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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1. Preface 

There is a special kind of force between people. 

Although this force is invisible and cannot be heard, it can 

be seen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eople. Its 

ideological form continues to appear in our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It is not easy to be forgotten. Someone born 

for love, or even died for it. We always read some love 

stories, so we can feel love within words. We can also feel 

love in the films or television programs. What is love? 

Love is like a weapon, it can make people get hurt. 

However it is not dangerous. Sometimes it makes our life 

so beautiful and excited. We cannot measure the weight of 

love, but love helps us feel the weight. When love goes 

into our heart, we will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feeling 

of its weight. The more we struggle in love, the more we 

feel the hardship in love. Love is born in our life. I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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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s gift for us. The bible tells us God so loved the world 

and often mentions "love".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ove of God and the love of man? Let us explain in the 

next chapter.  

     

2. The definition of leader's love 

Love is the essence of human. People in different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about love. In 

conclusion, love includes human’s love, the love among 

relationships of man. Different people have different 

degrees of love. In fact, love is an abstract concept. It 

needs to be felt through experience and feelings. It is more 

difficult to express in words. Leaders must learn how to 

use ‘leader’s love” so that they can help others to feel 

“love”.  God's leaders must have a love-based "feeling of 

empathy." This means that although they have not 

experienced the experiences of others, they can, with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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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inations, feel like they are experiencing others 

situation. This is a high level of resonance. The leaders of 

God must have the "love soul" heart. The motivation of 

worldly leaders lies in their own; the motivation of 

spiritual leaders lies in love and the love for God. What 

God is looking for is not the Christian judges who turn 

His words into patterns of action. He wants those who 

have already received grace, see His glory, can be 

sympathetic, can love, can be satisfied, can be full of 

kindness. God is full of compassion and kindness of love, 

because this is to change our power, and it will also be the 

most useful element in changing others. Different levels 

of "love" appear in life: the love of compassion. Love is a 

kind of sentimental emotion. The best definition of love 

may be an initiative to treat a certain entity (can be a 

person, an object, or a god) with sincerity so that the 

whole world can live in the satisfaction of love. In Gr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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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d love can be explained as a several words, they 

are "eros", "philia" and "agape".  

 

3. First Corinthians Chapter 13 Explains the "Love of 

Leaders" 

        Paul said in 1 Corinthians 13 that the basic meaning 

of love is patience. Love is kindness. Love does not boast, 

does not show arrogance. Love does not shy, does not 

seek his own benefits, does not count on evil, does not 

like unrighteousness. This is the character of a leader : 

patience, kindness, humility, respect, selflessness, 

tolerance, honesty, and loyalty. 1Corinthians Chapter 13 

can be seen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dership and 

love. Love can be defined as the hard work of man in 

order to meet the reasonable needs of others. Also to place 

others aspirations and needs in the first place and seek the 

best interests for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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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avid applies leadership love to life 

          David made good use of “Leader's Love”. Leaders 

must know how to love their spiritual leaders. The 

found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a spiritual leader is to have 

faith in God and  to love God. Leaders must know how 

to respect others because before they wanted to be 

respected, they must respect others. The obedience of 

leaders is to set aside their own interests. Although they 

suffer, they still submit to the authority of the upper leader. 

Leaders must not only lead others but also establish 

relationships with the team. Maintaining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team is friendship. A leader who 

knows how to establish friendship can enable the team to 

develop appropriately. When leaders feel the compassion, 

they can exert unexpected effects on the team, just like 

David. This is a group of humble people who event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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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e conquerors. The leader's love is derived from the 

incomparable courage of love, dare to face different 

challenges, and when he determines the direction of God, 

he goes forward courageously. God's character is the 

character of the leader. The leader's good character is to 

love others and he does not want others to be hurt. When 

someone offends a leader, the leader immediately forgive 

him even if he is being hurt, this shows the love of the 

leader. True spiritual leaders can truly obey others and 

true love brings better reputation. With good reputation, 

personal development can be even higher. 

 

5. The love crisis of the leader 

          The leadership work will inevitably face different 

crisis and temptations. Each leader should not 

underestimate it. Leaders love power in a wrong way. 

Power or authority is the influence on people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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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 People are given power by God and the 

church. The emergence of power is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ociety and spiritual life. If it is used improperly, it may 

harm the society or others. Leaders may also love money 

in a wrong way. When the leader has power, he can use 

and manage more assets than others. In the kingdom of 

God, there is no teaching about the principle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However, the leaders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fact that without money, many tasks cannot be 

completed. Money is important, but it creates problems. In 

God’s eyes, everything is good, so the body of men and 

women is also "good". When leaders did something wrong, 

it caused serious imp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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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onclusion 

           The spiritual leader must love the person with 

“true love”. Agape’s love is to give oneself and to commit 

to the one he or she loves. Agape’s love is not the love of 

choice, but the love for everybody. In our hearts, some 

people always make us unhappy, but we know that God's 

will is to love us. In the eyes of the world, some people 

really are not deserved to be love. They may hurt us, 

insult us, and hate us. But God's will is in us. Love him 

and give God's love to them. Or some of our loved ones 

disappoint us, discourage us, and frustrate us. But God 

requires us to love them and give them the love of God. 

