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堂曠野的救生錦囊
leadersbedoing.net



內容

1. 領袖曠野的四個階段及例子

2. 曠野的心靈成長歷程

3. 曠野的求生錦囊

4. 再三叮嚀



領袖曠野的四個階段

• 既然孤立或曠野有著神的旨意，有著更深認識
神的神聖目標，我們一定有步驟可依，評估當
前的狀況，找到路標，能離開和完滿這個曠野
旅程的學習。

• Shelley Trebesch研究過很多領袖的孤立經歷。
她歸納了領袖“孤立”的四個步驟

1. 剝奪(Stripping)

2. 摔交(Wrestling)

3. 親密(Increase Intimacy)

4. 前瞻(Release to look forward the 
future)。



第一階段是剝奪(Stripping) 

目的：幫助領袖由破碎中進
入與神深交。

感受：感受：痛苦、受傷、
混亂、不信任、抑鬱、拒絕、
不安全、困窘、懼怕、釋放、
嬲怒、憂愁。

狀態：

• 滿腹疑問

• 有話問蒼天

• 困擾不住

• 靈命黑夜

• 異象模糊

• 感到神好陌生



第二階段是摔交(Wrestling) 

目的：將“為何”的經歷轉
為“因為”，讓領袖更渴求
神。

感受：混亂、沒有信心、我
是誰？更多痛苦、疑問、質
問、靈性的饑渴。

狀態：

• 心靈摔交

• 努力抓神

• 神學觀的衝突

• 責任屬誰

• 真我面貌



第三階段是親密(Increase Intimacy) 

目的：加深領袖與神的關係，
讓他將來的事工是由他的
“生命being”所出來。

感受：呼喊、絕望、破碎、
脆弱、一絲盼望、自由。

狀態：

• 面對面經歷神

• 即或不然

• 愛與順服

• 解開疑問

• 對己對神的新認識



第四階段是前瞻 (Future)

目的：釋放領袖更多認識和
經歷神，燃點領袖更深渴求
神在生命和事工上的同在。
(Release to look forward 
the future)

感受：忍耐、盼望、失望、
平安、喜樂、期待、興奮。

狀態：

• 強化屬靈原則

• 尋回初心

• 更大的順服

• 新的方向感

• 更大的滿足和自由



例子 Stripping 剝奪 Wrestling 摔交 Intimacy 親密 Future 前瞻

Joseph
約瑟

被尊榮的身份 不明顯記載 以禱告走過每個關
口

在獄中經歷孤單後被提
升為宰相

Moses
摩西

有權勢的埃及王子 摔交較多記載於上帝
要求他帶領百姓出埃
及

與神面對面，見識
上帝的神蹟

40年曠野的孤立和預備，
後被上帝呼召

Watchm
an Nee
倪柝聲

從前以外邊來定義自
己的身份和價值

預到事奉被停後，有
神學上有新思考和突
破

誠實面對自己和享
受安靜。由doing 
to being

新的領域和生命深度，
帶來神學啟示和教導

Ada
賴淑芬

從前以外邊和事工來
定義自己的身份和價
值

思考與神的關系，事
奉觀，真我的狀況，
重尋初心

關係勝於工作
生命勝於事奉
深化事奉觀

-更深順服
-乜都得
-自己的身份是由神定義
-新的事奉領域。更多由
內而外

曠野的四個階段 - 領袖例子



Leading from within

1. 有時上帝會刻意拿走我們的偶像 - 事工、
工作、身份或緊抓著的人和事。

2. 讓我們認識自己的真像，與神的關系是最
重要。生命更優先於服侍。

3. 讓我們學習更深的順服- 耶穌在曠野中順
服：禱告說：「我父啊，如果可能，求你
使這杯離開我。然而，不是照我所願的，
而是照你所願的。」太26:39。

4. Jim Collins研究指出，最優秀的領袖，拿
A+的，都是有謙卑+堅韌的生命特質 –
這兩樣都是曠野的產物。謙卑更是願意在
神手中，Yes, 怎樣都得！



曠野的心靈成長歷程

1. 感到被拒絕。

2. 像剝洋葱–進入了生命的核心問題。

3. 漸漸對上帝的需求加增。

4. 尋找上帝。服從上帝。

5. 對神更加的依賴。

6. 重燃想更深地服務上帝的想望。



曠野的求生錦囊
Shelly Trebesch

真實面對自己：向神表達情緒，發問。閱讀詩篇，與人分享。

回想：上帝的帶領、模造、啟示、生命功課延續？

保持盼望：思考應許、面對過程，相信裨益。

尋找咨詢：成熟和能提供經驗指引。

耹聽神：持續讀經和禱告。縱然神靜默，仍然等候。

擁抱孤立：期望生命發現和成長，裨益神的國度。



再三叮嚀 – Robert Clinton

1. 期待曠野的臨到，大約90％的領導者會必然經歷過。

2. 期侍藉此與神關係深入。祂會將您帶到更多依賴祂
的地方，是你沒有想過的親密。

3. 上帝確實會在曠野與你相遇，儘管起初祂可能顯得
遙不可及。在上帝遇見你之前，不要試圖獨自擺脫
曠野。否則，您可能會經歷重覆的曠野功課經歷，
學習祂想你學習的課題，並藉此祝福你。

4. 在曠野中，試圖尋求和辨別上帝正在您生命中的工
作，你會越來越清晰。

5. 預計曠野的功課會於我們的一生中重覆出現，不斷
更新我們。只要願意面對，上帝必定施恩。

6. 不要忘記，面對的態度是最重要。若你發現自己的
生命和事奉不對勁，停滯或到了樽頸。嘗試為個人
成長設定目標，進修？退修？或尋求導師和心理指
導的幫助。



最後的總結 - 我們的生命藍圖

相信上帝手中拿著我們的生命
藍圖。

那藍圖是怎麼樣的？

美國小說家索頓。懷爾德在
《第八日》描寫了一位好人和
他的家庭無端遭害的故事。懷
爾德並未對這樣的苦難提供解
釋或者解決之道，但提出了
「織錦說」。



• 一幅手工美麗的藝術品，從正面看來，絲線各安其位、配色鮮艷，
但若是翻到了背後，則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番景象，視線扭曲盤錯，
有的長、有的短、顏色錯綜複雜。從背面來看，這幅圖像簡直亂得
毫無道理；但從正面看，每個打結、剪線、換色的絲線，原來都有
巧妙安排。受苦在神的手中，在我們所不能理解的設計藍圖裏，最
終是成就了一幅偉大的藝術作品。

• 上帝是全能、全善的神，我們生命中一切不好的，在祂的一針一線
的用心下，只要我們保持著“等著瞧”的期待，祂總會有令人驚喜
和感動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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