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領袖建造領袖 基督徒領袖的⼈人格 誠信真實

誠信真實是成為完全

“Teacher,” they said, “we know that you are a man of integrity and that you teach the 
way of Go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ruth. You aren’t swayed by others, because you pay 
no attention to who they are. — NIV
 “Teacher, we know that you are sincere, and teach the way of God in accordance with 
truth, and show deference to no one; for you do not regard people with partiality. — 
NRSV
照著真理理把　神的道教導⼈人（teach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ruth.）：他的聽眾看耶穌
為⾔言⾏行行合⼀一、有信⽤用的⼈人。

什什麼是誠信真實（Integrity）

1. 與⼈人格有關
⼈人格表現出⼀一個⼈人的基本價值觀，影響⼀一個⼈人的⾏行行為，進⽽而⾏行行塑⼀一個⼈人的⽣生命。

⼈人格和⼀一個⼈人⾃自我宣稱的價值觀不⼀一定相同，是從靈魂深處流露出來來的。

Integrity 則是⾔言⾏行行、異異象和抉擇、價值觀和⾏行行為合⼀一的⼈人格。⼈人格指的是那些從深處
形塑⼀一個⼈人所有⾏行行為的中⼼心思想。

活出 integrity 的⽣生命是⼀一個完整、各種⾯面向互相整合的⽣生命。那是⼀一個全⼈人的⽣生命。
Integrity 是誠實與真誠，說的和想的⼀一致。雅各書五：12「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
是」。Integrity 假設「你說是真的」跟「實際上是真的」是⼀一致的。對基督徒來來說這
代表被神顯明出來來，與真理理的互相交通。

2. 值得信任
內在和外在的⼀一致性⽣生出可信度與信任感。我們稱之為「關係的整合」。

⼈人際關係建基於信任。

信任既是贏得的，也是被給予的。

關係的整合假設⼀一個⼈人在⼈人際關係中向你展現的是他的真我。也就是⾔言⾏行行合⼀一、⼈人格

與外在表現⼀一致。

Integrity 是讓⼀一個⼈人的性情在⽣生命中：⾔言語、⾏行行為中表達出來來。⼀一個組織的 integrity 
代表⼀一個組織的組織⽂文化在它的規定、章程、公告的組織價值觀中表現出來來

Integrity 關係到真理理、誠實、信任和⼀一致性。跟⼈人格息息相關。

基督徒的⼈人格：對 Integrity 的需求

1. 教會領袖的 Integrity（⼈人格品質）提前三：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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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 integrity 的需求
2.1.全宇宙對信⽤用的需求，其背後，就是 integrity。(Kouzes and Posner, Credibility)
2.2.⼈人格信⽤用是取得信任感最重要的⽅方式。
2.3.五種取得信任感的⽅方式：

2.3.1.呼召：這是回應神。
2.3.2.⼈人格：這是與神同⼯工。
2.3.3.代價（對⾃自⼰己死）：這是愛神。
2.3.4.被聖靈充滿：這是從神得⼒力力。
2.3.5.能⼒力力：這是成為神的僕⼈人。

2.4.這五件與⼈人格（integerity）有關的事造就出⼀一個「成功的」教會領袖。注意它們
的排序：形塑⼀一個領袖時，⼈人格排在被聖靈充滿之前，⽽而這兩兩項則在能⼒力力之前。

⼈人格如何增長：從⼈人際關係中（詩 131）
猶太智慧中的⼈人格增長

1. 在不驕傲的⼼心中成長，降卑卑你的⼼心。
2. 接受不驕傲地盼望：野⼼心並非所願。
3. 對美好但不過度美好的事物感到滿⾜足。
4. 在安靜的靈魂中成長：如滿⾜足的⼩小孩⼀一般。
5. 確定你的盼望，且適度分配精⼒力力：這是條漫漫長路路。

⼈人格增長如何從神那裡發⽣生：邁向成熟

從受造物緩慢成長的過程中吸取⼈人格增長的智慧

增長無法選擇：你⼀一定會成長，只是⽅方向要對。

被修剪和受傷害都是難免的。

連接在正確的標的是⼀一個理理解的過程：持續連接在正確的標的物上。

與耶穌基督建立⼀一種尋求、等候的親密關係。

做⼀一個⼀一⽣生學習的⼈人。

⼈人格增長如何從個⼈人發⽣生：恆切

先傾聽呼召（帖撒羅尼迦前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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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警醒（以弗所書4:1）。
⾃自我定位（腓立比1:27）。
決定要討好的對象（歌羅⻄西書1:10）。
活得有價值（帖撒羅尼迦後1:11）。

改變如何從內⽽而外的發⽣生：參參與神在我們⾝身上的⼯工作

1. We have admitted that we are powerless over the effects of our separation from 
God and that our lives have become unmanageable. （我們已經承認我們對與神分
離造成的影響無能為⼒力力，⾃自⼰己無法管理理⾃自⼰己的⽣生活。）

2. We have come to believe that a Power greater than ourselves will restore us to 
sanity.（我們已經相信有⼀一個比我們偉⼤大的⼒力力量量會讓我們回復正常。）

3. We have made a decision to turn our will and our lives over to the care of God as we 
have come to understand and love Him.（當我們明⽩白並認識神以後，便便決志要將我
們的意志和⽣生活交給神管理理。）

4. We have made a searching and fearless moral inventory of our lives and we have 
willingly borne the cost of this examination.（經過了了對⾃自我⽣生命的省察，以及勇敢的
道德量量表後，我們願意背起這樣⾃自省後的代價。）

5. We have admitted to God and to ourselves, and we have confessed to another 
significant human being, the precise nature and depth of our wrongs.（我們已經向
神、向⼈人，並向特定的他⼈人承認犯罪的具體內容及程度。）

6. We have come to be entirely ready to have God remove all these defects of our 
character and faults of our history.（我們已經完全準備好要讓神挪去我們這些⼈人格上
的缺陷，和⼈人⽣生中的過犯。）

7. We have humbly asked God to remove our sins, to correct our shortcomings, and to 
right the wrongs that we have done.（我們已經謙卑卑的求神除去我們的罪、端正我們
的缺失，和矯正我們所犯的錯。）

8. We have listed all the persons we have harmed (wittingly and unwittingly) and we 
have become willing to make amends to them all, as God leads.（我們已經列列出所有
得罪過的⼈人（無論有意或無意），⽽而且願意在神的帶領下，願意彌補他們的損失。）

9. We have made direct amends to such people wherever possible, except when to do 
so would injure them or others.（除非這樣的做可能傷害他們，或其他⼈人，我們已經
在可能的情況下，直接彌補那些⼈人的損失。）

10. We have committed ourselves to continue to take a personal moral inventory and, 
when we are wrong, promptly admit it.（我們已經決意要持續對⾃自⼰己做道德量量表，並
且在犯錯後，立刻認錯。）

11. We have decided to seek through prayer and meditation to improve our conscious 
relationship with God, praying for His will for us and His power to carry that out.（我

Page �  of �3 4



領袖建造領袖 基督徒領袖的⼈人格 誠信真實

們已經決定要通過禱告和默想來來增進我們與神之間有意識的關係，為祂對我們的旨意
禱告，並求祂的⼤大能成就這些旨意。）

12. Having had a spiritual awakening, we commit ourselves to carry this message to 
others and to practice these principles in all of our affairs.（有了了這靈性的甦醒後，我
們定意要將這信息傳給他⼈人，並在⼀一切⾏行行事為⼈人上應⽤用這些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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