it tends to get people’s attention 
so don’t be surprised if it becomes a tangent in your study. That’s not a bad thing at 
all, just don’t let it take you too far off course. It’s clear from this and other passages 
that God is the initiator in our salvation. It’s also clear that we are culpable for our 
sin and responsible to believe (and preach) the gospel. If it seems to be a distraction 
in your group you might offer to do a little research and cover it more fully another 
week.

Next, we have redemption. To redeem someone was to purchase them out of 
slavery. God has purchased us from slavery to sin and spiritual death with the blood 
of His Son. The result of this payment is that all our sin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have been forgiven. These aren’t meager gifts, nor were we given just enough to 
get by. Rather, they were don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iches of God’s grace that He 
lavished on us with all wisdom and understanding. Praise His glorious grace.

Ephesians 1:9-12
In addition to the blessings related directly to our salvation we were also given great 
insights. To the non-Christian, the meaning of human life and human his- tory are 
unknowable: Why we are here, where we came from, and where we are going are 
profound mysteries. But to Christians, God has disclosed answers about these great 
questions. 

In Ephesians 1:12, Paul explains that the purpose of our own lives is that we might 
live “for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This phrase is repeated several times in the passage 
so that we don’t miss it. Christians know their ultimate purpose and meaning of 
their lives is to bring praise and glory to God. He has also revealed to us the ultimate 
meaning of history. It is to bring all things under the kingship of Jesus. The fact that 
He has chosen to do this by dying for lost sinners and lavishing grace upon them 
should only serve to bring Him praise.

The spread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glory of God and the reign of Christ throughout 
the earth are the great purposes for which we are to live. Evange- lism, prayer, and 
discipleship are crucial to this end as we seek to extend God’s kingdom on this earth 
and speed history to its fulfillment.

Ephesians 1:13-14
In verse 13, Paul underscores that all of these things became true, and are only true, 
when we trust Christ for our salvation.

The passage says that we are “sealed” in the Holy Spirit. The “seal” had several uses 
in the ancient world, two of which are very instructive as to what Paul meant in 
using the word. a seal was affixed to a document to guarantee its authenticity, and 
it was attached to goods in transit to guarantee protection. The Holy Spirit is the 
seal of the authenticity of our faith and a seal of protec- tion, declaring we are God’s 
personal and private possession.

In this last section, Paul addresses the security and assurance the Christian has that 
these things will all come to pass in their fullness. That security is con- nected to the 
indwelling Spirit of God, that acts as a down payment, assuring that the fullness of 
all of these truths will assuredly come to pass–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 Our Spritual Blessings In Christ What’s Our Response?

As students see these blessings laid out 
before them we want them to:

• Understand that the chief purpose 
for God’s blessing us is to bring glory to 
Himself by making us holy and blameless 
in love.

• praise and thank god as they meditate on 
their many spiritual blessings.

• live in such a way as to bring God the 
greatest glory possible.

Dis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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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尼希米記一章1節～二章5節

引發動機

雖然我們常常談論「屬靈的領導」，卻很少談論到底如何領導。你認為領袖需要具備哪些重要特質？你認為公眾人物中有

誰是偉大的領袖？ 

研討

閱讀尼希米記第一章
1. 尼希米為什麼在書珊城？書珊城又在哪裡？

2. 耶路撒冷那邊情況怎麼樣？為什麼會這樣？

3.  與耶路撒冷相關的各樣事物都有屬靈意義；這段經文所

描述的情況，顯示猶大的屬靈光景是如何呢？

4.  為什麼尼希米認為他必須哀哭、禁食、認罪？

5.  尼希米有一項屬靈領袖的必備能力，即在他人尚未查覺

前，就看見並感受到真實的屬靈情況。你曾有這樣的經

驗嗎？

6.  你的生命或事工中，有哪一部分需要被修補？哪裡是你

最脆弱—撒但能夠長驅直入—的地方？

閱讀尼希米記一章5～11節
7.  你認為上帝為什麼喜悅尼希米的禱告？

8.  「悔改」是什麼？它和「認罪」有何差異？

9.  尼希米的禱告對你的禱告生活有什麼提醒？

10.  尼希米為著當時景況的每一部分，都親自承擔責任（悔

改、對王說話、重建城牆）。什麼叫作「承擔責任」？

應用

1.  你從尼希米身上學到哪兩件關於屬靈領袖的事？你的心

態上需要做怎樣的改變，才能成為這樣的領袖？

2.  耶穌做了什麼，展現出祂對我們的屬靈領導力？你怎樣

描述耶穌對你現今生命的帶領？耶穌又如何藉著你來領

導其他人？

3.  你的屬靈生命和事工中（無論現在或曾經），有哪件事

是需要你用勇氣面對的？有什麼事需要你擁有「強大的

決心」？

4.  目前有哪些事是你應該順服去做，但需要信心成長才能

真正做到的？你的實際行動是否暴露出你懷疑上帝的心

意和能力？ 

11.  想一想你生命中所有肩負的責任。有哪些部分你沒有盡

責呢？ 

12.  你曾為哪些屬靈的事承擔責任？（例：為門徒的屬靈生

命、為你自己的屬靈生命）

閱讀尼希米記二章1～6節
13.  挺身而出、起來領導需要勇氣。什麼是勇氣？尼希米怎

樣運用勇氣？

14.  靈命不成熟的人常將信心與行為脫節、行動與禱告脫

節。請說明這段經文中，從尼希米身上你觀察到信心、

行為、禱告三者之間的關係。

近代研究發現，歷史當中大多數的偉大領袖都有一些共同

特徵，「強大的決心」就是其中之一。這項特徵與意志力

有關，也與引發並維持動力的能力有關。這種能力可以突

破「初始地心引力」的阻礙，讓偉大的計畫起飛。

15.  以1到10分來說，你所知道的人中，哪些人「強大的決

心」是9或10分？

行動級

1 領袖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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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 背誦經文

研討

1.  書珊城是波斯的首府；在那裡有

許多先前被巴比倫帝國擄去的猶太

人。

2.  自從巴比倫人攻打耶路撒冷，其城

牆已經毀壞152年之久。

3.  它顯示屬靈上的敗壞，以及上帝的

保護不再。

4.  他正確地理解到，根本問題的本質

是屬靈的，而這問題就是猶大不聽

從上帝。

5.  讓組員討論。

6.  你應讓組員發現圍繞「聖城」城牆

的屬靈意義。 

7.  請討論。參考答案：信心、悔改的

心、謙卑、在意上帝的榮耀、願意

被上帝使用改變現況的心。

8.  悔改是完全改變方向，通常伴隨有

深刻的懊悔。

9.  讓組員討論。

10 .  產生擁有感並行動。為此交帳。

11 .  讓組員討論。

12 .  讓組員討論。

13 .  勇氣是願意為著更大的益處而

冒個人的危險。尼希米這樣請求

王，很可能會喪失性命。

14 .  尼希米請求王的同時，他也禱告

上帝，求上帝讓他在王的眼前蒙

恩。

15 .  請討論。組長應引導組員思考自

己為何沒有像尼希米那樣，哭求

改變；可以讓組員覺得扎心。

「求你……使你僕人現今亨通，在

王面前蒙恩。」（尼希米記一章11

節）

行動級

1 領袖的心

應用

1.  讓組員討論。

2.  這個問題是為了讓組員發覺耶穌

是屬靈領袖的典範，也幫助組員

看出耶穌如何在我們的生命中展

現祂的領導力。

3.  讓組員討論。

4.  讓組員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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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y

2 領袖的計畫

行動級

關於這段經文，我需要知道什麼？

尼希米記二章4節～三章32節

有時基督徒會避免做計畫，因為做計畫似乎多少顯示我們是靠自己努

力，而非靠上帝恩典。如果真是這樣，我們應該希望自己的車子、橋梁、飛

機千萬別是基督徒設計的。（笑！）

當然，我們應當敏銳於聖靈的帶領，而且倚靠主，但這絕對不等同於我

們就不應該做準備。「被聖靈引導」絕對不是「懶惰不做事」的婉轉講法。

預備和做計畫都是承擔責任的一部分，也是做好管家的一部分，妥善管理上

帝託付給我們的事物。在尼希米身上，我們看見他如何合宜地兼顧這兩項原

則—殷勤計劃、信靠上帝。

尼希米記二章4～10節
觀察第一章中尼希米的禱告，我們很明顯能看到，尼希米既不缺乏信心，

也沒有缺少倚靠上帝的心。在第二章，當尼希米請求王准允他回耶路撒冷，尼

希米「默禱天上的上帝」（二章4節），然後才回答王。在整個過程中，尼希米

不斷禱告。

我們常誤用二分法來思考：不是我們做工，就是上帝做工。但使徒保羅

卻形容自己是「與上帝同工的」（哥林多前書三章9節）。「同工」就是「一

同做工」；是「一同」而非「單獨」。上帝給予我們智慧，但我們必須做計

畫。上帝替我們打開門，但我們必須自己走進去。

在這段經文，尼希米請求王給予重建城牆所需的材料。我們蓋屋、裝修

房間，甚至幫寵物搭個小屋或籠子，都一定會備妥材料；那麼我們做神的事

工，不更應如此預備嗎？

尼希米記二章11～16節
尼希米抵達耶路撒冷時，已經達成傑出計畫四項關鍵要素之中的二項。第

一，他有目標，就是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此外，他半路上也已經去居家修繕商

店一趟，準備好了一切的建築材料。打勾，完成！但尼希米仍然缺少一些東西

⋯⋯ 

尼希米此時仍不知道，他確切需要完成哪些任務。為要得到這個資訊，

他需要第二個關鍵要素：評估現況（城牆損壞多少、哪裡有損壞等等）。於

是尼希米詳加察驗，因為了解現況，就知道從哪裡開始著手。如此，尼希米

便能說：「我們目前在這裡（現況），這是我們要用以建造的材料（我們的

資源），這是我們要蓋的東西（目標）。」

屬靈領袖必須做計畫、做準備，但

同時擁有一顆禱告、信靠上帝的心。

我們常把殷勤計劃和信靠上帝兩者

分開。不是傾向於認定上帝會幫我們完

成工作，就是用一種好似自己不需要祂

的態度來做計畫、做準備。

核心思想是什麼？

難題是什麼？

Discovery

尼希米記：關於領袖的功課

社群樂查經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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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希米記二章17～20節
第三個關鍵要素是募集資源。尼希米已經匯集了計畫所需的原始物料；但

除非他打算引進外籍勞工，不然就需招募人力。這是一項挑戰；樹木可以輕易

砍伐，工人卻必須透過招募而得。要招募人參與某項任務—尤其當你期待他

們無償付出時—你必須讓他們看見這項任務的重要性。因此，尼希米充滿熱

情地演說，勸猶太人投身其中。

請留意尼希米如何激勵他們。尼希米問：「你們都看見我們所遭的難了

吧？」他清楚表達問題與需要—問題不是：「敵人會進攻嗎？」而是：「敵

人何時進攻？」

再來，尼希米訴諸猶太人的自尊心：「來吧，我們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

免得再受凌辱！」（二章17節）最重要的是，尼希米給予他們信心，讓他們知

道「上帝施恩的手」（二章18節）會如何幫助他們。

形容這類演說的字詞就是「傳遞異象」 (vision casting)。領袖透過傳遞異

象，來匯集人力資源。你會發現聖經中有許多這樣的演說。或許最突出的例子

是申命記中，摩西激勵人征服應許之地並跟隨上帝。上帝的子民常需要被刺

激，才會去做他們所知道應當做的事。好的領袖—像是尼希米—知道如何

激發、鼓勵人。敬虔的動機總是以事實為依據；好的激勵者也應當小心不要過

於誇張、操縱人心，或使人厭煩。鼓勵性演說的每字每句，都必須充滿敬虔之

心。通常來說，對主和祂計畫的熱心，與演說的內容同等重要。

尼希米記三章1～32節
尼希米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他知道現況是什麼，因此知道要從哪裡開始、