 

7.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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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問世間愛是何物，叫人神魂顛倒！ 

人與人之間存在著一種特殊的力量，這股力量雖是眼不

能見，聽不能聽，但藉著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行為，就能看見

它確實存在；它不能移山填海，但它意式形態卻不斷出現於

我們的周遭環境，它令人緊扣不捨，有人為它而生，甚至為

它而死—它就是「愛」。愛通常多見於人或動物。可說是一

種衍生於人之間的強烈關愛、忠誠及善意的情感與心理狀

態，如母愛。亦可為衍生於兩性之間在性慾與情感上的吸引

力，例如情人之間的情愛與溫柔。此外，亦可能為衍生自尊

敬與欽佩之情，例如朋友之間彼此重視與欣賞。1 

愛是與生俱來的，是神放於我們內裡的特殊動力；聖經

常常提到「愛」，就是非常著名的經文「愛世人，甚至將祂

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減亡，反得永生。

                                                
1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http://zh.wikipedia.org/wiki/愛 (1/ 11/ 201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B%95%E7%89%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F%A0%E8%AA%A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F%8D%E6%84%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0%A7%E6%AC%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3%85%E6%84%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3%85%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8B%E5%8F%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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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三 16) ；以上說到神的愛，而人與人之間的愛可見的經

文是「親愛的弟兄阿,我們應當彼此相愛,為愛是從神來的,

凡有愛心的,都是由神而生,  且認識神。沒有愛心的,就不認

識神,因為神就是愛。」(約一 4：8) ；原來男女之愛，聖經

的也有記載：「你必戀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轄你。」（創

三 16）。 

由以上可知聖經對「愛」的重視,「愛」衍生於人與人

之間，是一種不可或缺的牽引關係；那麼作為領袖的，這也

是一種不可缺少的表達和表現，甚至可讓領袖生命存活或死

亡。我不是非常要喜歡我的隊員和同事，但是作為領導者，

我必須愛他們；愛是忠誠，愛是協作，愛是尊重個人的尊嚴，

這是任何組織的力量所在。—文斯 . 隆巴迪  (Vince 

Lombardi)2 這裡說出愛「愛」建立組織或教會的重要原料，

                                                
2
《忠僕：領導就是服務》亨特（J. C. Hunter）著。張業非譯。（The Servant: A Simple Story 

About the True Essence of Leadership）。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4。第 5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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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與愛有不可割離的關係；聖經看重「愛」，原來神將「愛」

存在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中，可讓領袖以愛作帶領，領袖需

要愛，以愛作基礎，以愛領導他人，以愛建立組織或教教會，

以愛作服待。 

 

二、領袖的愛的「定義」 

I.領袖的愛宏觀性 

愛是人的本質, 不斷同的民族對愛有不同的闡釋, 總括

來說愛可以包括靈魂或心靈上的愛、對法律與組織的愛、對

自己的愛、對食物的愛、對金錢的愛、對學習的愛、對權力

的愛、對名譽的愛、對他人的愛等；甚至不同的人對的愛有

著不同程度的看法；基實愛是一個抽象概念，需要藉著體驗

和感受去體會，較難以言語來表達；領袖必須能讓人有「愛」

的感受，才能發揮「領袖的愛」。 

A. 感同身受的愛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6%97%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D%88%E9%AD%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9%8C%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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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領袖必須有愛為基礎的「感同身受」，就是指自

己雖未曾經歷過別人的遭遇，但憑藉想像，能得出猶如親

歷其境的感受，是一種高層次的共鳴感。「壓傷的蘆葦,

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他。」(賽四十二 3 ) 主

耶穌同情和了解軟弱的和犯錯誤的; 許多時候, 人會無情

的踐踏失敗者，但神理想的僕人卻不會如此。3 教會由不

同承認自己有罪的人組成，這些人難免有傷痛的經歷，但

人與人之間卻是有著不同意見，繼而發生磨擦，加深傷

痛，所以神的領袖必須有愛為基礎的「感同身受」，去感

受他人的痛；扶持軟弱者，讓本來將要熄滅的靈火，再一

次被燃亮起來。 

B. 愛靈魂 

                                                
3
《屬靈領袖》孫德生。。增訂版。香港：福音證主協會出版部, 1982。第 18-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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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領袖必須有「愛靈魂」的心。屬世的領袖的動

