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身的偉大領袖―撒母耳，亦只是一個有限的罪人，他的

兩個兒子不行正道，眾長老害怕他將領導權傳承給他的兒子

而要求另立領袖，撒母耳不但不自省自己的弱點，不聆聽群

眾的意見，反而心甚不悅，覺得百姓厭惡他的領導。

然而，上帝願意聆聽群眾的意見，只是警戒他們要面對

所立為領袖的人，會濫用權力，施行暴政，奴役人民！這正

是現代領袖最容易犯的罪惡，所以領袖的權力必須受監察和

約制。

認識張文彪長老多年，知道他不但在筲箕灣崇真堂擔任

長老，更在我的母校崇真書院 ( 從深水埗遷至屯門 ) 擔任校

長多年，他在退休後不但在教育界繼續貢獻他的經驗，更在

信仰上作出反思，尤其按其多年來作為教會及學校領袖的心

得，結合閱讀撒母耳記及列王紀上的反思，寫成了本書，希

望協助信徒在靈修中思考怎樣可以成為蒙上帝悅納的僕人領

袖，尤其是那些努力想在職場中做領袖的人。

正如張長老所說，本書並非釋經，而是用常識去看經

文，寫感想；他更謙虛承認自己在釋經上的不足，甚至偏頗，

但仍願意結合自己讀經及生命經歷的心得和我們分享，這正

是僕人領袖的風範，他更鼓勵讀者可按自己對經文的理解提

出對領袖的看法，這正是這本書值得閱讀的原因，鼓勵弟兄

ix盧序viii

二十一世紀承接廿世紀發展的重要課題之一，就是領袖

學的變化。

在二十世紀的上半頁，領袖就是一個站在群眾前面的，

或者甚至上面的人，群眾仰賴他的領導，他鶴立雞群，智慧

超卓，魅力四射，因而造就了如希特拉這種獨裁暴君領袖。

然而，隨著教育的普及，資訊的發達，群眾對事物、

環境、人性的認識更加廣泛及深入，獨立思考、批判思考及

分辨能力不斷提高，領袖的理解已有翻天覆地的轉變，領袖

再不是一個自命不凡，唯我獨尊的人，而是一個願意聆聽意

見，有能力整合不同看法，並且願意跟隨群眾意見，與群眾

同行的人。

其實在古老的聖經中早已指出了這些現代領袖的質素，

因為聖經中以超越的上帝是人類真正的領袖，任何領袖必須

是上帝的僕人；而在新約，耶穌更以身體力行，以僕人的形

象成為救主，為門徒洗腳去建立領袖的榜樣，因此，僕人領

袖是整本聖經的領袖形象。在舊約中集祭司、先知及士師於

盧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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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歷史上出現過千千萬萬的領袖，有些領袖十分出

色，可名留青史，有些卻一敗塗地，甚至遺臭萬年，不少亦

平平庸庸，無甚建樹。自古以來，人都在揣測領袖是天生

的，還是後天培訓而成？已身為領袖的，更希望知道成功的

秘訣在哪裡，好能建功立業，甚至可永垂不朽。相信這些情

況中外都如是，包括以色列的民族。

本書撰寫目的是希望藉研究以色列人首三位君王―

掃羅、大衛及所羅門―的生平事跡，與讀者一起探索領

導之道，包括領袖個人的素質、技巧和策略、待人 ( 包括敵

人 ) 之道及品性最重要的地方―靈性生命―對領導所起

的作用，以及領導的結果，希望讀者走完這心靈之旅後，會

從三王的生平領悟到聖經在「領導」這課題上給予世人的啓

示。

此書選取經文由撒母耳記上八章開始，至列王記上十一

章。分六十天讀完撒母耳記上、撒母耳記下及列王記上的

首十一章的經文，當中所涉及的是以色列王朝的初段歷史；

由撒母耳要應付以色列人提出設立王的訴求，並選立掃羅為

自序

xi

姊妹好像張長老一樣，努力結合經文和經驗，並且願意謙卑

地與人分享心得。

我特推薦此書，盼望成為弟兄姊妹學習作僕人領袖的靈

修參考。

盧龍光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榮休院長

x 領袖心靈之旅六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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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i