要做什麼。同時，他已經備妥完成工作所需的人力和物力了！計畫逐漸成形，

是多麼地令人興奮呀！傑出計畫的第四個，也是最後一個關鍵要素，就是制定

具體的行動步驟（何人在何時做何事）。在第三章，我們看見這些行動步驟，

也就是尼希米指派每個人，他們在計畫中的明確角色。

這看起來不困難，但俗話說得好：「魔鬼藏在細節中」。好領袖必須仔細

思考每個行動步驟，詳加考慮誰最具恩賜、最有動力能完成這項任務。舉例來

說，尼希米派人修繕保護他們自家門前的那一段城牆，藉此給予內在動機。

這麼說來，到底如何提出行動步驟呢？你必須思考這個問題：「哪些事情

需要以哪種順序發生，我們的目標才能達成？」然後，你去尋找適合的一人或

多人來負責此步驟。這很簡單—除非你想要登陸月球，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應變的才智
關於偉大領袖的特質，我們上回已看過「強大的決心」。第二項共同的特

質是「應變的才智」，意即一個人整合資訊，從中汲取富有洞見的分析與應用

之能力。評估問題後，尼希米知道必須做什麼，才能解決它。尼希米將原始資

訊轉變為可行的計畫，這就是應變的才智。

耶穌和做計畫
尼希米固然是做計畫的榜樣，耶穌卻是終極的典範。我的意思是：若我們

在耶穌的事工中，沒有看見祂做計畫、思考策略，並做各樣的預備，那我們作

屬靈領袖時，也不會將這些視為優先。但耶穌確實讓我們清楚地看見，在福音

書中，祂去哪裡、什麼時候去、向誰說什麼、做什麼，永遠不是隨機的行動，

或「憑感覺」、「即興」而做的。同時，儘管耶穌的事工在計畫與執行上完美

無瑕，祂仍然不間斷地禱告並倚靠父上帝。

我們如何回應？

你應期待組員發現，屬靈的領導包

含深思熟慮地做計畫，你也應期待他們

了解做計畫的關鍵要素。

在內心層面，你應期待組員看見，

做計畫、做準備並非是不屬靈的事；耶

穌的事工計畫在策略與執行上都到達完

美的地步。

然而，做再好的管家也永遠無法代

替禱告、信心，以及信靠上帝會領導、

指揮、使人得力。「屬靈領袖」之所以

這樣命名，就顯示以上兩部分—殷勤

計劃、信靠上帝—都是不可或缺的。

行動級

2 領袖的計畫

While there are many things we can do to hinder our fellowship with God, we can-
not change our relationship. We will always be His children by virtue of our adoption 
into His family. By the way, I don’t think Paul intended to teach on predestination in 
this passage – he just kind of assumes it. However, it tends to get people’s attention 
so don’t be surprised if it becomes a tangent in your study. That’s not a bad thing at 
all, just don’t let it take you too far off course. It’s clear from this and other passages 
that God is the initiator in our salvation. It’s also clear that we are culpable for our 
sin and responsible to believe (and preach) the gospel. If it seems to be a distraction 
in your group you might offer to do a little research and cover it more fully another 
week.

Next, we have redemption. To redeem someone was to purchase them out of 
slavery. God has purchased us from slavery to sin and spiritual death with the blood 
of His Son. The result of this payment is that all our sin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have been forgiven. These aren’t meager gifts, nor were we given just enough to 
get by. Rather, they were don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iches of God’s grace that He 
lavished on us with all wisdom and understanding. Praise His glorious grace.

Ephesians 1:9-12
In addition to the blessings related directly to our salvation we were also given great 
insights. To the non-Christian, the meaning of human life and human his- tory are 
unknowable: Why we are here, where we came from, and where we are going are 
profound mysteries. But to Christians, God has disclosed answers about these great 
questions. 

In Ephesians 1:12, Paul explains that the purpose of our own lives is that we might 
live “for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This phrase is repeated several times in the passage 
so that we don’t miss it. Christians know their ultimate purpose and meaning of 
their lives is to bring praise and glory to God. He has also revealed to us the ultimate 
meaning of history. It is to bring all things under the kingship of Jesus. The fact that 
He has chosen to do this by dying for lost sinners and lavishing grace upon them 
should only serve to bring Him praise.

The spread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glory of God and the reign of Christ throughout 
the earth are the great purposes for which we are to live. Evange- lism, prayer, and 
discipleship are crucial to this end as we seek to extend God’s kingdom on this earth 
and speed history to its fulfillment.

Ephesians 1:13-14
In verse 13, Paul underscores that all of these things became true, and are only true, 
when we trust Christ for our salvation.

The passage says that we are “sealed” in the Holy Spirit. The “seal” had several uses 
in the ancient world, two of which are very instructive as to what Paul meant in 
using the word. a seal was affixed to a document to guarantee its authenticity, and 
it was attached to goods in transit to guarantee protection. The Holy Spirit is the 
seal of the authenticity of our faith and a seal of protec- tion, declaring we are God’s 
personal and private possession.

In this last section, Paul addresses the security and assurance the Christian has that 
these things will all come to pass in their fullness. That security is con- nected to the 
indwelling Spirit of God, that acts as a down payment, assuring that the fullness of 
all of these truths will assuredly come to pass–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 Our Spritual Blessings In Christ What’s Our Response?

As students see these blessings laid out 
before them we want them to:

• Understand that the chief purpose 
for God’s blessing us is to bring glory to 
Himself by making us holy and blameless 
in love.

• praise and thank god as they meditate on 
their many spiritual blessings.

• live in such a way as to bring God the 
greatest glory possible.

Discovery



07

問題討論

尼希米記二章4節～三章32節

引發動機

你承擔過的責任中，最困難的是哪一個？你如何面對這個責任？你認為自己是個能處理複雜情況的人嗎？你認為自己能處

理不同人複雜的個性嗎？

研討

閱讀尼希米記二章4～10節
1.  尼希米身為領袖，你認為他首先做了哪些和領導有關的

事情？ 

2.  有些人認為「做計畫」是不屬靈，甚至「屬世」的事。

為什麼？ 

3.  當 尼希米深思熟慮地做準備時，你如何同時看見信心、

禱告、倚靠的心，這三者的關係？ 

4.  你還能夠想到聖經中哪些例子，展現做計畫與倚靠上帝

同等重要？ 

5.  你能夠想到聖經中哪個領袖是沒有做計畫與策略的

嗎？ 

6.  你如何做計畫？一般來說，你會讓事情自然而然地發

生，或者會做計畫？ 

閱讀尼希米記二章11～16節
7.  城門損壞或被毀的屬靈意義可能是什麼？ 

8.  依據尼希米的榜樣，制定一個可行的計畫，首先必須擁

有對現況的精準評估。從屬靈的眼光來看，你的學校或

所處環境的現況為何（包含好與壞）？ 

應用

1.  你在耶穌的事工中看見哪些跡象，顯示祂有做計畫？祂

怎麼匯集資源、「傳遞異象」？ 

2.  做計畫、招募人、擬訂策略、傳遞異象時，屬靈上可能

會遇到哪些陷阱？尼希米怎麼避開這些陷阱？ 

3.  尼希米使用了哪些做計畫的關鍵要素？ 

4.  以尼希米作為典範，寫出一個事工計畫。這個計畫可以

是關於查經小組、外展活動，甚至是讀經計畫。 

9.  此時，尼希米已經達成傑出計畫之關鍵要素中的三項

了。請填空：

目標（尼希米想達成什麼具體目標？）：

現況（關於城牆的現況分析是什麼？）：

資源（尼希米所匯集的關鍵資源有哪些？）： 

閱讀尼希米記二章17～20節
10.  尼希米仍然缺乏一項關鍵資源—人力。他做什麼以招

募工人參與這項計畫？ 

11.  尼希米的演說中，有哪些字詞能激勵人、「傳遞異象」

使他們參與上帝的計畫？ 

12.  你能想到聖經中還有哪些關於「異象」的演說，用以激

發人心、完成上帝的計畫？你所聽過最有異象的演說是

什麼？ 

13.  什麼情況下，「激勵」會變成「操縱」？ 

閱讀尼希米記三章1～32節
14.  當你擁有清楚的目標、了解現況，也擁有足夠的資源來

完成任務，唯一剩下的，就是具體的「行動步驟」。請

簡述尼希米具體的「行動步驟」。

行動級

2 領袖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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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 複習

研討

1. 讓組員討論。

2.  它可能看起來像靠自我努力，而非

倚靠上帝。 

3.  在整個過程中，尼希米沒有停止禱

告！他所走的每一步，都是憑著「上

帝必供應」的信心。（參閱「關於

這段經文，我需要知道什麼？」）

4.  請討論。約瑟是一個好例子，他為

將來的七個荒年做準備與計畫。耶

穌也有明確的計畫。 

5.  請討論。或許約拿如此。 

6.  讓組員討論。 

7.  沒有標準答案，但你應讓他們看

見，城牆是代表猶大屬靈光景的一

個象徵，也是一個能應用於我們屬

靈生命的比喻。 

8.  讓組員討論。 

9.  給予組員時間回答或填寫。

10.  他用一篇演說激勵人，也給予他

們為何要參與的異象。 

11.  他訴諸他們國族的驕傲。他說：

「來吧，我們重建耶路撒冷的城

牆，免得再受凌辱！」他接下來

告訴他們，「上帝施恩的手」如

何在自己身上。他以此鼓勵他

們、讓他們知道，上帝在這項計

畫中，因此必將成功。 

12.  申命記的最後幾章，摩西使用數

篇演說，激勵人征服應許之地並

跟隨主。 

13.  敬虔的動機總是以事實為依據；

好的激勵者必須時常小心，不要

過分誇大、遠離真相。 

14.  在尼希米諸多的政策中，他讓每

一家負責重建城牆的不同段落，

通常是保護自家的那一段。 

傑出計畫的關鍵要素：

1. 設定目標

2. 評估現況

3. 募集資源

4.  制定關鍵行動步驟（哪些步驟？順序

是什麼？）

行動級

2 領袖的計畫

應用

1.  你可以讓組員花時間翻閱福音書

找例子。有很多例子。 

2.  他總是在禱告中信靠上帝，總是

清楚地表達，是上帝將這計畫放

在他的心上。 

3.  設定目標；評估現況；募集資源；

制定行動步驟。 

4.  讓組員花時間思考一些計畫，並讓

他們分享。 

©2007 Cru.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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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y

3 領袖的困難

行動級

關於這段經文，我需要知道什麼？

尼希米記四章、六章

在尼希米記第二章，和倫人參巴拉和亞捫人多比雅第一次出現（第10節）。

參巴拉可能是附近撒馬利亞省的省長（雖然也有證據顯示多比雅應該才是波

斯政府治理撒馬利亞的省長）。重點是，他們不僅僅是兩個莫名其妙討厭尼

希米的人。他們處心積慮地希望尼希米的計畫失敗。在第四和第六章中，參

巴拉和多比雅成為重要角色，密謀要毀壞重建城牆的計畫。上帝的每一個工

作，都會遭受撒但的挑戰，而參巴拉與多比雅不過是撒但手裡的戲偶。雖然

每個領袖都會遇見障礙與挑戰，但屬靈領袖必須要看見，自己所迎戰的，不

是「屬血氣的」（參以弗所書六章12節），而是與所不見的邪惡勢力對抗。

雖然這幾章教導領導的原則，它也教導和屬靈領導息息相關的屬靈爭戰。

尼希米記四章1～6節
邪惡勢力（意指參巴拉和多比雅）開始嘲笑猶太人，讓他們覺得丟臉，

讓他們想要放棄。但這兩人的目的不僅如此，他們還想灌輸猶太人一個意

念，就是這個任務根本不可能完成。請注意參巴拉使用多誇大的字眼：「他

們想要一天內就完工嗎？」（參尼希米記四章2節）還有多比雅的話：「光是

一隻狐狸爬上去就能把他們的牆壓毀了！」（參四章3節）這就像在別人開始

節食的第一天，就端給他一盤超級好吃的大蛋糕，居心不良！挫折與屬靈攻

擊發生的時間點，完全可以預測—就是當任何重要事工需要最大的力量去

做的時候。所以，毫無意外地，參巴拉與多比雅（以及背後的撒但）選擇在

這個時機攻擊。在你屬靈領導的課程中，一定別忘記這點。尼希米的回應，

是不回應。他選擇聚集猶太人起來一起禱告。他不浪費時間在沒有意義的言

詞之戰，而是奮力地投入禱告的屬靈爭戰中。

尼希米記四章6～23節
到了四章6節，猶太人開始「重建城牆，直到高度的一半。」已經到一

半，是個「紅色警戒區」，你已經殷勤努力地付出很久，而之後的路就像你

之前所走的一樣長。所以到了這個時候，參巴拉和多比雅使用撒但最愛的一

個伎倆：恐懼和威脅。他們威脅說，要攻打耶路撒冷，結果「工人的力氣都

衰敗了」（參四章10節）。在彼得前書五章8節，彼得說撒但是個吼叫的獅

子，準備要吃人。獅子總用威脅的方式統治自然界。獅子的吼叫聲可以在十

公里之外聽到，讓聽到的人嚇得半死。現在就是這個狀況。如果嘲笑和唱衰

本課探討屬靈爭戰中的屬靈領導，

評估屬靈爭戰與屬靈領導的原則。

我們的墮落本性使我們容易受撒但

的攻擊。

核心思想是什麼？

難題是什麼？

Discovery

尼希米記：關於領袖的功課

社群樂查經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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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there are many things we can do to hinder our fellowship with God, we can-
not change our relationship. We will always be His children by virtue of our adoption 
into His family. By the way, I don’t think Paul intended to teach on predestination in 
this passage – he just kind of assumes it. However, it tends to get people’s attention 
so don’t be surprised if it becomes a tangent in your study. That’s not a bad thing at 
all, just don’t let it take you too far off course. It’s clear from this and other passages 
that God is the initiator in our salvation. It’s also clear that we are culpable for our 
sin and responsible to believe (and preach) the gospel. If it seems to be a distraction 
in your group you might offer to do a little research and cover it more fully another 
week.

