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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两千多年前，十二个不起眼的人奠定了一个运动的基础，这个运动

改变了文化、影响了后来世世代代的人、推翻过政权、胜过一切想要摧

毁它的势力，至今仍然不屈不挠地挺立着。  

历史上没有其他男人像这十二个人那样对世界造成如此大的改变。

由于他们的全然投入，几十亿的人接受他们传讲的信息而将生命献上，

并舍弃名利，为听到的真理赴汤蹈火。这十二个人既没有权力地位，也

没有显赫家世，然而他们发起的运动却不断蓬勃发展。  

这些没有能力的人怎么发挥出这么大的力量？  

这是因为他们追随过耶稣，耶稣呼召这批肩负祂使命的未来领袖们

跟随祂，甚至在最具挑战的时候也紧紧跟随。这训练需要有新的专注  

── 一个塑造领袖的过程。  

在福音书里，我们从未看到耶稣教导跟随祂的人有关领导的技巧，

如：决定异象宣言或建立组织架构表等。相反地，祂花了许多个月与他

们共处，用新颖更好的方法带领他们学习，只有跟随祂才能学得到。  

耶稣改变祂门徒所用的方法是爱他们、以身作则、并用一系列人生

的真实情况教导他们，使他们可以回应祂的呼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 不是一次，而是随时随地持续不断。  

这不是一本有关方法、计划、比较、或经验之谈的书，也不是自助

手册。而应算是一本有关耶稣塑造领袖的书，祂的训练程序还没有被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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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试用过。耶稣的工作产生非凡而持久的结果是无可争议的。“塑造

领袖”是重复基督在古时呼召，并藉十字架的大能栽培领袖的过程。  

耶稣建立了一个运动，这运动经历了各种文化和无数的世代。在我

们将这运动推进到 21 世纪及更遥远的未来时，耶稣的方法将引领我们

进入自己内心的更深处。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们将看到耶稣如何在祂

第一批跟随者心中及生命中作工，祂模造他们使他们成为这运动的创始

人  ── 这个运动已经从发源地扩及到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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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领导的核心 
 

“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撒母耳记上 16:7）  

 

你是否想过为什么你是个领袖？  

大多数人会认为自己能成为领袖是因为他们有领导恩赐、有领导技

巧和领导能力。其实，你之为领袖，是因为上帝呼召你成为领袖。换言

之，在上帝的计划里，你对那些你能影响到的人极关重要。观看整个历

史过程，是上帝借着祂兴起的领袖们完成祂的目的。  

你是否明白上帝召人做领袖是个神圣的呼召？这是上帝对你特别的

呼召，祂要用你来改变那些受你影响者的心。没有你的影响，他们不会

成为上帝希望他们成为的男人和女人。  

还有什么比这呼召让人感到特别荣耀的？不论领导权限是大还是小

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按照上帝塑造你的方式去影响他人，最终在你要

去影响的人身上发生美好改变。  

 

对领袖的崇高呼召 

我们在研究耶稣如何在短短三年内将一批不起眼的人改变成伟大的

领袖时，将会发现对上帝和祂国度来说，领导能力远不如一个蒙上帝拣

选并赋予责任的领袖人物来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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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把一切有关领导術的知识都写成书，不久总会有新的作品发表

出来。然而，几十年过去，奇怪的是

领导能力却没有任何改变。为什么？

主要原因是我们对领导的迫切感和期

望与实际情况有巨大差距。我们认为

领导力未能改善，是因培训不够和经

验不足，却常忽视领袖的內心。  

光是在美国，各公司每年花在领导力发展的经费估计高达 310 亿美

元1，美国最好大学的高阶领导课程提供未来领袖掌握最新策略的知

识。然而，我们用了这么多资源去学习领导，失败的案例远超过成功的

案例。  

事实是，领导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多的培训”不是万灵

丹，反而可能会妨碍上帝的计划。  

在本书中，我们所要讨论的内容是一般领导书籍里没有讲的  ── 但

我向你保证，我们所用的观念会激励你也想采用耶稣的领导方式，并帮

助你明白仅有领导技巧是不足以完成上帝对你的呼召。  

如果想影响你周围人的生命，改变必须先从你开始。  

今天领导失败和数千年来领导失败的原因没有不同，乃是它忽略了

人心。我们即使用尽各种方法增强领导力，真正的领袖仍然少之又少，

而不善于领导的人却比比皆是。  

 
1 leadership Awakened," 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 hrtps://dupress deloitte.com/dup-us-en/focus/human-capital-
trends/201 6/identifying-future-business-leaders-leadership.html.Feb.29 