基督徒領袖而言，會容易接受和更具現代意義。不過，在判

辨二者之間的分別和實踐合宜的領導去回應問題上，一定是

說易行難，需求主幫助！

本書是以靈修日程的方式來編撰，每日一編，分六十

天讀完，可視為一個領袖心靈的旅程。每天的經文本人都

提出一些觀察和反思，絕非釋經，而是用常識 (common 

sense) 去看、抓故事大的綱和訓誨，然後透過領導的視鏡 

(leadership lens) 再去看經文、寫感想 ( 或說藉經文去看領

導這回事 )。 當中難免會有釋經上不足、甚至偏頗之處，需

教牧及專家補足。這些觀察或反思亦純屬個人的，取角或

算獨特，但對內容的解讀並非唯獨的 (exclusive)，讀者大可

按對經文的理解提出自己對領導的看法。還有兩點要說明的

是，本人作出評論時，會多採用 Robert Greenleaf 僕人領

導學的角度來看三王的領導表現；論述中亦見本人不時引用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及 the Message的英文聖經譯本

來闡釋經文，原因個人覺得這兩個譯本比其他的較有時代

感，亦可補和合本在文字翻譯上之不足。每天的篇章最後亦

提出相關的反思問題，目的想刺激讀者思考，將從經文所領

受得到的亮光記錄下來，並應用到今天的領導崗位或機構境

況裡去。

本人十分感謝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出版部出版此書，在同

自序xii 領袖心靈之旅六十天

第一任君王開始，一直研探掃羅後來如何走上失敗的路，為

後世領袖留下的鑑戒。跟著便研讀大衛如何在作王時，既忠

於自己的信仰，又服侍當代的以色列人，凡四十年之久，當

中雖有閃失坎坷，但生命方向不變，始終朝向上帝，向後世

展示出僕人領袖忠心的風範。最後則是研讀所羅門王如何在

盛世為王，又如何有得有失，亦作後人借鑑。

這樣審視三位君王的領導究竟有何現代意義呢？這些

經文對現世的領袖們—無論身處順逆、平步或掙扎向前，都

有許多啟發。領袖—尤其是那些在職場中努力做僕人領袖的

人，更要了解如何自處及待人，以達齊家治國之效。當時的

王朝時代，肯定是人治、爭戰殺戮、報復的時代，表面上領

導和管治方式與現世所倡的格格不入，但在現實世界中，許

多機構的本質仍沒多變；許多時職場仍是個戰場、充滿鬥

爭，只是今天「殺人」不會見血罷了。許多領袖仍是以我為

尊，總想號令「天下」、操控別人的！不過，聖經真理所求

諸領袖的，古今仍沒變！所以探研三王的生平，並從中領會

上主所應許的領導之道，仍然有其時代意義的！

另外，在應用上述有關爭戰仇殺的經訓方面，本人想，

若視撒旦和牠的使者及人類的罪惡為仇敵，便必需剷除，但

若視敵人為受鬼魔蠱惑及罪惡蒙蔽的人，便需要管治、懲

處、教化、包容，甚至饒恕之，想這樣的看法對新約時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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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撒母耳年紀老邁，在以色列人眼中，他兩個兒子也不