Next, we have redemption. To redeem someone was to purchase them out of 
slavery. God has purchased us from slavery to sin and spiritual death with the blood 
of His Son. The result of this payment is that all our sin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have been forgiven. These aren’t meager gifts, nor were we given just enough to 
get by. Rather, they were don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iches of God’s grace that He 
lavished on us with all wisdom and understanding. Praise His glorious grace.

Ephesians 1:9-12
In addition to the blessings related directly to our salvation we were also given great 
insights. To the non-Christian, the meaning of human life and human his- tory are 
unknowable: Why we are here, where we came from, and where we are going are 
profound mysteries. But to Christians, God has disclosed answers about these great 
questions. 

In Ephesians 1:12, Paul explains that the purpose of our own lives is that we might 
live “for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This phrase is repeated several times in the passage 
so that we don’t miss it. Christians know their ultimate purpose and meaning of 
their lives is to bring praise and glory to God. He has also revealed to us the ultimate 
meaning of history. It is to bring all things under the kingship of Jesus. The fact that 
He has chosen to do this by dying for lost sinners and lavishing grace upon them 
should only serve to bring Him praise.

The spread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glory of God and the reign of Christ throughout 
the earth are the great purposes for which we are to live. Evange- lism, prayer, and 
discipleship are crucial to this end as we seek to extend God’s kingdom on this earth 
and speed history to its fulfillment.

Ephesians 1:13-14
In verse 13, Paul underscores that all of these things became true, and are only true, 
when we trust Christ for our salvation.

The passage says that we are “sealed” in the Holy Spirit. The “seal” had several uses 
in the ancient world, two of which are very instructive as to what Paul meant in 
using the word. a seal was affixed to a document to guarantee its authenticity, and 
it was attached to goods in transit to guarantee protection. The Holy Spirit is the 
seal of the authenticity of our faith and a seal of protec- tion, declaring we are God’s 
personal and private possession.

In this last section, Paul addresses the security and assurance the Christian has that 
these things will all come to pass in their fullness. That security is con- nected to the 
indwelling Spirit of God, that acts as a down payment, assuring that the fullness of 
all of these truths will assuredly come to pass–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 Our Spritual Blessings In Christ What’s Our Response?

As students see these blessings laid out 
before them we want them to:

• Understand that the chief purpose 
for God’s blessing us is to bring glory to 
Himself by making us holy and blameless 
in love.

• praise and thank god as they meditate on 
their many spiritual blessings.

• live in such a way as to bring God the 
greatest glory possible.

Discovery

沒有用，就使用恐懼和恐嚇來達成目的，就像黑社會一樣。

我們不難預測，尼希米會怎麼回應。尼希米的回應，總是先禱告。再次地，

我們看到了信心與全力以赴的結合：尼希米派了武裝人員到了城牆最脆弱的區域

防守，並鼓勵（或說是「把勇氣注入」）恐懼的工人們。他提醒他們，要為家人

而戰，並且「當紀念主是大而可畏的。」（尼希米記四章14節）他要求大家進

入警戒狀態，如果有任何一個區段的城牆被攻擊，就吹角讓人們帶著武器過去應

戰。他們進入動員狀態。敵人的威脅，使尼希米迅速地整頓和預備。這段經文可

有許多不同的應用，但關於屬靈的領導，我們至少學到三個功課：尼希米視禱告

為最重要的防禦工事；他用上帝的道來鼓勵和激勵人；他用心規劃讓百姓在迎戰

的時候一同被動員和受到保護。

尼希米記六章1～14節
當城牆快要完工的時候，參巴拉和多比雅想嘗試再一次破壞施工。尼希米

被命令要跟參巴拉進行和談，但其實只是要孤立他，並讓他無法繼續做工。領

袖一定要小心，要避免被孤立。如果你要讓一個領袖倒下，方法很簡單，就是

把他關起來，讓他無法跟人團契、沒有人督責他。領袖也要小心，避免那些使

他們無法專心完成上帝託付的事。領導過程中，會出現緊急狀況，每個火苗都

必須及早撲滅，但是，一個好領袖，不會見樹不見林。

最後，參巴拉和多比雅賄賂猶太人示瑪雅（一個很接近尼希米的圈內人）

背叛尼希米，試探他，要他躲藏在聖殿中。由於聖殿是不可以讓平信徒（利未

支派以外的人）進入的，他們希望用這種方式陷尼希米於罪中，破壞他與上帝

同行的關係，並使他在猶太百姓眼中喪失屬靈領袖的資格。撒但的狗仔隊一定

會樂於把尼希米躲在殿中的八卦報導出去。尼希米的領袖位分與事工，會被嚴

重地破壞，並失去信任。

當領袖犯罪時，會傷害所有跟隨的人。領袖們一定要很小心，在道德上不

可妥協。身為領袖，意味著我們更不可以犯罪，因領袖犯罪帶來的破壞更大。

耶穌與試探
當我們看到尼希米的榜樣，有件事也很重要，就是我們要從十字架的角

度，來看待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掙扎。基督住在我們裡面的這個事實，至關重

要，當我們犯罪、失敗，只要認罪，上帝就赦免我們。同樣重要的是，基督透

過住在我們裡面的聖靈，可以賜力量並幫助我們面對掙扎。尼希米讓人看見對

基督的信靠與依賴，當我們讀這段經文，我們也應有「我也當如此」的心志。

健康的情感
在回顧一些領導學的特徵後，我們已經探討了「強大的決心」、「應變的

才智」。本課中，我想探討領袖「健康的情感」。情感的健康，是因著有健康

的自我察覺與自我形象。領袖需要對自己有相當的認識（他們是誰、擅長什

麼、他們不是什麼），並且接納自己。相反的情況，就是領袖因為缺乏安全感

而壓力沉重，無法接受糾正或批評。一個靠別人來肯定與證明自己的領袖，沒

辦法自由地帶領別人，使別人獲益。

我們如何回應？

　　領袖由始至終都會面對反對與障

礙，這就是領導的本質。然而，屬靈領

袖需要了解爭戰的屬靈層面，並採取相

應的行動，包括：

1.  委身於禱告。

2.  敏銳地意識到自己的弱點和容易被攻

擊的地方。

3.  有活潑的信心，在爭戰中緊緊抓住上

帝。

4.  了解撒但的伎倆，而非無知。

行動級

3 領袖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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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尼希米記四、六章

引發動機

你曾經歷過屬靈爭戰嗎？你是如何意識到自己在屬靈爭戰中？

研討

閱讀尼希米記四章1～6節
1.  參巴拉、多比雅是誰？為什麼他們不願見到耶路撒冷的

城牆被重新修造？

2.  為了阻止猶太人修築城牆，參巴拉譏笑猶太人，讓他們覺

得這個計畫註定會失敗。撒但曾否運用「宿命論」（你註

定失敗）使你坐困愁城？ 

3.  留意這項攻擊的時機，就在他們剛起步之時。為什麼這

是一個攻擊的絕佳時機？ 

4.  尼希米在此如何操練屬靈的領導力？ 

閱讀尼希米記四章6～23節
5.  這次的攻擊，在時機上有何特殊性？為什麼要選在此時

進行攻擊？ 

6.  你認為工人看不見工作全貌的原因是什麼？你最近曾否

有失去客觀觀點的時候？為什麼？ 

彼得前書五章8節中，彼得將撒但描寫為「吼叫的獅子」。獅

子常憑牠們的叫聲來威嚇人—這叫聲甚至在十公里外都聽

得見；獵物聽到就會驚慌失措、動彈不得。

7.  你曾在哪些方面經歷到恐懼而卻步，無法做上帝呼召你

做的事？ 

應用

1.  你的生命和事工中，目前兩個最大的屬靈障礙是什麼？

你過去或現在如何面對這些障礙？

2.  若屬靈爭戰的失敗是由於相信敵人的謊言，那麼對於上

帝，我們必須相信哪些事？拒絕哪些謊言、相信哪些真

理對你的信仰最具挑戰？

3.  閱讀希伯來書四章15～16節。耶穌面對屬靈爭戰的榜

樣，在以下各方面如何影響我們：

‧我們看待和處理掙扎的方式

‧我們面對失敗的方式

‧我們看待成功的觀點

8.  我們可以從尼希米的解決方式中，效法哪些屬靈上或事

工上的行動？ 

9.  你認為上帝為何允許所有的事情接二連三地發生？ 

閱讀尼希米記六章1～14節
10.  參巴拉在絕望中採取什麼策略？ 

11.  撒但會利用「分散注意力」或「孤立」使我們不順服

上帝。你曾經歷過嗎？ 

12.  撒但曾嘗試使用哪些方式使你失去信譽？牠曾用哪些

方式引誘你妥協？ 

13.  針對這類的攻擊，你用哪些方式保護自己、維持警

戒？ 

閱讀尼希米記六章15～16節
14.  如果我們按照上帝的計畫做事且全心倚賴祂，我們是

否就可以期待成功？抑或「結果」無法作為可靠的評

估標準？ 

15.  了解尼希米在屬靈爭戰中展現的領導力後，你最想應

用的是什麼？

行動級

3 領袖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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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 複習

研討

1.  見「關於這段經文，我需要知道什

麼？」。 

2.  讓組員討論。 

3.  計畫的初期階段是產生動機的關

鍵；動力與慣性必須在此時被建

立。 

4.  他召聚他們禱告。

5.  這是另一個營造動力的關鍵點—

走到一半的時候。你已經疲累，而

且還有和之前一樣長的路要走。

6.  很可能是體力、心力的耗竭。我們

疲乏時容易遭受屬靈攻擊。 

7.  讓組員討論。 

8.  請討論。這有點主觀，但可以應用

的答案包含「禱告」、「以聖經為

基礎的動機」。 

9.  可能上帝要讓我們倚靠祂，讓我們

的信心成長。 

10.  他嘗試孤立尼希米、使他分心、

引誘他犯罪而失去信譽。 

11.  讓組員討論。 

12.  請討論。可以分享你自己的生活

經歷與見證。 

13.  讓組員討論。 

14.  「結果」不是可靠的評估標準。

信心與忠誠才是最重要的事，但

只要是按著上帝心意所執行的計

畫，都會產生某種果效。 

15.  讓組員討論。

請組長讀出「健康的情感」之相關

段落，因為討論過程中沒有機會談到

這個部分。（參閱本材料10頁、24

頁）

行動級

3 領袖的困難

應用

1. 讓組員討論。

2.  信心是我們在屬靈爭戰中的盾

牌。因此，應讓組員認清，我們

選擇相信哪些真理、哪些謊言，

對我們的生命影響極大。

3.  與尼希米的時代相較，我們有耶穌

作我們的大祭司。所以，基督在我

們裡面；當我們向祂承認自己的罪

與失敗時，祂立即赦免我們；基督

藉著聖靈內住，使我們在極大掙扎

中能得力、得勝。請組長傳達這些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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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y