事实是，领导从来都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更多的

培训”不是万灵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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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才干、经验和成功无法产生好的领袖？听听芭芭拉凯勒曼

（Barbara Kellerman）的说法，她是哈佛肯尼迪学院大众领导中心的

创始执行长。在《领导力终结》（The End of Leadership）一书中，论

及领袖的“声名狼藉”时，凯勒曼提出她极有见地的看法：  

“...我们虽努力不懈追求领导力，却没有使我们比以前更接近领导

力的完美境界 ...我们对培养优良的领袖没有更好的方法，防止或减

少不好的领袖甚至比一百年一千年前都不如。过去大约四十年的时

光，领导专业曾投入巨额金钱及时间想要教导人领导术，但依然没

有任何突破，没有可衡量的方法用来改善人的状况。”2 

凯勒曼博士最后做了下面的结论：  

“培育领袖的行业持续蓬勃发展，并且欣欣向荣远远超过任何人初

期所想像的。但总体来说，领袖们表现不佳，在许多方面甚至比以

前还退后，让我们这些曾经以为专家能带领我们进入有效领导领域

的人深感失望。”3 

放眼望去，到处都可看到有才华的男人和女人站在有影响力的位子

上，但这些领袖却无法整合他们的追随者，不能使他们前进。他们中有

些人了解领导机制并做了所有正确的事情，但往往产生错误的结果。他

们做出承诺却无法实现，还拒绝面对自己的失败，也不肯让位给较好的

领袖。他们可能有许多好主意，精彩的言论及正确的作法，但他们不是

成功的领袖。他们生命中缺少一个重要成分，这个部分比领导能力重要

得多。  

 

 
2 Kellerman, Barbara. The End of Leadership, p. 7, e-edition, iBook, HarperCollins, n.d. 
3 Ibid., p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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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将改变 

在整个旧约中我们看到一系列失败领袖的例子，而少有成功的领

袖。在新约里，上帝想要开始祂的教会和维持教会的唯一方法是透过祂

所选召的领袖们。那么上帝如何处理这个领袖问题呢？那得从根本改变

我们所知道的领导观念，上帝将以全新的方式塑造祂的领袖们。  

事实上，如果你愿意，它也将改变你。当你继续读下去时，希望你

不要再用以前的认知看领导能力。在上帝的帮助下，你将进入领导者的

培育过程，它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你和你周围的人。你即将发现：  

领袖的心就是领导的核心 

请你现在向祂敞开心怀，让祂的恩典在你里面开始新的工作。愿上

帝预备你、塑造你，使你成为一位改变人的领袖  ── 为了你所领导的人  

── 传至未来世世代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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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 

上帝在你内心塑造什么 
 

“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

话。”（约翰福音 14:26） 

 

如果我们让基督按照祂塑造门徒的方式塑造我们，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

人？如果我们用基督的心为心活在世上，我们会成为怎样的人？如果我们真

的倒空自己、谦卑自己和牺牲自己，我们会成为怎样的人？ 

这些事就是耶稣叫祂的领袖们做的，他们照着去做就影响到世界各国，

并用福音点燃了世界。 

这绝非易事。耶稣在三年内塑造了十二个人去改变世界。当祂离世时，

留下圣灵给他们和我们。祂既应许赐给信徒圣灵，我们就要相信圣灵会赐我

们能力活的像基督 ── 因为祂会提醒我们耶稣教导过的事情。 

耶稣教导的不只是天国八福和祂对大众的教导，还有对祂门徒们的身教

和改变思维的挑战。以下是祂教导门徒，最终教导我们，有关塑造领袖时面

对的七个真实情况... 