機在於自己；而屬靈領袖的動機在於愛神愛人。4 神愛世

人，願意將獨生兒子願意降生為人，為人而死，讓人得到永

遠生命；神的領袖如果沒有「愛靈魂」的心，在事奉從道路

上就十分困難，因為與神的方向背道而馳，向著相反方向前

進。神為人類創造天地萬物，在神眼中，人比一切都為重要；

領袖如明白人的重要性，便能以愛去對待身邊的人，就能以

愛的眼光去愛人；人在忙亂中，1 容易忽略人，事比人重要，

但在神的世界中或教會中，一切事情的發生是為了讓人有更

豐盛的生命而出現；人比一切都重要。 

C. 恩慈的愛 

       神所尋找的，不是那些把祂的話變成行為模式的基

督徒律法師，祂要的早那些已接受恩典，看見祂的榮光、能

同情、能愛、能滿足、能滿有恩慈而照顧失足的人；神所有

                                                
4
 《屬靈領袖》孫德生。。增訂版。香港：福音證主協會出版部, 1982。第 2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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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就是充滿憐憫、恩慈的愛，因為這就是改變我們的力

量，並且也必成為改變別人最有用的要素。5  神的領袖對

事奉中犯錯者是永遠不能移再走事奉之路，還是給予機會，

可能是一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神是滿有恩慈的神，神仍然

愛他們，神的愛是滿有恩慈，即滿有盼望；神不是與罪妥協，

而是對人有永遠的機會，正是等待浪子的回轉；神的領袖需

要有恩慈的愛，需要給予他人盼望，就是浪子父親的心。 

II. 領袖的愛微觀性 

不同層次的「愛」在人生中出現：憐憫之愛：在年少時

居住在公共屋村，有不少流浪狗在屋村內遊盪；有一次，一

隻餓得發慌的初生小狗在家門口徘徊不走，媽媽看見牠，便

立即用掃帚將他趕走，看見小狗身上少了一塊毛皮，又飢又

渴的樣子，惹人憐愛，牠樣子雖然醜陋，但實在不忍心叫他

                                                
5
《領導者的剖析》（Profiles of a Leader）。柯渥（J. Cornwall）著。林約翰譯。台北：財

團法人基督教以琳書房，1988。第 17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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捱餓，趁著媽媽不以為然，立即將小狗收藏起來，將小狗放

在垃圾房的隱密處，然後到小商店買牛奶給他喝，最後小狗

吃飽後，便立即呼呼大睡；這可說是對小狗「由憐生愛」；

夫妻之愛：「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

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夜來幽夢

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

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崗」(江城子 蘇軾) 蘇軾的詩詞寫

出掛念亡妻之情懷，字字有情，從數十文字的字裡行間，可

見用情之深，用意之切，這份情感乃由愛而生。在我們身邊

處處可見「愛」常在，「愛」在每個人的生命裡隨處可見，

如兄弟姐妹之愛、父母之愛、夫妻之愛、朋友之愛等。 

愛是一種發乎人內心的情感。愛最佳的定義可能是主動

行動，以真心對待某個體（可以是人、物件或神），使整體

得到快樂。簡而言之，愛即主動使整體得到快樂；希臘語裡

將愛此字用作幾個不同的字詞，它們分別是「eros」、「phi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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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agape」，我們一起往下去看看以下段落對上三個字詞

的解釋。 

A. Eros (ἔρως érōs)  

可理解為性愛與激情，追求感官的享受與擁有；其有時

亦會譯為肉體上的愛，即肉體的愛；這種愛是一種「本能」，

在大自然中，動物在發情期時會尋覓對象交配，以滿足生理

和心理的需要；神給與我們自由意志，我們對「愛」可以自

由運用，但若然被這種「愛」嚴重牽引的話，便會出現迷失

或沉溺的情況；當人們迷失或沉溺在與「性」有關的事情上，

就會將性愛與激情擺在首位，道德倫理一切也可能拋諸腦

後，Eros 比起任何事都重要；我們利用最近的「靚模現象」

與 Eros 作對比，「靚模現象」的著眼點全放於女性的身體

上，重點更是女性的胸脯或少穿衣服的身驅，她們的「美麗」

並未首先引起人們對美感的的欣賞，相反地首先引發的是

「性聯想」或「性幻想」，這一切與 Eros 的定義不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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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性愛與激情，追求感官的享受與擁有，肉體上的愛；