4 領袖的品格

行動級

關於這段經文，我需要知道什麼？

尼希米記五章1～19節

背景情境
經文中提到當時有人「大聲呼冤」（尼希米記五章1節，新譯本），控告

猶太人的領袖。人民稅負過重，貧窮導致他們必須要借貸（而且顯然是高利

的貸款），或是將兒女賣作奴僕。這或許不是一個全新的問題，但是修建計畫

造成的財務壓力確實讓這個問題猛烈的浮出水面。

尼希米的回應
尼希米回應逆境的作法是令人驚奇的。在障礙中他反思性的禱告；經文

提到他「心裡籌劃」（五章7節），而不是在憤怒中反擊。當事情逐漸脫軌

的時候，他不是衝動的反應，而是按下了暫停鍵，在回應之前，先仔細的思

考。如果要說有唯一一個辨別成熟領袖的方法，那必定是能夠在心裡籌劃而

非直覺反應的智慧了。

尼希米面對問題
尼希米得出結論，認為人民的確是對的—他們被剝削了。在此我們可

以看到尼希米的操守；他最看重的不是人，而是上帝和真理。尼希米把抱怨

帶到犯錯的那方，使他們面對問題。領袖不只是要成為有操守的典範，他們

也需要面對、挑戰沒有操守的人。

當領袖面對錯誤的時候，他們往往會試著將錯誤合理化，或者想辦法「帶

風向」來挽救他們的名譽。我們通常看到的結果是「形象公關」，而不是悔恨

與悔改。在這段經文中，這些領袖願意公開的悔改，並且把他們所索取的全部

歸還，的確是令人欽佩的，但是我們也不能忽略尼希米在這樣的改變中所扮演

的角色。如果尼希米沒有幫助犯錯的領袖們面對問題，人民貧困的情況就不會

有什麼改變。

本課探討屬靈領袖的道德品格。在

面對巨大的壓力和反對時，屬靈領袖必

須保持操守並且迴避各樣的惡事（avoid 

the appearance of evil）。

這段經文提到了幾個問題：

我們都有逃離上帝和隱藏自己罪惡

的傾向，而屬靈領袖會在愛中使人正視

他的罪，進而將罪移除。

在一個人們只能憑著表象作判斷，

且常判斷錯誤的墮落世界裡，我們必須

迴避各樣的惡事，連不適當行為的表象

都要迴避。

我們都容易受到金錢和權力的腐

化。

核心思想是什麼？

難題是什麼？

Discovery

尼希米記：關於領袖的功課

社群樂查經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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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希米的例子
尼希米明確的表示，他自己從來沒有犯過壓榨窮人的罪。他的良心是清白

的，因為他一直以最嚴格的操守為人民服務。很有可能，尼希米冤枉地也跟其

他的猶太人領袖一起被人民所控告，但是在此，他更在乎的是要保護窮人，而

不是要捍衛自己的名聲。不只是他的行為，連他的動機，也是無可指責的。這

段經文提到他「因敬畏上帝不這樣行」（5章15節），還有19節說：「我的上

帝啊，求你記念我，記念我為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與我」。尼希米的動

機是出於對上帝和對人的愛，不是出於個人的獲利或名譽。你能夠想像我們可

以如此評論當代的任何一位政治領袖嗎？

迴避各樣的惡事
領袖必須比其他人過著更嚴謹的生活。媒體和大眾隨時都在關注與報導。

因為領袖的職位具有更高的知名度，所以領袖必須迴避各樣的惡事，連不適當

行為的表象都要留意。這麼做的原因不是出於對個人名譽的考量，而是為了避

免損害他人的良心。尼希米甚至不願意領取本該分配給他的俸祿，不讓任何人

有指控他的餘地。

良好的品格
當我們在探討領袖的特質的時候，常常關注的是「強大的決心」、「應變

的才智」及「健康的情緒」。偉大領袖最缺乏的特質是「品格」。在此說的品

格，指的是操守和值得信賴的特質，這些都是能激勵我們信任一個領袖的美

德。當一個領袖缺少了品德，他就失去了可信度，進而失去了領導的能力。雖

然也有品德失敗卻仍然有所成就的世俗領袖，但通常領導者垮台的原因，都是

因為在品德這方面的失敗。如果說品德對於一個世俗的領袖是要緊的，那對於

屬靈領袖來說更是加倍的重要。在這段經文裡面，我們看到，正是尼希米的

操守使他走出了財政管理不善及腐敗的渾水，從破產的危機中拯救了修建的計

畫。

我們如何回應？

當我們站在屬靈領袖的位置上時，

我們的生命是陳列在人前的。你應幫助

你的小組看到因此而來的責任：我們必

須迴避一切的邪惡，即使只是表象，並

且用最嚴格的操守履行我們的責任。

領袖也必須願意面對缺乏誠信操守

的人。

不過，沒有任何人的品格是完全沒

有缺陷的，所以當你呼召你的組員成為

屬靈領袖的同時，你也要呼召他們「活

在光中」。能夠對別人、對自己、對上

帝公開誠實的承認自己的罪，隨時戰戰

兢兢，不讓罪與撒但在他們生命中有一

席之地。這些都是對於屬靈領袖來說很

重要的事情。

行動級

4 領袖的品格

While there are many things we can do to hinder our fellowship with God, we can-
not change our relationship. We will always be His children by virtue of our adoption 
into His family. By the way, I don’t think Paul intended to teach on predestination in 
this passage – he just kind of assumes it. However, it tends to get people’s attention 
so don’t be surprised if it becomes a tangent in your study. That’s not a bad thing at 
all, just don’t let it take you too far off course. It’s clear from this and other passages 
that God is the initiator in our salvation. It’s also clear that we are culpable for our 
sin and responsible to believe (and preach) the gospel. If it seems to be a distraction 
in your group you might offer to do a little research and cover it more fully another 
week.

Next, we have redemption. To redeem someone was to purchase them out of 
slavery. God has purchased us from slavery to sin and spiritual death with the blood 
of His Son. The result of this payment is that all our sin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have been forgiven. These aren’t meager gifts, nor were we given just enough to 
get by. Rather, they were don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iches of God’s grace that He 
lavished on us with all wisdom and understanding. Praise His glorious grace.

Ephesians 1:9-12
In addition to the blessings related directly to our salvation we were also given great 
insights. To the non-Christian, the meaning of human life and human his- tory are 
unknowable: Why we are here, where we came from, and where we are going are 
profound mysteries. But to Christians, God has disclosed answers about these great 
questions. 

In Ephesians 1:12, Paul explains that the purpose of our own lives is that we might 
live “for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This phrase is repeated several times in the passage 
so that we don’t miss it. Christians know their ultimate purpose and meaning of 
their lives is to bring praise and glory to God. He has also revealed to us the ultimate 
meaning of history. It is to bring all things under the kingship of Jesus. The fact that 
He has chosen to do this by dying for lost sinners and lavishing grace upon them 
should only serve to bring Him praise.

The spread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glory of God and the reign of Christ throughout 
the earth are the great purposes for which we are to live. Evange- lism, prayer, and 
discipleship are crucial to this end as we seek to extend God’s kingdom on this earth 
and speed history to its fulfillment.

Ephesians 1:13-14
In verse 13, Paul underscores that all of these things became true, and are only true, 
when we trust Christ for our salvation.

The passage says that we are “sealed” in the Holy Spirit. The “seal” had several uses 
in the ancient world, two of which are very instructive as to what Paul meant in 
using the word. a seal was affixed to a document to guarantee its authenticity, and 
it was attached to goods in transit to guarantee protection. The Holy Spirit is the 
seal of the authenticity of our faith and a seal of protec- tion, declaring we are God’s 
personal and private possession.

In this last section, Paul addresses the security and assurance the Christian has that 
these things will all come to pass in their fullness. That security is con- nected to the 
indwelling Spirit of God, that acts as a down payment, assuring that the fullness of 
all of these truths will assuredly come to pass–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 Our Spritual Blessings In Christ What’s Our Response?

As students see these blessings laid out 
before them we want them to:

• Understand that the chief purpose 
for God’s blessing us is to bring glory to 
Himself by making us holy and blameless 
in love.

• praise and thank god as they meditate on 
their many spiritual blessings.

• live in such a way as to bring God the 
greatest glory possible.

Dis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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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討論

尼希米記五章1～19節

引發動機

你認為要求領袖達到更高的品格標準是正確的嗎？為什麼受歡迎的領袖似乎往往品格較差？這是錯覺還是事實？

研討

閱讀尼希米記五章1～13節
1. 請描述尼希米所面對的狀況。 

2.  領袖處理金錢的態度及方法常可以反映出他的內心狀

況。還有什麼可以幫助我們可靠地衡量領袖的心？ 

3.  猶大的稅務狀況迫害了窮人。我們國家的財務經濟程序

上，你認為有哪些是合乎上帝心意的？有哪些不是？ 

4.  尼希米在面對敵人攻擊的同時，還必須去處理他同儕間

的腐敗。你有沒有經歷過類似的情況？ 

5.  第６、７節提到尼希米雖然憤怒卻仍然花時間「籌劃」

思考這個問題。你在憤怒中的經驗和所學到的東西是什

麼呢？你怎麼樣處理憤怒，又如何回應令你憤怒的事情

呢？ 

6.  你會如何定義操守？ 

7.  你什麼時候曾經被缺乏操守的朋友、親戚、或領袖牽

連？誰是你操守上的楷模？ 

8.  雖然尼希米是無辜的，但他很有可能被連累，跟其他

的領袖一起被指責。身為基督徒，我們要如何回應不公

義、不公平的指控？你能想到與此有關的經文嗎？ 

應用

1.  如果沒有人是完全沒有任何品格缺陷的，如何辨別合上

帝心意的領袖？ 

2.  領導地位放大了我們的不一致。你生活中的哪個部分，

放大了之後會看起來不那麼好？ 

3.  透過查考尼希米記，上帝如何針對你的領導方式對你說

話？

4.  請解釋以下說法：「我們不是為了耶穌而領導，而是樂

意讓耶穌透過我們來領導」。我們要如何表達樂意讓耶

穌這麼做？我們在其中的角色又是什麼？ 

9.  當尼希米發覺貴族間的腐敗的時候，他選擇與他們對

質。有沒有人來找你對質，或是你去找別人對質過？是

關於什麼事情呢？

10.  你認為怎樣算是「合上帝心意地與人對質」？什麼時候

對質是必須的？

11.  當領袖的不當行為被發現時，你認為他們應該要公開懺

悔嗎？ 

閱讀尼希米記五章14～19節
12.  尼希米維持他的誠信和操守的動機是什麼？為什麼這很

重要？ 

13.  尼希米做了什麼來避免不適當行為的表象？在你的生活

中，有什麼事是從表面上看來會讓他人以為你有罪，是

需要迴避的？ 

14.  為什麼我們有責任迴避那些可能使人誤解我們犯罪的

事？ 

15.  你是否同意領袖在私人生活中的所作所為不會影響他們

的職業生涯？你能想到任何例外嗎？ 

行動級

4 領袖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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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 複習

研討

1.  窮人被富人剝削，引起了極大的強

烈抗議。

2.  性和人際關係 

3.  請 討 論 。 你 要 讓 小 組 員 將 聖 經

所 說 的 與 自 己 所 處 的 文 化 做 連

結。 

4.  領袖經常在各個層面處理衝突。請

討論。 

5.  讓小組討論。 

6.  你 一 直 活 出 自 己 所 聲 稱 的 。 偽

善的反義詞。始終如一的道德品

格。 

7.  讓小組討論。 

8.  我們要把我們的名聲交託給上帝，

而不是還擊。（彼得前書二章23

節；彼得前書三章16節；彼得前

書四章14節） 

9.  讓小組討論。

10.  溫柔地與人對質。當這個人有防

衛心的時候，不要還擊。一邊溝

通時一邊禱告。

11.  一般而言，懺悔的範圍應包含所有

被罪所影響的部分。對一個領袖而

言，這可能包含了很多人。 

12.  尼希米記五章15節說：「（他）

因敬畏上帝不這樣行」。 

13.  尼希米甚至不願意領取本該分配

給他的食物。

14.  不希望成為其他信徒或非信徒的

絆腳石。

15.  生活不可能切割成各自獨立的區

塊。如果一個人在私生活中是不值

得信任的，我們就有充分理由懷疑

他在專業上也不值得信任。

與你的小組一起複習過去四課中學到

的領袖特質。

行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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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1.  他們藉著對人、對己、對上帝公

開誠地承認自己的罪與軟弱，而

活在光明中，隨時戰戰兢兢，不

讓罪與撒但在他們生命中有一席

之地。 

2.  讓小組討論。 

3.  讓小組討論。 

4.  不斷地禱告。不斷地信靠。完全地

順服和願意被使用。誠實、敞開、

並承認所有已知的罪。每時每刻，

親密地住在基督裡。 

©2007-2019 Cru.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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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ly as The Community ©2015-2019 Cru. 
Chinese edition 2020 published and distributed by Taiwan C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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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y