 

原则#1 

真实情况：领袖能力有限 

在你的余生中，你必须用你所没有的，去做你做不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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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2： 

真实情况：基督是丰盛的 

耶稣可以做你一辈子也做不到的事情。 

 

原则#3： 

真实情况：人心愚顽 

心是问题之源。 

 

原则#4： 

真实情况：错误的心思 

让你作主的话，你会借藉耶稣之名追求自己的目的。 

  

原则#5： 

真实情况：十字架被人遗忘 

你的死亡意味着领导力之生。 

 

原则#6： 

真实情况：被赎而得丰盛 

上帝所赐大能的恩典使你变得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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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7： 

真实情况：彻底牺牲 

你必须做耶稣做过的事情：倒空自己，谦卑自己及牺牲自己。 

 

基督传递给门徒的这些属灵真相，现在传到你和我这个时代的领袖身

上。我们愿意为祂死，像祂为我们死一样吗？我们愿意在死的事上信靠祂，

像祂在死的事上信靠父神一样吗？ 

我们是否愿意把努力得来的身份地位和成就所代表的属世安全感都交给

祂？我们可以体会没有祂的能力就是倚靠自我，要找到我们真实的身份及安

全感必须拒绝自我，我们明白这真理吗？我们真的在跟随祂做领袖吗？ 

你想要有什么样的未来？一個做牛做

马、殚精竭力证明自己配得一顶冠冕的未

来，还是一个十字架带給你的未来 ── 一

个耶稣给你的，借着你的死进入祂的生命

的未来？ 

如果你想要祂那样的未来 ── 一个从荣耀到荣耀的未来，一个尊崇祂并改

变别人的未来 ── 那么你必须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祂，将你的期望自动交给

祂。 

将你正在做的或预备做的每一个期望和想法都交给祂。那些你现有的成

就，那些鼓励你前进的，和那些你憧憬的所有梦想、目标、动力和期望都放

手交给祂。 

 

...你必须背起你的十字架

跟随祂，将你的期望自动

交给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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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万民作主门徒 

这种彻底的牺牲是大使命的一部分，和“去”及“传扬”同等重要。“作主门

徒”意味着我们带领他人为基督放弃一切。我们之所以无法完成大使命，是

因为我们对它的要求没有百分之百的付出，大使命的代价远超过我们愿意付

出的。我们常常看不到耶稣这条不起眼又痛苦的十字架之路就是穿透世界的

唯一途径。这条路有如火山熔岩般缓慢，但却是阻挡不了的。 

就在这里我们遇到“欠缺之墙”，虽然我们无法塑造出耶稣要的领袖，祂

却命令我们去做，没有做到就是没有顺服。我们的确做不到 ── 但是祂行，

只要我们信靠祂，祂就可以通过我们完成祂的工作。祂把塑造程序留给我

们，只要我们住在祂里面就可以执行出来。 

请注意耶稣并没有改变祂的门徒，祂创造了一个可以使人改变的环境，

门徒都选择愿意改变，然而不是每个人都被改变。我们也可以准备一个在基

督里的环境，当人愿意将心献在祭坛上时生命可以被改变。 

我在下面列出十项须要改变的行为，可以帮助你建立一个环境培养你所

带领的人成为领袖。 

 

1. 矢志顺服基督，用基督的方法训练你的领袖。 

这可能是你做过的最可怕的决定。你可能是一个与人保持距离，不喜欢

与人深交的领袖，但是塑造首领的过程没有捷径可走，你必须亲身投入。耶

稣叫你服从祂，你不能因怕你的跟随者更认识你，而阻止你不服从你的主。 

另一方面，你可能是一个商人，从不认为自己可以帮助他人成为领袖。

但你必须明白，最终决定你一生成就的是你栽培出来的领袖，不是你奉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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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钱。你要信靠耶稣来经历死而复活的风险，让祂透过你做祂可以做成的

事。 

 

2. 强调上帝，不是你。 

塑造领袖从来不是为了我们。耶稣明白这一点并且宣称祂已完成神的旨

意领门徒认识上帝（看约翰福音 17:1-10）。我们的任务也是让跟随我们的人

转移注意力到上帝那儿：祂的应许、同在、目的和祂的大能。不用担心自己

能或不能做什么，害怕或有信心做什么。在塑造领袖过程中我们算不了什

么，只要寻求上帝，就会找到祂。 

然后将你在領袖塑造过程中学习的心

得分享给你所服侍的人，你将看到上帝就

在你眼前开始塑造他们成为领袖，有什么

比这更伟大的？此外，当你定睛上帝时，

要定睛在祂的恩典上，务要使他们明白上

帝的恩典是给所有的人，并且祂一定会亲

自引导人前行。 

 

