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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18 
                   By Jim Mathis 

 

澄清關於領導的混亂觀念 

 

最近無論是在職場、政治、文化、運動甚至是家裡，領導都是一個熱門的話題。很

多人對領袖的位置汲汲營營，但是當我們客觀地觀看這個世界，卻發現有很多令人

感到困惑的觀念，一個真正的領袖或者是真正符合資格的領袖其實很少。 

 

到底甚麼才是真正的領導力？我聽過最好的解釋是：影響力。如果你能影響到某個

人，你就是一個領袖。或許你是爸媽，你能影響你的小孩，又或許你是一個老師，

你能影響自己的學生，又或者你是一個企業主，你能影響自己的員工。能夠影響別

人的能力就叫做領導力。 

 

提到領導力的時候，很多人常常會聯想到一個職位，例如一個老闆或是執行長。事

實上，領導力是來自於你所領導的人長期的尊敬、好的判斷力以及願意跟隨的心。

無論你的職稱是甚麼，如果你的下屬不尊敬你，或是不想被你影響，你也不能成為

他們的領袖。 

 

所以我們要如何知道一個好的領袖需要具備甚麼特徵？有效的領導又需要甚麼特質

呢？使徒保羅在加拉太書 5 章 22-23 節列出九種特質他稱為聖靈果子，這對一個基

督徒是必要的，對基督徒領袖也是。「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加拉太書 5 章 22 節)。這些都是領袖

必須具備的特質。 

mailto:enquiry@cbmc.org.hk
http://www.cbmc.org.hk/images/download/online-offer.pdf


2 

                        

 週一嗎哪 
 午間查經分享祈禱會 

 

 
  

本文版權為正直資源中心（Integrity Resource Center, Inc.）所有。本文獲得授權改編自「瑞克．博克思的正直時刻Integrity 
Moments with Rich Boxx」。這系列的文章是以一個基督徒的觀點評論職場的正直議題。全文翻譯出自台灣總會。 

 

由香港工商基督徒協會 (CBMC Hong Kong Ltd) 逢週一發放 
地址: 香港九龍彌敦道 580G-K 號彌敦中心 9 樓 905 室   Tel: (852) 2805-1923     Fax: (852) 3747-6218 

Email: enquiry@cbmc.org.hk   Web: www.cbmc.org.hk 

支持本會使命，服侍工商界及職場，請下載奉獻表格   http://www.cbmc.org.hk/images/download/online-offer.pdf 

  

 

對領袖來說，愛包含了熱情、同理的能力以及願意去了解別人的生命故事。我的朋

友 JOY 這個人因為正面積極而著稱，他也是一個願意去鼓勵人的人。領袖是使人和

好的人，他們致力於用正面的方式去解決問題和安慰人。父母使人和好，讓孩子彼

此能相處。企業的領袖則是在職場上解決衝突，以及鼓勵友善的競爭而非對他們的

競爭對手感到苦毒。領袖要有耐心，他們不會妄下結論或是太快下決定。 

 

一個和善的領袖才能有影響力。若是我們想要正面影響別人，和善和溫和的特質在

任何關係當中都是必要的。正直和純全是相似的，表現出誠實、可靠和一致。最後，

我們要有自制力。如果我們沒有辦法控制負面的習慣或是有任何其他無法自我控制

的壞習慣，就會減低我們對其他人的影響力。 

 

無論我們知道或不知道，我們所有的人都坐在某一種領導的位置上。其他人正在觀

察或是模仿我們的行為，或者是口頭上尋求我們的理解或是洞見，尋求我們的引導。 

 

加拉太書所列出來的聖靈的九種果子，給了我們一些成為好領袖的參考。若是我們

夠聰明，不僅僅我們自己要把九種果子行出來，在考慮和選擇領袖的時候，我們也

會參考這樣的標準。最後，我們不但可以藉由耶穌基督的力量，也能用自己的力量

在日常生活中活出聖靈的九種果子。 

 
吉姆.馬提斯在堪薩斯州陸路公園市經營一家照相館。他的專長是商業和影劇界人像。他也經營一所攝影學校。
他曾是一家咖啡店的經理，也曾是 CBMC 在堪薩斯州堪薩斯市和密蘇里州堪薩斯市的執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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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討論 
 

一、 你會如何定義領導能力？或者你覺得甚麼特質的人能夠成為一個好的領袖？ 

 

二、 總的來說，對你個人、職場或是你的社區而言，或從媒體看到的資訊，你觀

察到的領袖特質或才幹，有哪些？ 

 

三、 你對於聖經當中所提到聖靈的九種果子應該是領袖的九種特質，這個看法有

甚麼意見？ 

 

四、 你覺得文章中提到的領袖特質，對你個人而言，哪一個是最重要的？ 

 

如想要閱讀更多關於這個主題的經文，請參考以下內容。  
  
箴言 20 章 28 節 王因仁慈和誠實得以保全他的國位，也因仁慈立穩。 

箴言 22 章 4 節 敬畏耶和華心存謙卑，就得富有、尊榮、生命為賞賜。 

 
箴言 27 章 23-27 節 

27:23 你要詳細知道你羊群的景況，留心料理你的牛群； 

27:24 因為資財不能永有，冠冕豈能存到萬代？ 

27:25 乾草割去，嫩草發現，山上的菜蔬也被收斂。 

27:26 羊羔之毛是為你作衣服；山羊是為作田地的價值， 

27:27 並有母山羊奶夠你吃，也夠你的家眷吃，且夠養你的婢女。 

 
箴言 28 章 2 節 邦國因有罪過，君王就多更換；因有聰明知識的人，國必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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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福音 10 章 45 節  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

作多人的贖價。 

 
約翰福音 10 章 1-16 節 

10:1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人進羊圈，不從門進去，倒從別處爬進去，那人就是

賊，就是強盜。 

10:2 從門進去的，才是羊的牧人。 

10:3 看門的就給他開門；羊也聽他的聲音。他按著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領出來。 

10:4 既放出自己的羊來，就在前頭走，羊也跟著他，因為認得他的聲音。 

10:5 羊不跟著生人；因為不認得他的聲音，必要逃跑。」 

10:6 耶穌將這比喻告訴他們，但他們不明白所說的是甚麼意思。 

10:7 所以，耶穌又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我就是羊的門。 

10:8 凡在我以先來的都是賊，是強盜；羊卻不聽他們。 

10:9 我就是門；凡從我進來的，必然得救，並且出入得草吃。 

10:10 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羊（或譯：人）得生命，並

且得的更豐盛。 

10:11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 

10:12 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見狼來，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

羊，趕散了羊群。 

10:13 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並不顧念羊。 

10:14 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 

10:15 正如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一樣；並且我為羊捨命。 

10:16 我另外有羊，不是這圈裏的；我必須領他們來，他們也要聽我的聲音，並且要合

成一群，歸一個牧人了。 

 
哥林多前書 13 章 13 節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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