1 尋找領袖 孫德生 (J. Oswald Sanders)

行動級

「因為高舉非從東，非從西，也非從南而來。惟有上帝斷定；他使這人降卑，使那人

升高。」（詩篇七十五篇 6 ～ 7 節）

給我一個屬上帝的人—只要一人，

一個由信心掌管的人，

我便能改正一切的惡事，

並祝福全人類。

給我一個屬上帝的人—只要一人，

一個舌頭被天上之火碰過的人，

我便能燃起最幽暗的心靈，

使其充滿毅然的決心與清潔的渴望。

給我一個屬上帝的人—只要一人，

一位敬畏上帝的大能先知，

我便領你進入地上的平安，

是來自禱告而非刀劍。

給我一個屬上帝的人—只要一人，

忠於他所看見的異象，

我便能重建你倒塌的聖壇，

並使萬國屈膝。

—喬治．李德爾 (George Liddell)

Discovery

尼希米記延伸閱讀

社群樂查經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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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和人不斷在各種大大小小的基督教群體中尋找領袖。聖經常描寫上帝正在尋找符合

特定樣式的某個人。不是一群人，乃是一個人。

「……耶和華已經尋著一個合他心意的人……」（撒母耳記上十三章 14 節）

「我觀看，不料，無人。」（耶利米書四章 25 節上）

 「你們當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來跑去，在寬闊處尋找，看看有一人行公義求誠實沒

有？若有，我就赦免這城。」（耶利米書五章 1 節）

 「我在他們中間尋找一人重修牆垣，在我面前為這國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滅絕這

國，卻找不著一個。」（以西結書二十二章 30 節）

我們在聖經和以色列、教會歷史中可以看見，當上帝尋到一位達到祂屬靈要求，並願意

付上門徒代價的人時，儘管這人有明顯的缺點，祂仍會將他使用到極限，如同摩西、基甸、

大衛、馬丁．路德、約翰．衛斯理、艾多奈拉姆．耶德遜、威廉．克理，以及其他許許多多

的人。

教會擁有超自然的本質；因此，她所需的領袖也要具備過於常人的能耐。然而，現今

似乎更加缺乏這種被上帝膏立、被上帝掌管的人。當然，就某種意義來說，這種委身的領

袖向來都很少見。原因無他：條件太過嚴格。「教會迫切需要領袖，」尚斯德 (William 

Sangster) 如此感嘆，「我期盼聽見人對我說話，卻沒有聽見。事實上，我喜愛大會中的後

排座位。我總是寧可聆聽而非說話—卻沒有響亮的聲音可讓我聽見。」

若教會想完成在每個時代所託於她的任務，她最大的需要，便是得到有權柄的、屬靈

的、捨己的領袖。

1.  有權柄的：因為人們渴望自己的領袖知道要往何處行；這種領袖會激發人的信心。

若領袖為了貫徹信念，顯出無比的智慧和堅毅，人們會無條件地跟隨他。

2.  屬靈的：因為若領袖不是屬靈的、若他所做的一切完全不需要倚靠上帝，儘管他很

吸引人、很有能力，也不可能有好結果，反而會導致道德和靈性的破產。

3. 捨己的：因為領袖的楷模是為世人犧牲自己的那一位；我們也當跟隨祂的典範。

教會的成長加速期，通常是當她蒙恩得到強而有力的屬靈領袖時。這些領袖期待（並確

實經驗到）自己的服事被那超自然的主點石成金。教會弱化的病徵，就是缺乏這樣的領袖。

那些響亮的話語—曾經使講台發揮巨大影響力的講論—如今稀少得可憐。在人聲鼎沸的

世界中，教會的聲音只剩下可悲的低語。那些擁有領袖位分者不可妥協的義務，便是勇敢面

對這個景況，竭盡所能地確保真正屬靈領袖的火炬能傳給年輕人。

領導力常被視為天賦與個人特質（智力、意志力、熱情）的結合。當然，這些特質和專

業訓練能大大提升領導力，但卻不是影響屬靈領導的關鍵因素。「唯有願意全然獻身於偉大

目標並為之受苦的人，他們身上才能找到真實的領袖特質。」

行動級

Dis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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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級

屬靈領袖不是由教會會議，或者一人或一群人選舉或委任產生。只有上帝能塑造屬靈領

袖。單單處於重要地位不能使人成為領袖。上領導課程或立志要成為領袖也是徒勞。成為領

袖唯一的方式，就是使自己成為合格的人。宗教頭銜可由主教和議會授予，但屬靈權柄卻不

行；而屬靈權柄是基督徒領袖的必備條件。屬靈權柄通常不是有意取得的，而是由那些已在

靈性、紀律、能力、勤奮等方面證明自己配得擁有屬靈權柄的人得到。「你為自己圖謀大事

嗎？不要圖謀！」（耶利米書四十五章 5 節上）那些留意遵行這則誡命的人，因此先為上

帝的國圖謀。

屬靈領導是關乎聖靈的，只能由上帝授予。當祂尋覓的目光停留在符合資格的人身上，

祂便用自己的聖靈膏那人，將他分別出來，做獨特的工（使徒行傳九章 17 節，二十二章 21

節）。

班克魯 (Samuel Logan Brengle) 是救世軍 (Salvation Army) 的傑出領袖之一。他學養有

成、屬靈能力超眾；他極有挑戰性地形容通向屬靈領導和權柄的道路：「它不由升遷而得，

乃由許多的禱告與淚水而得。它由認罪、反省、在上帝面前謙卑而得；由捨己、勇敢地捨棄

所有偶像而得；透過大膽、無畏、不妥協、不抱怨地擁抱十架而得；也透過永不止息、恆常

堅定地仰望釘十架的耶穌而得。它無法由『替自己圖謀大事』而得，卻如保羅，將『先前以

為與我有益的……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而得。這是極高的代價，但若要成為一個真實的領

袖（不只是名義上的），若要成為一個天上、地下、地底下都承認也感受到的領袖，那就必

須毫無畏縮地付上代價。」

上帝所尋找的，正是這種人。上帝期盼要為著這種人的好處，顯出自己的大能，幫助他

們（歷代志下十六章 9 節）。但並非所有想成為領袖的人都願意付出如此高的代價。上帝

所定的條件必須先在暗中被滿足，祂才會在明處公開尊榮這個人。上帝的國對於領袖有個規

矩，祂對雅各、約翰講得很清楚：最高位是保留給那些暗中獲得資格的人。天國的領導權柄

竟然是以如此的方式獲得，這使每位被賦予領袖位分的人心生敬畏與偉大的謙遜。

還有件事值得一提：人是群體的一部分，跟隨者深受領袖影響。因此，「反向」領導確

實存在。若那些有領袖位分的人無法帶領跟隨者爬上屬靈高地，他們勢必將不知不覺地把他

們領進低谷。

求給我人，如山嶺之崇高，

求給我人，如平原之開闊。

求給我那些目標容得下國度的人，

求給我那些思緒裝得下時代的人。

©2007 Cru.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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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there are many things we can do to hinder our fellowship with God, we can-
not change our relationship. We will always be His children by virtue of our adoption 
into His family. By the way, I don’t think Paul intended to teach on predestination in 
this passage – he just kind of assumes it. However, it tends to get people’s attention 
so don’t be surprised if it becomes a tangent in your study. That’s not a bad thing at 
all, just don’t let it take you too far off course. It’s clear from this and other passages 
that God is the initiator in our salvation. It’s also clear that we are culpable for our 
sin and responsible to believe (and preach) the gospel. If it seems to be a distraction 
in your group you might offer to do a little research and cover it more fully another 
week.

Next, we have redemption. To redeem someone was to purchase them out of 
slavery. God has purchased us from slavery to sin and spiritual death with the blood 
of His Son. The result of this payment is that all our sin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have been forgiven. These aren’t meager gifts, nor were we given just enough to 
get by. Rather, they were don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iches of God’s grace that He 
lavished on us with all wisdom and understanding. Praise His glorious grace.

Ephesians 1:9-12
In addition to the blessings related directly to our salvation we were also given great 
insights. To the non-Christian, the meaning of human life and human his- tory are 
unknowable: Why we are here, where we came from, and where we are going are 
profound mysteries. But to Christians, God has disclosed answers about these great 
questions. 

In Ephesians 1:12, Paul explains that the purpose of our own lives is that we might 
live “for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This phrase is repeated several times in the passage 
so that we don’t miss it. Christians know their ultimate purpose and meaning of 
their lives is to bring praise and glory to God. He has also revealed to us the ultimate 
meaning of history. It is to bring all things under the kingship of Jesus. The fact that 
He has chosen to do this by dying for lost sinners and lavishing grace upon them 
should only serve to bring Him praise.

The spread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glory of God and the reign of Christ throughout 
the earth are the great purposes for which we are to live. Evange- lism, prayer, and 
discipleship are crucial to this end as we seek to extend God’s kingdom on this earth 
and speed history to its fulfillment.

Ephesians 1:13-14
In verse 13, Paul underscores that all of these things became true, and are only true, 
when we trust Christ for our salvation.

The passage says that we are “sealed” in the Holy Spirit. The “seal” had several uses 
in the ancient world, two of which are very instructive as to what Paul meant in 
using the word. a seal was affixed to a document to guarantee its authenticity, and 
it was attached to goods in transit to guarantee protection. The Holy Spirit is the 
seal of the authenticity of our faith and a seal of protec- tion, declaring we are God’s 
personal and private possession.

In this last section, Paul addresses the security and assurance the Christian has that 
these things will all come to pass in their fullness. That security is con- nected to the 
indwelling Spirit of God, that acts as a down payment, assuring that the fullness of 
all of these truths will assuredly come to pass–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 Our Spritual Blessings In Christ What’s Our Response?

As students see these blessings laid out 
before them we want them to:

• Understand that the chief purpose 
for God’s blessing us is to bring glory to 
Himself by making us holy and blameless 
in love.

• praise and thank god as they meditate on 
their many spiritual blessings.

• live in such a way as to bring God the 
greatest glory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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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y

2 做計畫的管家 史旺森 (Eric Swanson)

行動級

有個地方，是夢想誕生處；

那兒時間永不經規劃。

有個地方，是夢想誕生處；

那兒就叫永無島。

這是音樂劇《彼得潘》的歌詞，它提醒我們，只有在「永無島」（Neverland）這個

夢幻的地方，夢想才可能不經籌謀、計劃而誕生。

可悲的是，人們時常忽略這個事實。「在聖靈的引導下做計畫」的教導，常被人批評

是「不屬靈」、「僵化」的做法；他們說，做計畫比較適合企業辦公室，而不是上帝的國度。

我們反倒被教導要用一種類似「隨遇而安」的心態，「順服聖靈當下的引領」。有人甚至

把做計畫視為一種不信的態度，認為那會阻礙聖靈的工作。你們當中很少人持這種極端看

法，但這種思維帶來的微妙影響十分普遍：我們時常只做一週或一個月的計畫，剩下的時

間表單單倚靠上帝的恩典。

同時，我們又習慣「只做去年行得通的事」，或為了方便起見「憑感覺」而行；這些

因素使得「做策略性計畫」的觀念在教會和基督教機構中逐漸式微。事實是，我們太常

滿足於僅僅將事情留給機率決定（當然，我們相信上帝掌管機率）。但就如巴士德 (Louis 

Pasteur) 所說：「機會會善待預備好的人」，我們接下來會看到，主更是如此。

繼續下去之前，我得講清楚一件事：我們即將要討論的計劃方式，與上帝透過聖靈彰

顯出來的引導和能力，兩者是不可分割的。在這種計畫中，聖靈每時每刻的引領是不可

或缺的。擁有計畫不會使我們從信靠上帝變為信靠自己；反之，那顯示我們對上帝的信

心—信靠祂會為著我們的好處引領、供應、強而有力地動工。我們做計畫，是因為我們

很有把握地知道，上帝一定會依照祂的應許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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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級