行正道，並不是好的士師可以繼承他，所以眾長老都來到他

面前，要求他給他們立一個王來治理他們，帶領他們爭戰，

像列國一樣。撒母耳聞言，心甚不悅，覺得百姓厭棄他的領

導，於是求問上帝，上帝卻答他說：「百姓向你說的一切話，

你只管依從；因為他們不是厭棄你，乃是厭棄我，不要我作

他們的王。自從我領他們出埃及到如今，他們常常離棄我，

事奉別神。現在他們向你所行的，是照他們素來所行的。

故此你要依從他們的話，只是當警戒他們 (But warn them 

what they're in for, MSG) ，告訴他們將來那王怎樣管轄他

們。」( 撒上八 7-9) 於是撒母耳按上帝的吩咐，將王有可能

橫征暴斂、勞役人民、中飽私囊的表現告訴百姓，屆時他們

落在水深火熱之中，哀求上帝時，上帝也不會聽。百姓聽

第1 天

以色列人求設立君王制度
靈修經文：撒母耳記上八

xiv 領袖心靈之旅六十天

慶本會 170 周年之際，能成就這事，對本人而言，實在是

上主莫大的恩慈，十分感恩！亦非常感謝基督教香港崇真會

前會長王福義博士、突破匯動青年會長蔡元雲醫生、美國聖

言中心副會長何崇謙博士及崇基神學院榮譽院長盧龍光博士

為本書撰寫序言，他們在不同崗位的領導及牧養經驗豐富，

所作的分享尤其可貴！在編印的過程中，亦非常多謝總會的

執行幹事張愛思女士及編輯小組所提供各方的協助，才能成

事！盼此書能對教會的牧職領導及信徒領袖都有助益，無論

在教會，或在職場，都能激勵大家反思自己的領導及關注所

領導的人，並且按上主的心意去領導群羊，更藉領導去服事

眾人，內容若能觸動領袖們的心弦一二，便如願足矣，亦願

一切榮耀歸於那常帥領我們在基督裏誇勝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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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領袖心靈之旅六十天

◆

 反思問題 

◆

 

你所在的機構、教會或崗位，有沒有承傳的問題？承

傳這回事涉及甚麼層面？其實甚麼才值得承傳？作為領導

者，你會怎樣處理承傳的問題？

◆

 旅途日誌 

◆

 

第 1 天︱以色列人求設立君王制度

後，不為所動，仍然要求他立王。他再向耶和華陳明，上帝

告訴他只管遂他們所願。

從撒母耳的經歷來看，作領導的可領悟兩三個功課：

一、要及早思考承傳 (succession) 的問題，向上帝尋求良

方。在位的，總有一天會離場，不能永遠戀棧著權位。有說

好的領袖，由上任第一天要考量的是，找一個將來合適的

繼承人，因他愛所服務的機構，不想見到青黃不接的局面發

生。世襲不一定是錯的，但繼任者必需是公正和有效能的，

才能繼往開來。即管撒母耳一生忠貞、建樹良多，但會過

去，百姓亦想領導有個延續，可帶給他們安全感，他的老邁

令他們不安，也讓他們能伺機提出自己的方案，就是不要以

上帝選立士師作領導傳統獨特的模式，而要引入列國流行

的君王領導模式。他們不要在列國中那跟信仰而來的獨特身

份，而是要效法列國慣常的做法，向他們看齊，以為這就是

解決問題的良法。他們也不去尋求上帝，反想按自己心願去

行，所以上帝說他們厭棄祂的領導；二、當百姓盲目和短視，

只看事情所謂「好」的一面時，對君王制度認識不足，但卻

充滿憧憬，只想按私意而行時，忠心作領導的，要將事情的

另一面 －包括不良的後果和可能要付出的代價，就所見的

如實地說出來，讓他們判斷、作出決定。有時，甚致要忍受

他們的無知和愚妄，因知道世人有時是需要在錯誤中學習、

在痛苦中反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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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not the Lord anointed you ruler over his inheritance?, 

NIV)」( 撒上十 1) 跟著告訴掃羅他將要遇到的人和事，就是

有人會告知他驢子已尋著的訊息及他會遇上三個先知，並

會與他們一起受感說話，上帝的靈亦會大大感動他，並他

要變作新人 (And you will be transformed. You'll be a new 

person, MSG) 。撒母耳告訴他說：「這兆頭臨到你，你就

可以趁時而做，因為上帝與你同在 (When these confirming 

signs are accomplished, you'll know that you're ready: 