3. 专注于上帝的话语 

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照着上帝的话成就 ── 包括祂完全明白自己必须实

现上帝所有的公义才能成为弥赛亚；包括祂受到诱惑时该如何回应；包括祂

对受死及后来复活的回应。耶稣预备了一个环境让门徒们在其中生活，呼吸

上帝的话。这是吸引他们亲近祂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已经学到上帝的真

理，但想了解的更真确。 

不用担心自己能或不能做

什么，害怕或有自信去做

什么，在塑造领袖过程中

我们实在做不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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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让自己和新兴领袖们沉浸在祷告中。 

圣经中没有人像耶稣那样勤于祈祷，虽然我们没有祂完整的祷告记录，

但从约翰福音十七章记载中，我们确实知道祂为两件事祷告：祂自己和门

徒。 

神学家哈登·罗宾逊（HaddonRobinson）说：“祈祷是战斗，事工就是接

收战利品”。在基督的带领下，没有祈祷事情就不会发生。我们怎能例外

呢？我深信祈祷是塑造属基督领袖的最佳工具，也是最能引领人献上自己当

活祭的因素。 

 

5. 建立新关系的基础 

耶稣只有三年时间来完成上帝指派的任务，但祂花了一年时间从人群当

中选定祂要的人。祂只能选择少数几个人，所以祂做决定非常谨慎。我们也

必须如此。 

在邀请其他人与你一起同行时，请仔细思考，不停祷告，并慎重选择。

你可能不喜欢某些跟随者，你觉得是被迫接受他们。这不重要，要像耶稣那

样，从与你有正面互动关系的跟随者中挑出具潜力的领袖出来。 

 

6. 提供成长机会。 

无论到哪，耶稣总利用机会 ── 争议、接纳与拒绝、压力、紧张、行动 

── 让祂的门徒学习，并教导他们面对各种状况当如何领导。圣经没有记载

祂讲授领导的言论，大多是亲身示范如何处理机会与对抗。我们可以传授真

理和技术，但是让追随者变成为领袖的唯一方法是让他们看到领袖的身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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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理论固然有帮助，但效果不大。只懂理论的领袖是理论家，理论家不能

应付实际情况。塑造真正的领袖要承受风险。 

 

7. 甘愿脆弱 

从事训练领袖的人有一个最必要的条件就是脆弱，脆弱是免不了的。显

明自己的脆弱会使领导从理论变成实际，让追随者看到领袖的真实面貌。 

圣经里没有人比耶稣被捕那天晚上更脆弱，

包括在逾越节聚餐的楼上房间，或客西马尼园，

或十字架上。也没有比研究保罗自传性的经文更

让人体会何谓脆弱，他显明自己是一个谦卑，需

要时会寻求帮助的人；他也是一个认真与罪对抗

的人。他从未完全摆脱过去迫害教会的罪恶感；

也一直为耶稣拯救他并使他成为使徒感恩。毫无疑问，他的脆弱吸引人追随

他，使他有能力建立活泼的团队，并吸引许多优秀的领袖们。 

如果想吸引忠诚的追随者与你一起服侍基督，就必须跟随主和祂最重要

的使徒。 

 

8. 以十字架为榜样 

本书的主旨是讨论背负十字架，经破碎以致完全，得以跨过欠缺之墙的

过程。凡经历这过程的人都成为影响他人的人，成为一个领袖，因为领导力

是脆弱结出的果子。 

从事训练领袖的人

有一个最必要的条

件就是脆弱，脆弱

是免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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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你的门徒看到你如何对冠冕说“不”，对十字架说“是”，他们就会明白

什么是领导。如果他们有领导恩赐，他们会像彼得、雅各和约翰那样，发展

出各自不同的领袖风格。 

当然，你可以教他们如何使用他们的技术，或送去一个比你更有技术经

验的导师那儿学习，但是你是他们破碎和十字架的榜样 ── 两样皆是做领袖

不可少的条件。 

 