不，光有計畫不能保證結果順利。上帝必須在當中祝福，聖靈必須在當中帶領，主耶穌

必須是我們計畫的開始、方法、終結。我們只願在上帝的大能中完成祂的計畫，藉由我們的

夢想達成祂的旨意。而這一切，都是為了上帝的榮耀。

管家與做計畫
聖經對於做計畫沒有太多著墨（雖然在當中，「做計畫」是顯而易見的），然而聖經十

分在意「管家」的概念，也就是有智慧地運用屬於上帝的資源和恩賜。像管家和銀兩的比喻

（馬太福音二十五章 4 ～ 30 節）這段經文提醒我們，因為主會再來，所以我們必須明智地

運用策略來使用上帝所賜的資源。這個比喻的信息是：管家必須為自己的得失交帳。希伯來

書十三章17節提醒我們，我們將來要為上帝所託付給我們培育、照顧的人「交帳」。保羅說，

「責任卻已經託付我了」（哥林多前書九章 17 節），意思是，他對福音事工負有管家的責任。 

請你好好思考，如何成為時間、能力、才幹、恩賜的好管家，也請你好好思考，如何把

握你手中的一切機會。你所服事的禾場有成千上萬的人，是世上最具策略性、最開放的禾場

之一，它在「普世差遣」這方面擁有深刻且豐富的歷史軌跡。

策略性計畫
儘管你的資源可能很多，你的夢想卻一定比它更大。有龐大的挑戰等著你；你的敵人不

只計劃阻止你成功，他更盤算如何使你殞落。時間緊迫，分分秒秒如沙粒般地從你指縫間流

失。風險無可想像地高。簡單來說，你身處戰爭中。我們眼前看不到希望，但我們也有無比

的盼望；是的，我們勝券在握，終必得勝。這是每一天每一位委身大學校園當中的基督徒的

光景。

戰爭的挑戰與勝利的確據，使我們看重聖靈所帶領的策略性計畫。策略性計畫，簡單來

說就是：「長期、專注、有智慧地使用資源，以達到所期待的目標」。戰時，各國政府都必

須使用策略性計畫，使全國的資源和力量得以聚焦、極大化，目的是打敗敵人。

德國人動員全國參戰的能力是眾所周知的。他們的守則是：「首要之務就是將首要之務

當作首要之務」。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指揮動員全國的資源以達成終極目的：稱霸歐洲，

統治世界。直到英國和美國學會這項功課，開始建立自己的策略性計畫，局勢才漸漸對同盟

國有利。正在打仗的國家深深明白，寶貴、有限的資源必須專一、有智慧地運用在刀口上，

以取得勝利。戰時是沒有空間犯錯的。

戰爭為我們上了寶貴的一課：當你的資源不足以達成目標、當敵人強烈阻礙你達成目

的、當你的前線部隊亟需明確的指示、當你的任務成敗完全取決於資源是否有智慧地被運

用⋯⋯這時，你就會發現策略性計畫的必要性。擁有策略性計畫這位盟友，會帶給你不一樣

的結果。對那些定意要得勝的人、面對重重險阻的尋夢者來說，策略性計畫是一位受尊敬的

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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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以上文字就是學園傳道會各地區領袖與同工團隊的寫照。關鍵不在於要不要做

計畫，而是我們能否在這場戰爭中作資源的好管家。唯有透過策略性計畫，你才能將上帝所

賜給你的資源極大化，以完成祂在校園中的心意。唯有透過策略性計畫，你才能有信心地領

導，因為「若吹無定的號聲，誰能預備打仗呢？」（哥林多前書十四章 8 節）

在我們的長期異象與現實生活之間，策略性計畫往往是那被遺漏的一環。我們的夢想要

有腳才能奔跑。若這些夢想沒有被有血有肉的人活出來，若這些夢想無法在真實世界的壓力

和塞滿行程的時間表中存留，它們就毫無價值。

被呼召成為做計畫的好管家
正如你信靠上帝給你異象，你也可以相信上帝會告訴你如何實現它。求上帝給你從祂而

來的計畫，好使你盡可能完善地利用祂所賜的資源。這不只關乎任務的成功或失敗（當然它

必定與成敗有關）；它更是關乎你是否實踐呼召，成為福音的好管家。

學生志願運動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的資深領袖莫特 (John R. Mott) 認為，領

導是「只完成少數幾件事，並容許剩下的事未完成」。他相信，要做到這個標準，就必須使

用策略性計畫。他說：「若我們從事的工作充滿迫切的需要與絕佳的機會，我們就必須認清

優先順序。我們必須計劃如何使用時間。沒有人能夠同時：

1. 完成一切必須完成的好事；

2. 完成一切別人希望他做的事；

3. 完成一切他自己想做的事。」

如此一來，我們必須養成習慣，將優先事物擺在優先。每位有抱負的工人都應該養成習

慣，為每一日、每一週、每個月、每一年做計畫。我們每天都該問這個問題：「今日基督要

我成為怎樣的人，做怎樣的事？」

這是迫在眉睫的問題。主啊，我身為管家，管理祢在恩典中所賜給我和我周遭社群的禮

物；祢期待我在今日成為怎樣的人，做怎樣的事？

行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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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there are many things we can do to hinder our fellowship with God, we can-
not change our relationship. We will always be His children by virtue of our adoption 
into His family. By the way, I don’t think Paul intended to teach on predestination in 
this passage – he just kind of assumes it. However, it tends to get people’s attention 
so don’t be surprised if it becomes a tangent in your study. That’s not a bad thing at 
all, just don’t let it take you too far off course. It’s clear from this and other passages 
that God is the initiator in our salvation. It’s also clear that we are culpable for our 
sin and responsible to believe (and preach) the gospel. If it seems to be a distraction 
in your group you might offer to do a little research and cover it more fully another 
week.

Next, we have redemption. To redeem someone was to purchase them out of 
slavery. God has purchased us from slavery to sin and spiritual death with the blood 
of His Son. The result of this payment is that all our sin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have been forgiven. These aren’t meager gifts, nor were we given just enough to 
get by. Rather, they were don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iches of God’s grace that He 
lavished on us with all wisdom and understanding. Praise His glorious grace.

Ephesians 1:9-12
In addition to the blessings related directly to our salvation we were also given great 
insights. To the non-Christian, the meaning of human life and human his- tory are 
unknowable: Why we are here, where we came from, and where we are going are 
profound mysteries. But to Christians, God has disclosed answers about these great 
questions. 

In Ephesians 1:12, Paul explains that the purpose of our own lives is that we might 
live “for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This phrase is repeated several times in the passage 
so that we don’t miss it. Christians know their ultimate purpose and meaning of 
their lives is to bring praise and glory to God. He has also revealed to us the ultimate 
meaning of history. It is to bring all things under the kingship of Jesus. The fact that 
He has chosen to do this by dying for lost sinners and lavishing grace upon them 
should only serve to bring Him praise.

The spread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glory of God and the reign of Christ throughout 
the earth are the great purposes for which we are to live. Evange- lism, prayer, and 
discipleship are crucial to this end as we seek to extend God’s kingdom on this earth 
and speed history to its fulfillment.

Ephesians 1:13-14
In verse 13, Paul underscores that all of these things became true, and are only true, 
when we trust Christ for our salvation.

The passage says that we are “sealed” in the Holy Spirit. The “seal” had several uses 
in the ancient world, two of which are very instructive as to what Paul meant in 
using the word. a seal was affixed to a document to guarantee its authenticity, and 
it was attached to goods in transit to guarantee protection. The Holy Spirit is the 
seal of the authenticity of our faith and a seal of protec- tion, declaring we are God’s 
personal and private possession.

In this last section, Paul addresses the security and assurance the Christian has that 
these things will all come to pass in their fullness. That security is con- nected to the 
indwelling Spirit of God, that acts as a down payment, assuring that the fullness of 
all of these truths will assuredly come to pass–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 Our Spritual Blessings In Christ What’s Our Response?

As students see these blessings laid out 
before them we want them to:

• Understand that the chief purpose 
for God’s blessing us is to bring glory to 
Himself by making us holy and blameless 
in love.

• praise and thank god as they meditate on 
their many spiritual blessings.

• live in such a way as to bring God the 
greatest glory possible.

Discovery



23

Discovery

3 領袖模型 史旺森 (Eric Swanson)

行動級

如果希望實現異象，如果希望達成組織目標，我們就必須有能夠領導的屬靈領袖。從

過去到現在，我們愈來愈發現：任何期待達成的目標，都有賴於「屬靈領袖」。開拓新的

學校事工或城市團隊；滿足地區、國家、國際的職位需求；接觸每間校園的每位學生⋯⋯

若沒有屬靈的領袖，根本不可能做到。若運動發展的速度真的取決於領袖發展的速度，我

們就必須刻意吸引、發展、使用、留任領袖。領袖發展必須從「想要」轉變為「必要」，

從「隨意而行」轉變為「刻意而為」。

在學園傳道會內部，「領袖」有三種定義：

1. 「領袖」 (leaders) —帶領個人與帶領小組的人，包括每位學生領袖與全職同工。

2.  「領袖」 (Leaders) —在學園傳道會中擔任領袖職位的人，例如學校負責人、地

區負責人、短期宣教士負責人等等。

3.  「領袖」 (LEADERS) —在歷史中扮演獨特角色的人，像是白立德、葛理翰等。

在這三者中，我們的焦點是刻意發展第二種「領袖」—那些目前或將來要在複雜多

變的事工環境中承接領袖位分的人。

關於領袖的幾個前提
1.  每個人都在領袖發展的過程中。在領導的所有範圍之中，沒有一個人是完美的。

我們都需要恩典。

2. 一個人的領導不可能超越他的屬靈生命。

3. 光靠靈命，無法彌補一個人在社交、知識、情緒等方面的不足。

4.  擁有健康而持續成長的屬靈生命是必要的，這是義務、也是根基，但只擁有這一

項還不夠。沒有它，人必定失敗。它是必要的，但卻不是使人成功的保證。屬靈

領袖一定擁有強而有力的屬靈生命，但一位靈命強健的人不一定就是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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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領袖模型
1.  這個領袖模型既描述出好領袖的特質，也規範了好領袖的標準。意思是，與其說這

個領袖模型是我們發明的，倒不如說它是被發現、被歸納出來的結果。這個模型是

觀察有果效的領袖的生命與習慣而得來的。雖然某些面向是特別針對「學校事工的

領袖」（例如：「與神的關係」、「結果」），但我們卻發現每個有果效的領袖（除

了獨裁者以外）都在「關係」、「角色」、「責任」、「結果」等方面有類似的表現。

2.  我們想揭開領導的神秘面紗，嘗試定義：有果效之領袖做哪些事、為哪些事負責任。

如果開始做那些有果效的領袖所做的事，我們就會逐漸改善自己的領導。

3.  我們對同工的要求是去「領導」—不光是「管理」、「督責」、「治理」。事實上，

在我們機構中，「團隊領袖」這個職務的設計具備一個特性：他若不致力於領導，

就不可能當好團隊領袖。

我們的領袖模型包含「關係」、「角色」、「責任」三個方面。

關係
1.  與神的關係：良好的屬靈領袖必定擁有眾多健康的關係。其中最重要、必須刻意栽

培的是個人與神的關係。

2. 與自己的關係：以下列四個面向評量這項關係的健康程度。

●  強大的決心：無論如何，使命必達。決心通常展現於個人的熱情—發自內心的

深信，所追逐的目標值得自己付出最優質的時間、能力、資源去達成。熱情由心

而發；它對於領導的影響，最終會超越你的職位和個性。要小心自己對於多少事

情懷有熱情。保羅寫道：「我只有一件事，就是⋯⋯」若我們對每件事都有熱情，

別人會將我們視為狂熱份子；沒有人想被狂熱份子領導。

●  應變的才智：我們所需要的領袖必須擁有充足的思考能力，能獨立構思，也能汲

取想法、整合點子與資訊。這項能力不只是基本的智力，而是一個過程，學習將

「局部」的事物關聯到「整體」，也就是學習看見全貌。在校園文化多變、複雜

的環境中，領袖必須面對模稜兩可、甚至是看似衝突矛盾的資訊，並且從中理出

頭緒來。我們不是尋找那些將別人的活動原封不動地搬到自己學校的領袖。我們

正在尋找那些能夠詮釋（觀察、解釋、有創意地應用）文化和聖經的人，如此一來，

他們才能判斷自己的處境真正需要的是什麼。

●  健康的情感：這包含健康、富有安全感的自我認知，也就是與神、與人、與自己

都能好好相處。若領袖的自我價值低落，他就會不斷因為隊員的想法和建議而備

感威脅，這樣的團隊必會失敗。健康的情感同時表彰於健康的人際關係。人們喜

歡親近健康、成長的信徒，無論他們處於成長的哪個階段。健康的人是「給予者」

而非「奪取者」。一個評估人際關係的原則是：「長期來看，姑且不論這個人的

領導才能，他對團體的目標和隊員的生命是貢獻，或是耗損？」

●  良好的品格：這是一個贏得他人信任和跟隨的特權。富蘭克林 (Ben Franklin) 為「品

格」下的定義是：「即使激情消退，仍能實踐有價值的決定的能力」對信徒來說，

品格絕對與「像基督」有關。

行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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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人的關係：第三種關係是與別人的關係。以下是幾個健康人際關係的指標。