Whatever job you're given to do, do it. God is with you!, 

MSG)。」( 撒上十 7)，也囑咐掃羅要往吉甲，並在那裡等

候他七天，因他會去那裡獻祭。

整段經文叫人看見上帝雖不喜悅百姓要立王，但並沒

有棄絕他們，仍為他們安排脫離困苦的拯救。祂安排掃羅看

到，或說經歷到一連串的兆頭，由尋驢到受膏，要讓他確知

自己是被上帝選立為王的，並且要成為新人，聽命做好自己

的職份，「趁時而作」，救百姓脫離仇敵之手。上帝作了自

己要作的部分，人會否恰當的回應，做好自己的那一份呢？

作領導的，是否也可學會功課？就是靜心留意四周從上帝而

來的兆頭和啟示 ( 或先見 )，不輕舉妄動。當看清了，便要

趁時而作，奮勇完成任務！

第 2 天︱撒母耳膏立掃羅為王

以色列最小的支派便雅憫族有一個形貌出眾的年青人，

名叫掃羅。他父親有一天遺失了幾頭驢，著他和僕人去找，

他們四處找了數天，也找不著，於是來到接近撒母耳居住的

城。掃羅正想放棄之際，他僕人提議去找神人撒母耳幫助。

原來早一天，上帝已啟示撒母耳掃羅會來找他，他要膏立這

人為以色的君王，為要藉他救百姓脫離非利士人的手，因他

們的哀求已上達於祂，祂要眷顧他們。掃羅和僕人正進城的

時候，遇上了撒母耳出來要上邱壇去。耶和華上帝向撒母耳

指出掃羅就是要成為以色列王的那位。撒母耳便告訴掃羅不

用為驢擔心，因已找著了，並說他是以色列人所仰慕的，令

他詫異。他邀請掃羅和他僕人到邱壇與他同席，並使他們坐

首位及將最好的祭肉安排給掃羅吃。翌日清晨，撒母耳在城

角用油膏了掃羅，說：「這不是耶和華膏你作他產業的君嗎？

第2 天

撒母耳膏立掃羅為王
靈修經文：撒母耳記上九至十 8

©2017 byTsung Tsin Mission of Hong Kong 
All Rights Reserved



54

(Has not the Lord anointed you ruler over his inheritance?, 

NIV)」( 撒上十 1) 跟著告訴掃羅他將要遇到的人和事，就是

有人會告知他驢子已尋著的訊息及他會遇上三個先知，並

會與他們一起受感說話，上帝的靈亦會大大感動他，並他

要變作新人 (And you will be transformed. You'll be a new 

person, MSG) 。撒母耳告訴他說：「這兆頭臨到你，你就

可以趁時而做，因為上帝與你同在 (When these confirming 

signs are accomplished, you'll know that you're ready: 