9. 引导人通过死亡进入生命 

背起十字架就是向自己死。“自我”想的是抓住自己，不是死亡；“自我”

想要表现自己，不是否认自己。任何形式的死亡都是痛苦阴暗的，走过死亡

时我们都迫切需要别人的帮助。 

痛苦的人常常带给别人痛苦，你必须帮助他们了解为什么受苦；为什么

痛苦和悲伤是人之常情；告诉他们可以放下多年的死亡阴影；帮助他们看到

新的荣耀，并且如何使荣耀持续到永恒；鼓励他们放弃旧我，在上帝的恩典

中成为新造的人，他们的未来将大大不一样！但是只有你自己经过死亡进入

生命才能帮助别人 ── 并且知道一生中必须要做很多次。如果你不脆弱，也

不愿意在你死亡及复活的旅程中带领他们同行，那么，他们在旅程中也绝不

会邀请你与他们同行。 

 

10. 要有耐心 ── 即使你的跟随者让你失望。 

耶稣有时会发现祂的跟随者实在不可教也，他们辩论门徒中谁最伟大，

或降低层次去与法利赛人争论驱赶恶魔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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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祂问他们：“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尽管如此，祂仍与他们在一

起，甚至最后时刻也没放弃犹大。在放任他去行恶前，祂还尽其所能想要挽

回这个叛徒。 

塑造领袖是一个漫长而缓慢的过程。当你以为已经走完训练过程，你最

满意的候选人却失败了。你心灰意懒地放弃对他的栽培，没想到数年后看到

他比你预期的还要成功。或者你最不看好的候选人，在你不注意的时候变成

为一位令人刮目相看的领袖。 

绝不要放弃领袖，除非他像犹大般令你别无选择。 

 

反思 

领袖的心是领导的核心。唯有能让上帝积极陶塑的心才能够越过那堵欠

缺之墙，使人放下冠冕背起十字架，并发现上帝令人意想不到的救赎恩典。 

这是献上自己当做活祭的领导方式，是唯一使人脱离死亡进入复活大能

的领导。 

这样的领袖就是耶稣想使用你去塑造出来的领袖，你也是祂要模塑成的

那种领袖。 

“如果有人想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马

太福音 16:24） 

现在轮到我们了。该我们用新的眼光和新的心重新省察我们的领导方

式，轮到我们背起十字架了。 

• 把自己当活祭献在祭坛的领袖，生命会有什么不同？在你带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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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他们的生命又会有什么改变？ 

• 信靠上帝对你的生命有什么意义？是否不仅是身体的死亡，还有放

下支配生命的权力？ 

• 如果上帝对你未来所安排的计划和你的人生目的不同，你要怎么

办？你是否担心会失去你的身份或地位？ 

• 上帝要你把什么东西放在坟墓里，并信靠祂会按祂的心意和时间复

兴它们？上帝要你将成功完全交出来给祂，你会怎么想？ 

• 放弃自己的期望而接受祂的期望，你要怎么做？请记住这一点：无

论上帝向我们生命要什么，都是为了祂的荣耀和我们的好处，所

以，让基督的心为心在我们里面做工，将是发生在我们身上最美好

的事。 

• 如果你是年长的领袖，并且知道自己紧握权力以基督之名获取身份

认同，你甚麽时候愿意将追求成功的野心放进坟墓里？还是宁可带

着它和你一同进入坟墓？ 

• 你愿意如何帮助别人建造生命？你如何与他们分享你成为领袖的过

程？哪些人你可以用这个过程指导他们？ 

请你做成计划并定下具体步骤，将你的领导方式教给他人，指导他们成

为比你更伟大的领袖。 

感谢你为了基督回应这个做领袖的呼召，也感谢你敞开心胸开始这趟旅

程。 

我的祈祷是你将会踏上一条灵命塑造的过程。永远记得，基督在你里面

成形是祂最渴望的事。愿你借着圣灵的大能，在上帝的软弱和基督的谦卑里

获得能力 ── 为了你所带领的人的益处，一代一代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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