●  讓別人適當地參與自己的工作與生命

●  尊重別人

●  讓別人做決定

●  建立信任的氛圍

●  讓別人對工作產生擁有感

●  與同儕、上司、下屬相處得來

角色
1.  方向設定者：這個角色為組織的未來負責任。身為方向設定者，你有責任對團隊說：

「這是我們團隊要去的地方。這是我們的目的、異象、使命、所看重的價值。」領

袖被問到的第一個問題應當是：「你知道自己要往哪裡去嗎？」如果你不設定方向，

就不可能邀請人與你同行。瞎子不能替瞎子領路。「領導」的意涵是：在要求別人

委身跟隨你之前，你必須知道自己要往哪裡去。

2.  代言人：這個角色把異象傳遞給組織以外的人，包含學生、社區、事奉夥伴、教會、

教職員等。

3.  教練：這個角色使團隊預備好承接未來。教練負責建造團隊。教練不只幫助每位隊

員將自己的潛力發揮到極致，更將許多個體塑造成一個團隊，以增加勝利的機率。

身為方向設定者，你必須為運動的未來方向負責。身為教練，你必須為這個運動未

來的領袖的發展和任用負責（未來的領袖包含學生）。教練在某些方面和門徒訓練

相似，都是幫助人渴望擁有正確的東西，然後幫助他們達成。你的工作就是透過自

己的言語和熱情，向隊員傳達一個消息：最輝煌的日子還在前頭！這就是希望的精

髓所在。如果我們認為輝煌歲月只在過去，豈不是很可悲嗎？

4.  改革者 ：這個角色因為見到組織的未來，所以追求有效、適性的改革。領袖與非領

袖的差異在於：領袖必定是革新者。我們需要的不只是能管理現況的領袖，更是能

夠塑造未來的領袖。改革者對於現狀有健康的不滿足感。對他們來說，「已然」和「應

然」之間的差距無異於一個呼召，召喚人採取行動。我們改變、調整、創新，皆是

為了達成使命。我們需要了解：在一個不斷變動的環境中，比起「因應現況調整」，

「保持現狀不變」更加危險。

責任
1.  傳遞異象：向人傳遞一幅關於未來的圖像，激勵人產生行動。給予異象就是幫助人

望見平凡過程背後的終極目標。給予異象就是幫助人瞭解，這個目標具有價值、能

使人滿足。擁有異象，才能開始領人前進。異象能夠激勵人、使人聚焦於正確的事

物。異象描繪未來的可能性，異象觸動內心。好的異象是經過構思的一段陳述，能

吸引人自發地犧牲時間、精力、資源，只為讓它實現。好領袖必須形塑共同的異象、

傳遞它、藉著異象來領導。柴契爾夫人 (Margaret Thatcher) 曾說：「我不能管理過去。

我的政府中有許多管理現在的人。我身為領袖的獨特責任就是將聚光燈照向未來，

並鼓舞我的同胞一起創造這個未來。」屬神的異象傳遞來自與神有正確關係的領袖。

一個命中目標的異象必然是：

Dis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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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切的 (Appropriate) —切合我們的本質。

●  大膽的 (Bold) —催促人犧牲獻上、注入情感；它是前所未有的。

●  清楚的 (Clear) —它使目的與方向更加明確。

●  令人嚮往的 (Desirable) —是人們渴望完成的。人們了解這個異象之後會說：「是

的，我想成為這件事的一部分。」它值得我們獻上最好的。

●  激勵人的 (Energizing) —它挑戰我們、給予我們動機；因為它訴諸我們內心中渴

望最好的那一部分。它不是反覆、無聊、耗損的。

●  可行的 (Feasible) —它必須符合現實狀況。

●  屬神的 (Godly) —它必須與神的心意一致。

2.  形成策略：提出有智慧、配合現況的方法來達成目標。策略就是在回答這個問題：「我

們該怎麼做？」它的涵義是把夢想轉為行動計畫。有異象的領袖是帶著異象去解決

每天繁瑣的問題。策略是否有用，取決於賦予它生命的異象；異象是否實現，取決

於賦予它雙腳的策略。

3.  整合：為了執行策略、達成異象，領袖需要有整合一切人力資源和組織架構的能力。

「整合」就是使一群人為了達成異象而共事。這群人擁有共同的異象、對完成使命

的責任有擁有感，並且彼此合作。「整合」就是妥善的回答這兩個問題：「你知道

我們要去哪裡嗎？」、「你能帶我去嗎？」

4.  激勵：與個人內心深處的渴望連結，使他們願意合作以達成使命，也就是在人心中

源源不絕地產生「我也要！」的回應。約翰．科特 (John Kotter) 在其著作《變革的

力量》 (A Force for Change) 中寫道：「能使他人行為充滿動力的能力，就和『方向

設定』與『整合』同樣極為重要。某方面而言，方向設定是找出運動的合適路徑，

有效的整合是幫助人在這條路上前進，而成功的激勵是確保參與其中的人有足夠的

精力，能克服路上的障礙。」

行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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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there are many things we can do to hinder our fellowship with God, we can-
not change our relationship. We will always be His children by virtue of our adoption 
into His family. By the way, I don’t think Paul intended to teach on predestination in 
this passage – he just kind of assumes it. However, it tends to get people’s attention 
so don’t be surprised if it becomes a tangent in your study. That’s not a bad thing at 
all, just don’t let it take you too far off course. It’s clear from this and other passages 
that God is the initiator in our salvation. It’s also clear that we are culpable for our 
sin and responsible to believe (and preach) the gospel. If it seems to be a distraction 
in your group you might offer to do a little research and cover it more fully another 
week.

Next, we have redemption. To redeem someone was to purchase them out of 
slavery. God has purchased us from slavery to sin and spiritual death with the blood 
of His Son. The result of this payment is that all our sin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have been forgiven. These aren’t meager gifts, nor were we given just enough to 
get by. Rather, they were don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iches of God’s grace that He 
lavished on us with all wisdom and understanding. Praise His glorious grace.

Ephesians 1:9-12
In addition to the blessings related directly to our salvation we were also given great 
insights. To the non-Christian, the meaning of human life and human his- tory are 
unknowable: Why we are here, where we came from, and where we are going are 
profound mysteries. But to Christians, God has disclosed answers about these great 
questions. 

In Ephesians 1:12, Paul explains that the purpose of our own lives is that we might 
live “for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This phrase is repeated several times in the passage 
so that we don’t miss it. Christians know their ultimate purpose and meaning of 
their lives is to bring praise and glory to God. He has also revealed to us the ultimate 
meaning of history. It is to bring all things under the kingship of Jesus. The fact that 
He has chosen to do this by dying for lost sinners and lavishing grace upon them 
should only serve to bring Him praise.

The spread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glory of God and the reign of Christ throughout 
the earth are the great purposes for which we are to live. Evange- lism, prayer, and 
discipleship are crucial to this end as we seek to extend God’s kingdom on this earth 
and speed history to its fulfillment.

Ephesians 1:13-14
In verse 13, Paul underscores that all of these things became true, and are only true, 
when we trust Christ for our salvation.

The passage says that we are “sealed” in the Holy Spirit. The “seal” had several uses 
in the ancient world, two of which are very instructive as to what Paul meant in 
using the word. a seal was affixed to a document to guarantee its authenticity, and 
it was attached to goods in transit to guarantee protection. The Holy Spirit is the 
seal of the authenticity of our faith and a seal of protec- tion, declaring we are God’s 
personal and private possession.

In this last section, Paul addresses the security and assurance the Christian has that 
these things will all come to pass in their fullness. That security is con- nected to the 
indwelling Spirit of God, that acts as a down payment, assuring that the fullness of 
all of these truths will assuredly come to pass–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 Our Spritual Blessings In Christ What’s Our Response?

As students see these blessings laid out 
before them we want them to:

• Understand that the chief purpose 
for God’s blessing us is to bring glory to 
Himself by making us holy and blameless 
in love.

• praise and thank god as they meditate on 
their many spiritual blessings.

• live in such a way as to bring God the 
greatest glory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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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屬靈領導 史旺森 (Eric Swanson)

行動級

無論上帝的工作向何處開展，總有領袖引領方向。上帝所呼召的人會帶領著百姓來完

成祂的心意。上帝曾呼召人來建立國家（亞伯拉罕）、存續民族（約瑟）、領百姓脫離奴

役（摩西）、征服地土（約書亞）。上帝使用人來完成祂的計畫。祂引導君王和審判官來

治理百姓，也啟發先知來指正他們。最終，祂還差派一個人為世人的罪而死。若將這少數

幾位領袖從歷史中挪除，世界將大為不同。

在上帝工作的法則中，一個人就能帶來極大的改變。難怪祂會說：「我在他們中間尋

找一人重修牆垣，在我面前為這國站在破口防堵……」（以西結書二十二章 30 節）基督

徒事奉的奧秘與特權，就是上帝使用如你我一般的人，來完成祂的工作。我們是「與上帝

同工的」，是祂的「使者」、祂的「代表」、祂的「僕人」、也是祂的「執事」。詩人曾

描述這項美好的位分：「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腳蹤無人知道。你曾藉摩

西和亞倫的手引導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詩篇七十七篇 19 ～ 20 節）

何謂屬靈領導
屬靈領導，意指結合一個人與生俱來的才能和屬靈特質，去影響上帝的百姓，以完成

上帝的目標。但即使是與生俱來的，它們也不是靠人自己產生，乃是由上帝賜予的；因此，

當這些特質被用於服事上帝與祂的榮耀時，才能達成最高的果效。

事奉上帝的工作，需要由屬靈的人、使用屬靈的方式、完成上帝的目標。其中若缺少

了任何一個元素，就不再是屬靈的事奉。

屬靈領導的危機
我們正面對屬靈領導的危機⋯⋯或許在過去兩千年中也都面對著這個危機。耶穌說：

「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馬太福音九章 37 節）要讓工人與領袖都樂意事奉，

尚需努力。當我們思想屬靈領導時，可能需要放下一些對領袖的陳舊觀念。是的，領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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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帶來改變的關鍵人物。是的，領袖們會影響其跟隨者。是的，領袖們達成目標。然而，他

們各自有不同的動機與方式；我們就像在回應不同鼓手的節奏而邁步。一位屬靈領袖在成為

領袖之前，必然先是個接受領導的跟隨者。耶穌只說或做天父要祂去說或做的事情（約翰福

音五章 19 節，八章 28 節）。跟隨帶出了領導。耶穌以嶄新的詞彙來定義自己的領導角色：

祂來，成為我們的「僕人」（馬可福音十章 45 節）和「牧人」（約翰福音十章 10 節）。

成為僕人領袖
在馬太福音二十章 25 ～ 28 節，耶穌說明天國的價值觀如何影響領導風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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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要受人

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耶穌並未批評人想當領袖的欲望。

祂單單指明通往領袖位分的道路—成為僕人。而僕人，乃委身於使他人成功。

在約翰福音十三章 1 ～ 17 節，我們看到耶穌採取行動。在沒有僕人的時候，祂擔任僕

人的角色，為門徒們洗腳。之後，祂總結此行動，教導關於領袖的重要功課：「我是你們的

主，你們的夫子，尚且洗你們的腳，你們也當彼此洗腳。」（約翰福音十三章 14 節）

屬靈領導，其本質就是跟隨耶穌、服事人群。領袖們的任務十分多元，可能是帶領人、

活動、計畫，但方式卻從未改變，我們不能拋開僕人心志，轉向其他。我們做一切事情，都

要秉持僕人心志。缺乏這樣的心志，就不是真正的屬靈領導。一旦我們停止服事他人，就不

再是跟隨耶穌的腳蹤行。

成為牧人領袖
在彼得前書五章 2 ～ 3 節，彼得寫信告訴教會領袖說：「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上帝的