神的領袖會面對「本能」反應，亦是領袖容易「失足」之處。 

B. Philia (φιλία philía) 

在現代希臘語裡解為友誼，為冷靜且高尚的愛，此慨念

由亞里士多德提出。其包括了對朋友、家庭與社群的忠誠，

並需要善良、平等與友善。Philia 會因為現實原因而增進，

使雙方均可由其關係裡得益，即友誼的愛。在我們人生中有

朋友、家人和工作伙伴，如果要跟這些人融洽相處，定不能

將 Eros 的愛滲入其中，因為這會引發不少嚴重問題；所以

Philia 會是一個好幫手，讓我們能冷靜且高尚地與他人相

處，亦能讓我們在做人處事上取得平衡和順利，能將人與人

之間的關係推進到良好的境界；但 Philia 的情況存在於互相

尊重與互相信任，若失去以上條件，Philia 根本就不能建立

於兩人之間，莫說「愛」的建立，就連兩人一起相處也是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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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神的領袖要懂得以愛建立人與人之間聯結，否則未能將

「人」團結起來。 

C. Agape (ἀγάπη agápē)  

在現代希臘語裡解為愛，其主要指純愛是用來描述神對

人的愛及那藉聖靈而生的愛。其焦點是去服待他人，而不是

單滿足自己的需要。“agape”的愛是付出自己，委身於所

愛的人身上，而 Eros 與 Philia 都是在滿足個人情況下存在

的；我們最偉大的例子就是耶穌對門徒所顯的愛心，而非事

物外表吸引而產生的愛(eros) ，亦不是相方同時付出的愛

(Philia)。神的領袖需要藉聖靈的力量去愛人，因為那裡有不

滅的愛火。 

 

三. 哥林多前書第 13 章對「領袖的愛」的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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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誰能比無可匹敵的領袖保羅更有資格來列舉屬

靈領袖的資格呢？6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 13章說愛基本意思

是耐心，愛是仁慈，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

包容一切，忍耐一切，愛是永不止息的。當我們定睛這是愛

的彰顯時，我們並未有發現與領袖的愛聯上了關係。這就是

領導者的品格，就是忍耐、仁慈、謙卑、恭敬、無私、寬容、

誠實、忠誠。7 原來哥林多前書第 13 章可以看作領袖工作

與愛的關係，兩者的關係如下： 

 忍耐就是表現出自制 

 仁慈就是給予關注、欣賞和鼓勵 

 謙卑就真實、不虛假、不驕傲或自誇 

 恭敬就是把他人當成重要的人 

                                                
6
 《屬靈領袖》孫德生。。增訂版。香港：福音證主協會出版部, 1982。第 34 頁。 

7 7
《忠僕：領導就是服務》亨特（J. C. Hunter）著。張業非譯。（The Servant: A Simple Story 

About the True Essence of Leadership）。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4。第 6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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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私就是滿足他人的需要 

 諒解就是當受到傷害時，放棄怨恨 

 誠實就是不欺騙 

 忠誠就是堅持你的選擇 

   當我們明白哥林多前書第 13 章對「領袖的愛」的闡述，

若能加以運用，必定發揮其中效用；愛就是動詞的「愛」，

可以將它定義為為他人辛勞付出，以便確認和滿足他人的合

理需要，就是把自己的願望和需要放置於非第一位，為他人

謀求最大的利益。聖經中耶穌基督就是先行者，他捨棄天上

的尊榮，降生為人，甚至死在十字架上，他以實際行動捨棄

個人利益，讓世人得到永生的盼望；祂就是將領袖的愛發揮

至最高點。 

 

四、大衛到生命中應用領袖的愛 

I. 大衛善用領袖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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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領袖的愛：愛自己的領袖 

     「大衛到了掃羅那裡 、 就侍立在掃羅面前。掃羅甚

喜愛他 、 他就作了掃羅 拿兵器的拿兵器的人 。」(撒上

十六章 21) 大衛甚愛掃羅，他委身於自己的屬靈領袖；拿兵

器的人就是幫助主人拿著盾牌上戰場，他有責任保護主人；

他存在的理由就就是要保護主人的性命；大衛生生命中有兩

個主人，一是神，另一是掃羅，當哥利亞出來侮辱神，他立

即上前迎敵；當掃羅追殺他，他深愛這位屬靈領袖，縱使有

機會，他並沒有殺害他因為他深愛自己的領袖。領袖必須懂

得愛自己的屬靈領袖，因為能愛才能被愛。 

B. 領袖的愛：愛神 

      「從非利士營中出來一個討戰的人 、 名叫歌利亞 ． 

是迦特人 、 身高六肘零 一 虎口 ．」(撒上十七章 4)說出

哥利亞向以色列人挑釁，他更對神不敬；大衛立即出戰哥利

亞，藉著永生神的名，他不但殺死哥利亞，更成為時代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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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入成為屬靈領袖的信仰基礎，必須首先愛神，因為這是

事奉的基礎。 

C. 領袖的愛：尊重他人 

「耶西就把幾個餅 、和一皮袋酒 、 並一隻山羊羔都

馱在驢上 、交給他兒子大衛送與掃羅 。」(撒上十六章 21) 

