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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與服侍 –Being & Doing

1. 先有生命、才有事奉 –正是銀幣的兩面。
上帝最關心的，不是領袖做甚麼(doing)，而
是他的生命如何(being)。

2. 真實的事奉果效，是由生命的質素來決定。影
響力是由內裡的生命湧出來。

3.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上帝
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
你們察驗何為上帝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
意。」（羅十二1-2）

4. 華人喜歡“做”，保羅提醒，注重生命更新也
同樣是獻神所喜悅的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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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Doing #11 生命Being #11

屬世的活動 Activity in the World 與神親密 Intimacy with Christ

約會 Engagement 獨處 Solitude

服侍 Serving 持續的 Abiding

外在的 Exterior 內在的 Interior

支配欲的呼召 Dominion Calling 關係上的呼召 Relational calling

個性 Character 呼召 Calling

看得見 Visible 隱藏 Invisible

表現出的生命 Reflected Life 真實一致的生命 Real Life

應用屬靈能力

Application of Spiritual Energy

屬靈能力的恢復

Restoration of Spiritual Energy

應用 Practice 角度 Perspective

工作 Work 休息 Rest

生命與工作導向的分別
「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曾如此說：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
靜安穩，你們竟自不肯。」（賽三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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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Doing #11

屬世的活動 Activity in the World

約會 Engagement

服侍 Serving

外在的 Exterior

支配欲的呼召 Dominion Calling

個性 Character

看得見 Visible

表現出的生命 Reflected Life

應用屬靈能力

Application of Spiritual Energy

應用 Practice

工作 Work

生命與工作導向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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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Being #11

與神親密 Intimacy with Christ

獨處 Solitude

持續的 Abiding

內在的 Interior

關係上的呼召 Relational calling

呼召 Calling

隱藏 Invisible

真實一致的生命 Real Life

屬靈能力的恢復

Restoration of Spiritual Energy

角度 Perspective

休息 Rest

生命與工作導向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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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全的領袖

7

1. 缺乏安靜來探索自己，缺
乏與神對話和更新改變。

2. 會有“不安全領袖”的特
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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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全的領袖特徵

• 「神啊，求你鑒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裡面有
什麼惡行沒有，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詩139:23-24)

•定義：安全的領袖是帶著內在自信、生命的自由和謙卑地與主同行。

• 不安全領袖的特徵

 被恐懼、憂慮和野心領導。

 將他人的意見和肯定成為偶像。

 對自我看法偏差，自大或自卑。

 躲於面具的背後，內外不一致。

 私下沉溺放縱，或藉此逃避壓力。

 自我中心，在嫉妒、爭競和比較中掙扎。

 多疑、批判和操控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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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領袖特徵
(賽四十二1-4)

 感到被神悅納(第 1 節) 。

 建立於呼召中(第 1 節)，與主親密
(第 1 節) 。

 受聖靈膏抹(第 1 節) ，行在正直中
(第 1 節) 。

 動機純正，不被自我推動(第 2 節)

 服侍出於愛和憐憫(第 3 節) 。

 穩定並委身完成任務(第 4 節) 。

 在事工中發揮影響力和效能(第 4 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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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過去未被醫治的經歷。

 仇敵的謊話、恐懼和羞恥。

 對身份或自我價值的迷惘和

掙扎。

 「安全」的世界觀。

 容許別人的意見來決定自我

的安全感。

 缺乏認知：我們在基督裡的

位置、身份和呼召；天父愛

的啟示；能力和恩賜。

 落入競爭與比較之中。

 被個人未滿足的需要所支配。

 不想被人知道自己背後的真

實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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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安全中得自由 –回到內心

 承認問題並需要醫治和釋放。

 讓主光照察驗。

 放棄所有錯誤的安全感來源。

 認罪、悔改、潔淨。

 發現真正安全感、身份、價值和呼召
的來源。

 避免負面、比較、嫉妒和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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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領袖

發現生命 更勝於 不斷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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