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我將協同合作 

聖父、聖子、聖靈是合而為一的，每一位均扮演著獨特的

角色，在相互交替中表現出完美無瑕的和諧 

。這種協同合作的領導模式是在彼此順服的框架中運作，

然而在祂們的角色和功能裡各自有著恰當的權柄。我要跟

隨三一神所設下的這種協同合作的領導模式作為領導的標

準。我祈求恩典與同工們在這樣協同合作服事的過程中成

長。 

(太 28:16-20; 約5:22-23; 約16:13-15; 約17:21; 徒13:1-3; 羅 8:14-17) 

 

9. 我將忠心地管理金錢 

耶穌和使徒經常管理別人委託給他們的金錢，他們教導和

示範如何無可指責地在神和人眼前作財務管理。讓我悲痛

的是有些領袖在錢財上占人便宜，或是不願意讓別的敬虔

領袖去監督他們事工的財務安排。我認知到貪愛錢財會敗

壞和扭曲領袖們服事神國的力量，導致許多領袖在敬虔的

考驗上跌倒。我也認知到領袖們需要支援他們家人的生

活，並且他們是可以合理地期待那些被他們服事的人來供

養他們。我謙卑地祈求恩典，使我可以在神與人面前於錢

財的管理上無可指責。 

(太 6:25-34; 路16:14-15; 徒 4:32-5:11; 徒 6:1-7; 徒20:25-35; 林前 9:1-18; 林後 

8:16-22; 提前 6:9-11; 彼前 5:2-3; 猶11-12) 

 

10. 我將使用皮袋來事奉 

制度和組織(皮袋)是教會和事工用作管理的其中一個工

具。我感到震驚的是在耶穌的時代，文士和法利賽人利用

他們的皮袋(許多傳統、組織、律法、資歷和神學觀) 來反

對耶穌。讓我憂傷的是現今的許多領袖同樣地在這試探中

屈服了，使人效忠於他們、他們的機構、方法、材料或神

學系統，而非對耶穌來效忠。我觀察到有些領袖想要全面

操控，故此，他們設立了許多臃腫的架構、職位、頭銜來

鞏固他們強勢的統治。他們常常利用強加的工作計畫、異

象、組織的指令，輕易地轄管和虐待他們的對象。我深切

盼望能自潔，在聖潔和柔和中事奉我的王，幫助我所事奉

的人能更深地與祂同行。 

(太 23:13-33; 約11:47-48, 53; 徒20:18-35; 腓 2:19-21;  

雅 4:13-16; 彼前 5:2-3; 約三9-11) 

               

               結論 
我正站立在先賢領袖的肩膀上，他們不完美，我也不完

全。他們憑藉他們過去被教導的來領導，並且主因祂的恩

典和慈愛曾透過他們拓展神的國度。 
 

我在我的主耶穌面前承認，我身為領袖，有許多自己的過

失。 
 

我以父、子、聖靈的名，帶著謙卑的心靈委身自己更像耶

穌，並且幫助別人共同往這方向努力。願神在祂的恩典和

慈愛裡幫助我能忠於這盟約。阿們！ 

 

為加入這個全地領袖們的行列，我作出以下我個人的盟

約。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見證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見證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可以用靈修時段將本文所提到的經文讀一遍，相信會

對你有所幫助。 

 

 

我們鼓勵你去把這篇文章傳開，你可以由以下的連結獲得電子檔案：

www.MentorLink.org。可以免費散發，不需事先獲得授權，散發時請勿更改

其中的內容。©MentorLink 2014. 