大衛愛他的家人，當父親請他把東西送與掃羅時，他並沒有

說不，欣然接受委托，突顯他對父親的愛，就是尊重。領袖

要懂得尊重他人，因為懂得尊重他人的，才能獲得尊重。 

D. 領袖的愛：順服 

     「以色列人彼此說、 這上來的人、 你看見了麼． 他

上來、 是要向以色列 人罵陣． 若有能殺他的、 王必賞賜

他大財、 將自己的女兒給他為妻並在以 色列人中、 免他

父家納糧當差。」 (撒上十七章 25) 大衛其期望掃羅的大女

兒米拉成為自己的妻子及人生的伙伴；可惜掃羅把她給了亞

得列為妻；掃羅把小女兒給了大衛作妻子；大衛在此事上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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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興，但他仍接受，他的順服是將自己的利益放在一旁，

自己雖然受苦，仍順服在上掌權柄的。 

E.  領袖的愛：建立友誼 

「於是約拿單與大衛家結盟、說、願耶和華藉大衛

的仇敵追討背約的罪。約拿單因愛大衛如同愛自己的性命、

就使他再起誓。」(撒上廿章 16-17) 神把米甲的兄長約拿單

賜給大衛，作為他的親密朋友和知己。領袖不但要領導他

人，還要與團隊建立關係，維繫團隊良好的關係就是友誼，

懂得建立友誼的領袖才能讓團隊有適當的發展。 

F. 領袖的愛：憐憫 

「大衛就離開那裡、逃到亞杜蘭洞。他的弟兄和他父

親的全家聽見了、就都下到 他那裡。凡受窘迫的、欠債的、

心裡苦惱的、都聚集到大衛那裡．大衛就作他們 的頭目．

跟隨他的約有四百人。」(撒上廿二章 1-2) 大衛王接受了這

些跟隨者，不是因為他需要，而是因為他們的需要；大衛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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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四百人合作，使他們成為以色列中最偉大的神的軍隊，他

們就是「大衛的勇士」；領袖心存憐憫時，他們能對團隊發

揮出意想不到的效果，就如大衛一樣，本是一群不起眼的

人，最終成為戰士。 

G. 領袖的愛：勇氣 

「有人告訴大衛說、非利士人攻擊基伊拉、搶奪禾

場。所以大衛求問耶和華說、我 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

以不可以．耶和華對大衛說、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

基伊拉。跟隨大衛的人對他說、我們在猶大地這裡尚且懼

怕、何況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軍旅呢。大衛又求問耶

和華．耶和華回答說、你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將非利士

人交在你手裡。大衛和跟隨他的人往基伊拉去、與非利士人 

打仗、大大殺敗他們、又奪獲他們的牲畜。這樣、大衛救了

基伊拉的居民。」(撒上廿三章 9-13) 基伊拉人被非利士人

攻擊，神指示大衛的人不願意，大衛再禱告、神說話、就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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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這事，其實基伊拉人不醳配得大衛的幫忙。大衛面對群

眾反對的做法，經禱告後，以無比的勇氣作出決定。領袖的

愛就是由愛衍生無比的勇氣，敢於面對不同的挑戰，當認定

神的方向，勇往直前。 

H. 領袖的愛：良好品格 

「對跟隨他的人說、我的主、乃是耶和華的受膏者、

我在耶和華面前萬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華的受膏者。」

(撒上廿四章 6) 在亞杜蘭與掃羅相遇，大衛心中自責，因為

割下掃羅的衣襟，神不會帶領我們去做一些違背神性情的

事；神的品格就是領袖的品格，領袖的良好品格是因為愛人

的原故，不希望他人受傷害。 

I. 領袖的愛：委身忠誠 

       「猶大人來到希伯崙、在那裡膏大衛作猶大家的

王。有人告訴大衛說、埋葬掃羅的、是基列雅比人。」(撒

下二章 4) 大衛欣然接受猶大家，作他們的王，接受細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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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擁抱它，並盡量發揮它、學好當中功課；大衛學會在

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定能得勝。他在猶大地作王，管理國

家有條不紊。領袖因為愛團體或組織，將它看為生命的一部

份；由於重視的原故，作出積極的委身，對團體或組織表現

無限的忠誠。 

J. 領袖的愛：饒恕 

「押尼珥打發人去見大衛、替他說、這國歸誰呢．又說、

你與我立約、我必幫助你、使以色列人都歸服你。」(撒下

三章 12) 押尼珥是大衛最糟的敵人，他為著自身的利益，常

為大衛的不幸和痛苦火上加油；撒上三 6 記述押尼珥為掃羅

原故，尋索大衛，要殺害他；掃羅家和大衛家爭戰之時，押

尼珥大有權勢；大衛願意饒恕押尼珥與他結盟，真是不簡單

的事情；領袖的愛就是有無比的包容與饒恕，並不是對罪妥

協，而是對人，對關系的重視；當人得罪了領袖，屬靈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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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也領袖的愛打開饒恕的門，當人願意尋求饒恕時，領袖