群羊，按著上帝旨意照管他們；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也不是因為貪財，乃是出於

樂意；也不是轄制所託付你們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樣。」

牧羊人最主要的職責是帶領、餵養，並滿足羊群的需要。當我們不再關懷他人，我們就

是放棄了領導的權柄。對人的關懷，乃是牧養的根基。正如俗話說的—人們不在乎我們知

道多少，除非他們知道我們在乎他們有多少。

「降卑為僕」是事奉的層面，「牧養群羊」是人的層面。屬靈領袖永遠是服事與關懷並

重—高度重視事工、同時也高度關懷參與的人們。因此屬靈領袖的位分被稱為「牧師」（牧

人）與「執事」（僕人）。而領袖的訓練，確實就是學習如何去牧養並服事人。

成為人們願意跟隨的領袖
屬靈領導的根基是許多人格特質的結合。一位領袖所擁有或發展出的優良特質越多，他

能為上帝產生影響的潛力就越大。我們每個人都希望被具有優良特質的領袖來帶領。我們期

盼的是品格良好，受人尊敬、值得跟隨的領袖。以下是形塑領袖根基的十種特質。

行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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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異象

沒有異象的領袖，不算是領袖。上帝所使用的領袖，是能清楚地知道上帝希望事情

怎樣成就，並了解自己在其中該做什麼的人。摩西在燃燒的荊棘旁遇見上帝，領受

了出埃及的使命；上帝給予約書亞非常清楚的指示，要做什麼、以及要活出什麼樣

的生命。如果你不知道你要往哪邊去，你就已經喪失要求他人跟隨你的權利。身為

團隊領袖，你是否對上帝期待要成就的事，心裡有張清楚的藍圖？你希望為上帝做

些什麼？你該往何處去？上帝希望你建造什麼樣的人？

2. 榜樣

基督徒生活若有個可見的模範，會比寫在書上的理論，讓人更容易跟隨。使徒保羅

毫不猶豫地邀請人效法自己，因為他緊緊跟隨主。「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

一樣。」（哥林多前書十一章 1 節）「你們……領受真道就效法我們，也效法了主。」

（帖撒羅尼迦前書一章 6 節）「你們在我身上所學習的，所領受的，所聽見的，所

看見的，這些事你們都要去行。」（腓立比書四章 9 節）「你們自己原知道應當怎

樣效法我們。」（帖撒羅尼迦後書三章 7 節）

要成為一生的榜樣去領導，是極其困難的。領袖的生活是一個建造與爭戰的生活（路

加福音十四章 25 節與其後經文）。我們的肉體（想狂吃甜甜圈、看電視的那個部分）

想過舒適的生活。或許我們寧可擔任行政工作、坐著為事工給出理論上的建議，而

不願意挺身領導事奉。然而。一旦你不再以榜樣來領導，一旦你開始說：「我習慣

這樣做⋯⋯」，你就確實喪失了你的領袖位分。或許你會是個顧問、管理人，但你

不再是以榜樣來領導的領袖。畢竟，你要怎樣要求人做那些甚至你自己都已經不做

的事？你要怎樣強調那些在你生命中已不復存在的特質？

3. 正直

要為以色列揀選領袖時，撒母耳因外表看中大衛的大哥，但上帝告訴他：「不要看

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揀選他。因為，耶和華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

和華是看內心。」（撒母耳記上十六章 7 節）正直是件關乎人心靈的事。「於是，

他按心中的純正牧養他們……」（詩篇七十八篇 72 節）一旦你不再正直，你就信用

破產了；一旦你不再受人信賴，你就沒辦法要求別人跟隨你。正直，建立於給予並

持守每個承諾和委身。正直關乎人的生命是否一致，是否「純全」；是否我們各個

生命領域都往同樣的方向前進。正直不代表要完美。人無法完美，但我們能做到正

直。上帝只會使用正直的領袖。

4. 讀上帝的話

基督徒領袖委身於上帝的話。因為屬上帝的人會信靠上帝，他學習傾聽並倚靠上帝

的話，以得到行動的目標、方法、洞見和能力。上帝的話使人「得以完全，預備行

各樣的善事。」（提摩太後書三章 17 節）。那些跟隨我們的人，需要知道我們是持

續來到上帝面前、傾聽祂聲音的人—如此，他們能確認，我們是根據從上帝而得

的引導，來帶領他們。他們想順服於傾聽上帝聲音的人。一位基督徒領袖若想說服

人來達成某個目標，那麼，他需要先確認，那個目標是出於上帝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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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領導事工，你必須委身於上帝的話。使徒行傳六章所記載的爭執，讓耶穌的門徒

領袖必須釐清他們的工作職責：「我們撇下上帝的道去管理飯食，原是不合宜的。」

（使徒行傳六章 2 節）管理飯食是件好事，也是必須做的。然而，人沒有乾淨的餐

具也能存活；但若人缺乏領袖用上帝的話餵養、教導他們，就無法成長、茁壯。希

伯來書十三章 7 節：「從前引導你們、傳上帝之道給你們的人，你們要想念他們。」

領袖把上帝的話帶給人們。屬靈領導的關鍵要素之一，就是領袖要能夠從上帝領受

真理。想想看，此時此刻，你正如何以聖經餵養自己？你正如何用上帝的話餵養他

人？你正如何幫助你的同工與門徒自我餵養？

5. 禱告

「但我們要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使徒行傳六章 4 節）屬靈領袖生命中最弱

的一環，很可能是禱告。領袖，本質就是行動者；他們期待把事情完成。禱告常常

會被視為是對工作的打擾。要對著看不見的對象講話，無論時間長短，都是困難的。

然而耶穌與眾不同。面對要做的事，耶穌往往是「退到曠野去禱告」。（路加福音

五章 16 節）。邦茲 (E. M.  Bounds) 寫道：「人們在尋找更好的方式，上帝卻在尋找

更好的人—禱告的人。」約書亞擔任領袖的第一個功課，就是在與亞瑪力人的爭

戰中學習的（出埃及記十七章）。當約書亞在砍殺亞瑪力人時，真正的戰場卻是在

山頂上。摩西何時舉手，以色列人就得勝。屬靈的爭戰，是靠禱告而得勝。若你的

工作與事奉是禱告生活的呈現，你現在的事奉是什麼光景呢？

6. 被聖靈充滿

屬靈領導，只能由被聖靈充滿的人達成。我們可期望屬靈領袖有某些特質，但其中

不可或缺的條件，就是被聖靈充滿。耶穌說：「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什麼。」（約

翰福音十五章 5 節）即使所做的工作是短暫的或屬世的，領袖都必須被聖靈管理、

從聖靈得力（使徒行傳六章）。無論是何種崗位的屬靈領導，背後都是聖靈領導、

指引、並賜下能力。保羅寫道：「我們不敢以為自己有資格作甚麼，我們所能夠作

的是出於上帝。他使我們有資格……是從聖靈來的……。」（哥林多後書三章 5 ～

6 節，新譯本）

7. 辛勤工作

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 12 ～ 13 節說：「我們勸你們敬重那在你們中間勞苦的人，就

是在主裏面治理你們、勸戒你們的。」在上帝的國度中，領袖位分不是特權，反而

是一份辛苦的工作。或許你做起來很享受、有挑戰性、也看為很有價值，但那仍是

工作。這也是為何事奉被稱為「事工」，意思就是服事的工作；而聖經告訴我們「領

導的要殷勤」（羅馬書十二章 8 節，新譯本）。

8. 信心

「從前引導你們、傳上帝之道給你們的人，你們要想念他們，效法他們的信心，留

心看他們為人的結局。」（希伯來書十三章 7 節）哲學家喬治 ‧ 桑塔亞那 (George 

Santayana) 說：「讓一頭獅子去領導一千隻羊，好過讓一隻羊去領導一千頭獅子。」

行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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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有責任信靠上帝來領導眾人。一個有信心的人，生命的內在會有力量、勇氣、

和行動力。信心能鼓舞跟隨者。一位領袖的信心大小必須勝於他的跟隨者（或至少

程度相當）。如果跟隨者願意信靠上帝的程度，比其領袖高出許多，那麼或許就是

那位領袖該下台的時候了。

9. 成長

領袖不是完美的；但他在信仰歷程上總持續前進。一旦領袖不再學習與成長，他就

不再領導了。

10. 家庭生活

韓君時 (Howard Hendricks) 說：「 如果你無法在家中活出信仰，拜託別把信仰對外

大聲嚷嚷。」若你在家庭中失敗了，你的基督徒領袖生涯也會失敗收場。

在提摩太前書四章 12 ～ 15 節，使徒保羅寫信給提摩太，討論他應如何屬靈領導，以

及如何克服年紀輕的限制。請看看在保羅的勸勉中，談論到多少上面提及的領袖要素：「不

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做信徒的榜樣。你要以宣

讀、勸勉、教導為念，直等到我來。你不要輕忽所得的恩賜，就是從前……賜給你的。這些

事你要殷勤去做，並要在此專心，使眾人看出你的長進來。」

領導的權柄和目的
每位屬靈領袖，將來都要為他的跟隨者向上帝「交帳」（希伯來書十三章 17 節）。上

帝為了受服事者的益處，賜予領袖屬靈的權柄。保羅寫道：「主把權柄賜給我們，是為了要

造就你們，不是要破壞你們……」（哥林多後書 10 章 8 節，新譯本）上帝把領袖賜給祂的

百姓，乃是「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以弗所書四章 11 ～ 12 節）。

請想想看，你擔任領袖的目的，與上帝設立領袖的目的，兩者是否一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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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there are many things we can do to hinder our fellowship with God, we can-
not change our relationship. We will always be His children by virtue of our adoption 
into His family. By the way, I don’t think Paul intended to teach on predestination in 
this passage – he just kind of assumes it. However, it tends to get people’s attention 
so don’t be surprised if it becomes a tangent in your study. That’s not a bad thing at 
all, just don’t let it take you too far off course. It’s clear from this and other passages 
that God is the initiator in our salvation. It’s also clear that we are culpable for our 
sin and responsible to believe (and preach) the gospel. If it seems to be a distraction 
in your group you might offer to do a little research and cover it more fully another 
week.

Next, we have redemption. To redeem someone was to purchase them out of 
slavery. God has purchased us from slavery to sin and spiritual death with the blood 
of His Son. The result of this payment is that all our sin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have been forgiven. These aren’t meager gifts, nor were we given just enough to 
get by. Rather, they were don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iches of God’s grace that He 
lavished on us with all wisdom and understanding. Praise His glorious grace.

Ephesians 1:9-12
In addition to the blessings related directly to our salvation we were also given great 
insights. To the non-Christian, the meaning of human life and human his- tory are 
unknowable: Why we are here, where we came from, and where we are going are 
profound mysteries. But to Christians, God has disclosed answers about these great 
questions. 

In Ephesians 1:12, Paul explains that the purpose of our own lives is that we might 
live “for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This phrase is repeated several times in the passage 
so that we don’t miss it. Christians know their ultimate purpose and meaning of 
their lives is to bring praise and glory to God. He has also revealed to us the ultimate 
meaning of history. It is to bring all things under the kingship of Jesus. The fact that 
He has chosen to do this by dying for lost sinners and lavishing grace upon them 
should only serve to bring Him praise.

The spread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glory of God and the reign of Christ throughout 
the earth are the great purposes for which we are to live. Evange- lism, prayer, and 
discipleship are crucial to this end as we seek to extend God’s kingdom on this earth 
and speed history to its fulfillment.

Ephesians 1:13-14
In verse 13, Paul underscores that all of these things became true, and are only true, 
when we trust Christ for our salvation.

The passage says that we are “sealed” in the Holy Spirit. The “seal” had several uses 
in the ancient world, two of which are very instructive as to what Paul meant in 
using the word. a seal was affixed to a document to guarantee its authenticity, and 
it was attached to goods in transit to guarantee protection. The Holy Spirit is the 
seal of the authenticity of our faith and a seal of protec- tion, declaring we are God’s 
personal and private possession.

In this last section, Paul addresses the security and assurance the Christian has that 
these things will all come to pass in their fullness. That security is con- nected to the 
indwelling Spirit of God, that acts as a down payment, assuring that the fullness of 
all of these truths will assuredly come to pass–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 Our Spritual Blessings In Christ What’s Our Response?

As students see these blessings laid out 
before them we want them to:

• Understand that the chief purpose 
for God’s blessing us is to bring glory to 
Himself by making us holy and blameless 
in love.

• praise and thank god as they meditate on 
their many spiritual blessings.

• live in such a way as to bring God the 
greatest glory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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