 

領袖的盟約是建基於1974年的洛桑盟約，這盟約是洛桑領袖栽培工作小組專

門為2010年在南非開普敦洛桑福音大會所用而特別製作的。 

 

編者注：有任何建議請寄到以下的郵箱：info@MentorLink.org 

      

          領袖盟約 

    

 

 

於是耶穌對門徒說： 

“如果有人願意跟從我，就當

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

我。  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

必喪掉生命；但為我犧牲生命

的，必得著生命。  人若賺得

全世界 

，卻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

好處呢？人還能用甚麼換回自

己的生命呢？ 人子要在父的

榮耀裡和眾天使一同降臨，那

時他要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

人。”                  

               

 

           馬太福音 16:24-27 

 

http://www.mentorlink.org/Covenant
mailto:info@MentorLink.org


           

 

            簡介 

 

 

 

 

感謝上帝呼召我在祂的子民中成為領袖來事奉耶穌

基督，我全心跟隨耶穌，祂是我的主和領袖，我願

效法祂的樣式來生活、引導和裝備祂的百姓。我確

認我想要長成像耶穌基督身量般的領袖，並且在我

的影響力範圍內與耶穌做同樣的事。藉由祂的恩

典，我願意委身生命像耶穌，並且像祂一樣來做領

袖。 

(附注：在這盟約裡「領袖」是指牧師、使徒、長

老、主教、執事、佈道家、教師、宣教士、機構同

工、先知、職場領袖、小組長、教育工作者、家庭

教會領袖或任何一個希望像耶穌般來當領導的人，

這也包括男人和女人、年輕人和老人、全職和帶職

的領袖。) 

 

1. 我向耶穌負責 

我向基督我的主負責，祂會鑒察並獎賞我。我被呼

召為我的主、祂的國度、祂的百姓過一個事奉、喜

樂和奉獻的人生。我欽佩在世界各處為主的緣故作

出重大犧牲、甚至獻上自己生命的領袖們。看到主

獎賞那些服事祂和祂的子民並作出犧牲的領袖，我

的心就得著安慰。讓我的心憂傷的是見到有些領袖

的行事為人，好像他們以為怎麼對待人或他們怎麼

作領導神看著都不會介意。他們作事是要能被看

見，故此，他們的工作已得著今生的回報了。然

而，我知道我的天父在暗中察看，祂尊榮並獎賞那

些作對的事情的人，即使在做的時候沒有任何人看

到。我謙卑地向神祈求勇氣、膽量和信心，在自己

領導別人時能夠討神的喜悅。  

 

(太6:1-6; 太16:24-27; 路18:28-30; 約5:22-23; 林前3:10-15;  

林前4:5; 林後4:11-18; 林後5:9-10; 林後10:12-18; 提後4:1-8) 

2. 我要活著像耶穌 

具有像基督的品格是當領袖必須的條件，而保持這品格是

需要持續行在耶穌的道路上。我要避免成為像耶穌時代的

法利賽人一樣，他們非常關注能夠凸顯他們領導地位的外

在表徵，但在他們的心靈和品格上卻是遠離我們的天父。

我承認在現今的日子裡 

，在我們的周圍充滿著性誘惑，然而我們的神呼召我們活

出純潔的生命，並在思想和行為上敬畏神。讓我悲傷的是

因為有些領袖沒有誠信的行為，也沒有向他們服事的對象

誠實地傳講真理。我覺得難過 

，因為看到有些領袖嫉妒、猜忌和譭謗其他的領袖和事

工，並且製造長久的分爭和分裂。我渴望全人像耶穌，表

裡一致，並在心靈裡和生活中反映出祂的品格。 

(太23:23-28;約 15:1-5; 腓 1:15-17; 腓3:17-19; 帖前2:1-12; 提前3:1-13; 多2:11-15;彼

後3:11-14;約壹2:6) 
 

3. 我將服事耶穌 

耶穌來傳揚神的國度， 這國度代表神在衪子民的生命與心

靈中掌權。相比之下，人類的天性卻驅使著領袖們傾向建

立他們自己的「王國」和「帝國」。我心憂傷，因看到有些領

袖追求人的榮耀與讚賞，導致服事的焦點從耶穌身上轉移

到自己的身上。我確認我的使命是在神的百姓心中建立耶

穌的權柄和統治，我也知道用敬虔的心來服事和養育我的

家庭是我對神的一種服事。我要盡心盡意來服事耶穌。 

(太 5:1-12; 徒28:30-31; 林後 4:1-2; 腓 2:19-23; 提前 3:1-5; 彼後 2:1-3; 約三 9-11) 
 