的愛是全然接納，縱使自己受到傷害。 

K. 領袖的愛：名望 

「於是以色列的長老都來到希伯崙見大衛王、大衛在

希伯崙耶和華面前 與他們立約、他們就膏大衛作以色列的

王。」(撒下五章 3) 以色列軍隊中的叛將知道大衛必在錫安

作王命定，殺了伊斯波設，投奔大衛；其後；以色列長老來

找大衛，請他作以色列的王；大衛由管理猶大地的開始繼而

成為以色列的王，因為在愛的管理中帶來好名聲，最後他的

王位由人自行膏立作以色列的王；真正的屬靈領袖能以真愛

臣服他人，真愛帶來更好的名望，由於有好的名望，個人的

發展能更上層樓。 

II. 大衛誤用領袖的愛 

「一日太陽平西、大衛從床上起來、在王宮的平頂

上遊行、看見一個婦人沐浴、 容貌甚美。大衛就差人打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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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婦人是誰．有人說、他是以連的女兒、赫人烏利亞 的妻

拔示巴。大衛差人去、將婦人接來．那時他的月經纔得潔淨．

他來了、大衛與他同房、他就回家去了。」(撒下十一章 2-4) 

大衛的心中深掃羅的大女兒米拉，可惜掃羅為了控制大衛，

破壞了一切；「掃羅的女兒米拉到了當給大衛的時候、掃羅

卻給了米何拉人亞得列為妻。」(撒上十八章 19) 大衛為著

這事一直不能釋懷；由於親密的失望，大衛將真正領袖的

愛，就是“agape” 的愛，“agape”的愛是付出自己，委身

於所愛的人身上，轉化成為 Eros 與 Philia 的愛，祇顧滿足個

人需要，如情感或性需要；領袖的愛轉化為佔有慾，就是貪

婪、計謀和自誇等，其後衍生死亡、不忠和叛亂等嚴重的惡

果；大衛人生中對感情的期望出現的錯落，成為生命中失敗

的引子；屬靈領袖絕不能掉以輕心，因為人生中的遺憾，每

每成為 Eros 與 Philia 的導火線；人生中大部份時間可能以領

袖的愛“agape” 去服侍他人，“agape” 一旦轉化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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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os 與 Philia，就是佔有性的友誼和情慾時，由領袖的愛所

衍生的事奉就會全部被摧毀，帶來前所未有的傷害。 

 

五、領袖的愛的危機 

         我們實在需要有愛的領袖，，因為神希望透過屬

靈領袖祝福他所屬的教會或團體；當我們閱讀以賽亞、耶利

米或以西結等先知時，看到神警告那些虛偽自私的領袖，可

見領袖工作難免面對不同的危機和試探，每一位領袖不能掉

以輕心。以下三方面是領袖最容易落入的陷阱：權力、金錢、

性。8  

I. 領袖錯愛權力 

                                                
8
《與神同行的領袖》。復興華人國際事工。香港：復興華人國際事工，2000。第 8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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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袖是帶領他人的，一定有權力，沒有權力就沒

有作為。如果處理不當，權力會使人腐化。9 權力或權威是

對人和環境作出的影響力；人被給予權力，乃由神和生命，

甚至由教會。權力的出現是為了社會與屬靈生命的長進，如

不善以運用，不但造成傷害，還可能禍及社會或他人。掃羅

就是一個明顯示的例子，他擁有君王的權勢，他亦愛運用這

權勢，可惜他並未有正直地運用自己所擁有的，錯誤運用權

柄。掃羅答允將大女兒嫁給他，但他沒有履行承諾；掃羅是

女兒的父親，也是君王的身份，名符其實，擁有絕對的權柄，

大衛未敢抗命，但這決定，某程度上影響了大衛的人生，如

與拔示巴的同床、兒子的死亡與叛變，這一切也可能因為掃

羅因愛權力而引發的錯誤；從另一方面看掃羅陷入了負面的

Philia 當中，在人與人的關系中，他玩弄權勢，本是信任與

                                                
9 《與神同行的領袖》。復興華人國際事工。香港：復興華人國際事工，2000。第 9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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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誼，突然變成欺騙與結怨；這一切的事跟領袖的錯愛權力