Whatever job you're given to do, do it. God is with you!, 

MSG)。」( 撒上十 7)，也囑咐掃羅要往吉甲，並在那裡等

候他七天，因他會去那裡獻祭。

整段經文叫人看見上帝雖不喜悅百姓要立王，但並沒

有棄絕他們，仍為他們安排脫離困苦的拯救。祂安排掃羅看

到，或說經歷到一連串的兆頭，由尋驢到受膏，要讓他確知

自己是被上帝選立為王的，並且要成為新人，聽命做好自己

的職份，「趁時而作」，救百姓脫離仇敵之手。上帝作了自

己要作的部分，人會否恰當的回應，做好自己的那一份呢？

作領導的，是否也可學會功課？就是靜心留意四周從上帝而

來的兆頭和啟示 ( 或先見 )，不輕舉妄動。當看清了，便要

趁時而作，奮勇完成任務！

第 2 天︱撒母耳膏立掃羅為王

以色列最小的支派便雅憫族有一個形貌出眾的年青人，

名叫掃羅。他父親有一天遺失了幾頭驢，著他和僕人去找，

他們四處找了數天，也找不著，於是來到接近撒母耳居住的

城。掃羅正想放棄之際，他僕人提議去找神人撒母耳幫助。

原來早一天，上帝已啟示撒母耳掃羅會來找他，他要膏立這

人為以色的君王，為要藉他救百姓脫離非利士人的手，因他

們的哀求已上達於祂，祂要眷顧他們。掃羅和僕人正進城的

時候，遇上了撒母耳出來要上邱壇去。耶和華上帝向撒母耳

指出掃羅就是要成為以色列王的那位。撒母耳便告訴掃羅不

用為驢擔心，因已找著了，並說他是以色列人所仰慕的，令

他詫異。他邀請掃羅和他僕人到邱壇與他同席，並使他們坐

首位及將最好的祭肉安排給掃羅吃。翌日清晨，撒母耳在城

角用油膏了掃羅，說：「這不是耶和華膏你作他產業的君嗎？

第2 天

撒母耳膏立掃羅為王
靈修經文：撒母耳記上九至十 8

©2017 byTsung Tsin Mission of Hong Kong 
All Rights Reserved



領袖心靈之旅六十天―三王對領導的啓示

作  者：張文彪

責任編輯：張愛思

執行編輯：黃穎欣

封面設計及內文排版：黃嘉敏

製   作：道聲出版社

 香港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 50A信義樓三樓

 電話：(852) 2388 7061 傳真：(852) 2781 0413

 電郵：taosheng@elchk.org.hk 網址：www.taosheng.org.hk

出版及發行：基督教香港崇真會

 香港九龍長沙灣瓊林街 111號擎天廣場 8樓

 電話：(852) 2730 9223 傳真：(852) 2375 0321

 電郵：ttmhk@netvigator.com 網址：www.ttm.org.hk

版次：2017年 10月初版

國際書號：978-988-78079-0-2

© 2017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A 60-Day Spiritual Journey for Leaders: 
Lessons from Israel's First Three Kings

Author: Robin Man-biu Cheung
Managing Editor: Oi Sze Cheung
Executive Editor: Wing Yan Wong
Cover Design & Page-making: Jessica Ka Man Wong
Production: Taosheng Publishing House
 3/F., Lutheran Building, 50A Waterloo Road, 
 Yaumatei, Kowloon, Hong Kong
 Tel: (852) 2388 7061 Fax: (852) 2781 0413
 Email: taosheng@elchk.org.hk
 Website: www.taosheng.org.hk
Publisher & Distributor: Tsung Tsin Mission of Hong Kong
 8/F., Kings Tower, 111 King Lam St., 
 Cheung Sha Wan, Kowloon, H.K.
 Tel.: (852) 2730 9223 Fax.: (852) 2375 0321
 Email: ttmhk@netvigator.com
 Website: www.ttm.org.hk
Edition: First edition, October 2017

ISBN: 978-988-78079-0-2

© 2017 Tsung Tsin Mission of Hong Kong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Hong Kong

Notice of copyright must appear as follows on either the title page or the copyright 

page of the work in which The Message is quoted: "Scripture taken from The 

Message. Copyright © 1993, 1994, 1995, 1996, 2000, 2001, 2002. Used by 

permission of NavPress Publishing Group."

目錄

王序 /i

蔡序 /iii

何序 /v

盧序 /viii

自序 /xi

第 1 天 以色列人求設立君王制度 1

第 2 天 撒母耳膏立掃羅為王 4

第 3 天 掃羅在民中獲確立為王 7

第 4 天 掃羅初顯領導才 10

第 5 天 撒母耳向民總結其士師的工作 13

第 6 天 掃羅王魯妄行事 16

第 7 天 掃羅王誤判形勢 19

第 8 天 掃羅王違命遭譴 23

第 9 天 大衛蒙選召要作王 27

第 10 天 大衛為上帝名受辱大發義怒 30

第 11 天 大衛擊殺巨人歌利亞 33

第 12 天 掃羅王因嫉妒欲殺大衛 36

第 13 天 大衛逃脫掃羅王的手 39

第 14 天 大衛與約拿單建莫逆之交 41

©2017 byTsung Tsin Mission of Hong Kong 
All Rights Reserved



©2017 byTsung Tsin Mission of Hong Kong 
All Rights Reserved


	領袖的心靈旅程-2017 1
	領袖的心靈旅程-2017 7
	頁面擷取自-領袖的心靈旅程-2017
	領袖的心靈旅程-2017 8
	頁面擷取自-領袖的心靈旅程-2017-2
	領袖的心靈旅程-2017 9
	頁面擷取自-領袖的心靈旅程-2017-3
	領袖的心靈旅程-2017 10
	頁面擷取自-領袖的心靈旅程-2017-4
	領袖的心靈旅程-2017 11
	頁面擷取自-領袖的心靈旅程-2017-5
	領袖的心靈旅程-2017 12
	頁面擷取自-領袖的心靈旅程-201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