4. 我將像耶穌般地領導 

當我們的主在世時，祂教導並且示範如何為在祂的國度裡

當領袖。祂教導我們必須有謙卑柔和的心去服事，每天背

起十字架，帶著恩典和溫柔的靈來對待人。耶穌並沒有將

自己的權威強加在別人身上，祂使用祂的權柄去引導、祝

福並恩待祂領導的人，祂呼召我們用同樣的方式來做領

袖。許多領袖卻使用自己職位上的權柄，以世界權勢的領

導模式和價值觀來管轄別人。可悲的是有些領袖能精確地

傳講教義，卻不能活出基督領導的模樣，他們的行為扭曲

了對領導真理的認知，使被他們服事的人感到困惑。我謙

卑地懇求神給我一顆心像耶穌般來領導。(太 18:1-4; 太 23:1-12; 

可10:42-45; 林後 11:12-21; 提後 3:1-13; 來 1:1-2; 彼前 5:1-5) 

5. 我將栽培領袖 

栽培領袖是耶穌最重要的事工之一。祂並沒有大量生產

領袖，而是集中心力在少數領袖身上 

。我確認接受「栽培領袖如同耶穌一樣」的呼召，去與有

潛力的領袖們建立個人的關係，投資時間在他們身上，

成為他們的屬靈導師 。我確信許多年青的領袖十分渴望

得到屬靈導師的幫助。我也確認我的呼召是來裝備聖徒

參與聖工，並且釋放他們在聖靈的引導下服事，我察覺

到許多領袖忽視了這個優先次序。我刻意地祈求恩典和

洞察力來裝備聖徒並且堅固年輕領袖的生命和心志。 

 (太4:18-22;太28:16-20;路 6:12-16;約 17:6-19; 徒 11:22-26;   

徒15:39-16:5;弗 4:11-16;  腓 2:19-30; 提後) 
 

 

6. 我要來尋求祂的面 

我們的主看重用謙卑和倚靠的心與祂同行的人 

，並尊榮尋求祂面、與祂保持相交的人。耶穌給我們一

個榜樣，就是常常花時間單獨與天父在一起，在禱告中

尋求祂的心意和與祂相交。即使在許多周圍的需求、壓

力、及嚴苛環境中 

，祂依然如此行。跟隨耶穌的樣式，我要常常在禱告和

個人與神的相交中尋求祂。我知道這樣行能討神的喜

悅，並且使我能與祂的道路和心意緊緊相連。另外，我

要生活在人類的能力界限之內，借著有規律的休息(安息

日) 來恢復我的心靈 。這意味著我將定期從世界的壓力

中抽出時間來退修。我的心志是要用我一生來忠心地事

奉祂，直到祂來接我回天家或祂的榮耀之中。在祂的恩

典裡，我想要尋求祂的面。 

(賽 66:1-2; 太14:23; 太 26:36-39; 可1:35-39; 路 4:42-43;  

路 5:16; 腓4:5-7; 彼前5:6-8) 
 

 

7. 我將尋求屬靈的果子 

我蒙神揀選來結果子，耶穌教導並且給我們榜樣，只

有「住在祂裡面」才能結出屬靈的果子 

。我認知到我不能依靠人類的智慧及自發的壓力去帶

來屬靈的果效或屬靈生命的改變。我的角色是藉著我

的恩賜與呼召把自己委身於別人，然後把結果交給

主。我的心志是要跟隨耶穌的模樣，在聖靈中行走並

且住在祂裡面，以便祂經由我結出許多果子來榮耀

祂。 

 (太 7:15-20; 太 16:21-23; 約 15:1-11; 林前 3:5-9; 林後 1:12;  

提前 4:6-16; 約壹 2: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