有莫大關系。 

II. 領袖錯愛金錢 

當領袖擁有權力後，他能運用和管理的資產比其

他人多。祂期待所管理的一切能夠生養眾多，這原則適用於

生命所有領域—包括金錢。10 神的國度不是教導理財的原

則，可是理財的事卻必須要注意：沒有金錢，福音不能廣傳；

沒有金錢，教會沒有會址；沒有金錢，宣教不能差派；金錢

是重要的，對教會亦然；因此，有許多試探與金錢掛鉤；「新

加坡當局在接獲「城市豐收教會」涉嫌濫用公款舉報後，經

兩年多調查，26 日清早終於趕在該教會 47 歲創辦人兼前執

行牧師康希準備出國前，到其豪宅拘捕他。報導說，檢控官

指他多年來為了資助其妻子何耀珊的「世俗歌唱事業」，連

                                                
10 《與神同行的領袖》。復興華人國際事工。香港：復興華人國際事工，2000。第 9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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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另外三男一女，包括教會董事會主席、財務經理等，擅自

挪用至少 2400 萬新加坡元為教會建堂而籌得的公款，同時

造假帳設立不同帳戶調動資金掩飾罪行。」11 康希牧師的事

情，我們暫且不能判斷，但我們實在知道，領袖要小心上理

金錢，不要錯愛金錢；對於金錢來說，我們就是要作好管家

就足夠了；一個跟隨耶穌、生命被聖靈充滿的人，必須是一

位各種財物資源的好管家。12 

III. 領袖錯愛性 

     聖經裡男與女是不同的，先有男，後有女；創世

紀 12：7『創世記記載神「造男造女」』。神看著一切是好

的，所以男和女的身體也是「好的」；詩 139:14 亦記載我

們「受造奇妙可畏」，然而主耶穌基督也是「道成肉身」；

                                                
11

〈 新 加 坡 康 希 牧 師 被 捕 〉 。 《 Miranda 小 舖 》

http://tw.myblog.yahoo.com/miranda-123/article?mid=478&prev=-2&next=-2&page=1&s

c=1 (1/ 11/ 2012) 

12 《與神同行的領袖》。復興華人國際事工。香港：復興華人國際事工，2000。第 104

頁。 

http://tw.myblog.yahoo.com/miranda-123/article?mid=478&prev=-2&next=-2&page=1&sc=1
http://tw.myblog.yahoo.com/miranda-123/article?mid=478&prev=-2&next=-2&page=1&s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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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創造了不同的器官供人們使用，包括眼、耳、口、鼻及

性器官；情慾亦為神創造在人心內，情慾的衍生是為了繁

殖後代；所以性愛之事如能合法、合情、合理地進行，不

但能滿足兩人心生理需要，還可以讓夫妻之間得到莫大的

歡悅，就是個人身心理與孕育小孩的歡愉；神在創世之時

造亞當和夏娃時，兩人雖然衣不蔽體，卻沒有感到羞恥：

創世紀 2：25「二人赤身露體並不羞恥」，可見性愛或行房

並不是罪惡。當領袖錯愛性，可能出現難以挽回的行為。

「大埔 611 靈糧堂」教會揭發風化醜聞。一名傳道人涉嫌

在過去半年內七次性侵犯一名十六歲女學生教友。事主多

次受辱終忍無可忍，向家人哭訴，家人向教會投訴後，會

方僅要求傳道人辭職。而事件曝光後，涉案傳道人昨晨在

妻子陪同下到警署自首，目前被警方以非禮罪名扣留調

查。」13 性方面的錯失是無可挽救的錯誤，其禍害對人實

                                                
13  〈 傳 道 人 認 七 度 性 侵 犯 女 生 〉 。

http://blog.yahoo.com/_VXX7QZ7RYM27SW3ZNGHFKTVIXQ/articles/249528 

http://blog.yahoo.com/_VXX7QZ7RYM27SW3ZNGHFKTVIXQ/articles/249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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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遠。大衛與拔示巴同床後，帶來無盡破壞，不但毀壞

自己的家庭，亦毀壞自己的家庭；先殺人夫，私生子死亡，

亂倫、兄弟相殘，押沙龍死，這一切可能與性犯罪掛鉤。 

  當領袖陷入極端的 Eros，單靠個人力量，實在難以

自拔；如要從中得釋放，必須倚靠禱告的大能；我們必須

耐心接受訓練，更加倚靠神，以勝過生命所受的攻擊；14 對

抗情慾的事，必須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讓肉體死亡，倚

靠聖靈而活。 

 

六、結語 

    Agape 另一特別之處，就是愛所不能愛，由耶穌對門徒

所顯領導的愛可見，這愛具有是推動力；馬太福音 26 章 69

至 75 節說「彼得在外面院子裡坐著、有一個使女前來說、

                                                                                                    
(1/11/2012) 

14 《與神同行的領袖》。復興華人國際事工。香港：復興華人國際事工，2000。第 1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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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素來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穌一夥的。彼得在眾人面前卻不

承認、說我不知道你的是甚麼。既出去、到了門口、又有一

個使女看見他、就對那裡的人說、這個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

穌一夥的。彼得又不承認、並且起誓說、我不認得那個人。

過了不多的時候、旁邊站著的人前來、對彼得說你真是他們

一黨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來了。彼得就發咒起誓的說、我

不認得那個人立時雞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穌所說的話、雞叫

以先、你要三次不認我。他就出去痛哭。」以上經文說出最

接近主耶穌身邊的門徒—彼得，竟然說出三次不認識主耶穌

的說話，在人們眼中，他就是「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

飛」，亦可說是一名懦夫，他就像「過街老鼠，乞人憎」。

如果以 Eros 和 Philia 的原則來衡量，這種背信棄義的人，真

是不配得有主耶穌的領導，但主耶穌卻表現出真正非凡的領

袖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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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彼得亦成為領袖，甚至成為第一代教皇，亦是倒釘

十字架殉道，就是因為主耶穌領袖愛中的的 Agape，也即神

的愛；聖經中說出當彼得「三次不認主」後，喪志的彼得不

再為福音作工，他重操故業，當起漁夫來；約翰福音第 26

章記載了主耶穌到提比哩亞海與彼得相見，再一次鼓勵他為

主作工；主耶穌沒有破口大罵彼得一番，亦沒有打他一頓，

以洩心頭之憤，祂反而鼓勵彼得作主工；神的愛(Agape)就

是不以世俗愛的標準為標準，要超越這一切的標準；神的愛

就是不捨不棄，就是付出自己，委身於所愛的人身上，讓別

人在真愛中成長，這就是領袖的最崇高的彰顯。 

     當我們成為屬靈領袖後，羅馬書 5 章 5 節說「因為所

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我們是不一

樣，我們在未信主之前，我們的愛是 Eros 和 Philia 的愛，我

們可以選擇愛或不愛，我們可以選擇愛的程度，我們可以選

擇付出或放棄；對於小狗的愛是 Philia 的愛，牠是一位狗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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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但神的愛是截然不同的，就是純愛，是藉聖靈而生的愛；

焦點是去服待他人，而不是單滿足自己的需要；愛是付出自

己，委身於所愛的人身上。羅馬書 5 章 8 節說「惟有基督在

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

了。」主耶穌基督選擇去愛，因為神的愛就是服待他人，付

出自己，委身於所愛的人身上；付出愛，關係而出現改變，

領袖的愛是以行動証明，約翰福音 3 章 16 節說「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

得永生。」神賜下獨生子讓我們得永生，這是神的愛，而領

袖也要有犧牲的愛。 

不久前，有一位牧師分享他的個人經歷，我相信是一

個很好的故事。約在二十年前，這位牧師就讀於長州建道神

學院神學學士課程，在學士課程畢業前的半年，他剛巧快要

往工場實習；他在一次偶爾的機會中，與另一位男同學在飯

堂嬉戲，由於兩人產生誤會，最後演變成打鬥事件；由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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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鬥事件，須交神學院紀律委員會處理，當時他不服氣，認

為錯不在自己，為何要進行處罰，與紀律委員會爭辯不休；

事件愈鬧愈大，紀律委員會考慮取消他的畢業資格，他自己

甚至決定放棄學業；由於須到工場實習，所以聆訊繼續，他

最後到元朗一間教會實習；實習期間，有一位在校老師遠道

由長州來探訪他，這是一位老牧師，老牧師帶備生果和日常

用品千里迢迢來與他攀談；最後希望他不要放棄學業，因為

在神在人都是一大損失，老牧師說作神工人不能不謙卑，因

為「非以役人，乃役於人。」最後老牧師為他送上一雙新鞋

子，著他立即穿著，老牧師二話不說幫他繫上鞋帶，此時此

刻，他立刻淚如泉湧，明白「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道

理，他更明白老牧師對他憐愛有加，那份不捨不棄的愛，最

後他服從神學院紀律委員會的裁決，最後能夠順利畢業，自

行創立教會，甚至完成教牧學博士學位；若不是老牧師的

愛，我相信基督教就少了一位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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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領袖必須以「真愛」愛人；Agape 的愛就是付出

自己，委身於所愛的人身上；Agape 的愛並不是選擇的愛，

而是對人不捨不棄的愛；在我們的心中，總有些人令我們不

快，但我們知道神的旨意是要我們愛他，在世人眼中，有些

人真的不值得我們去愛，他們可能傷害我們，辱罵我們、憎

惡我們，但神的旨意要我們去愛他，將神的愛給他們；又或

一些我們愛的人令我們失望、令我們灰心、令我們失意，但

神的旨意要我們去愛他們，將神的愛給他們；當我們信主

後，神的愛在我們心裡，我們靠主有足夠的力量去「愛」。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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