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小組生命小組生命小組生命小組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篇篇篇篇    教會消息教會消息教會消息教會消息        
你需要小組嗎？你需要小組嗎？你需要小組嗎？你需要小組嗎？    
 
基督徒若單靠每周一次的主日崇拜，或僅以維持個人的靈修是不夠的。現有單純的主日查經
班，雖然能傳遞真理的知識，亦無法完整地讓我們在群體生活中，深入地彼此有交流及彼此守
望。一個好且成熟的小組，則可以在這幾方面達到好的效果： 
 
真理生活化 
基督徒若只有主日聽道而沒有彼此交流的機會，對聖經的真理認識就會不夠完整，並且無法讓
真理接觸實際生活的需要。在小組中，組員除了一同發掘真理外，更可以彼此分享生活中的真
實掙扎，從而彼此勉勵、代禱、守望；在分享與聆聽中互相學習，使我們的屬靈生命有更好的
成長。 
 
緊密的歸屬感 
在疏離冷漠的現代社會裡，我們都需要歸屬在一個與之認同的團體，藉著小組生活，分享及體
會其中的溫暖與愛心。弟兄姊妹多各居不同地區，聯絡不方便；若長期缺乏與人交通，信仰生
活逐漸單調，容易變得孤單無力。在小組裡面，我們互相交流、了解、溝通及關懷，真實相
愛、坦誠相助，同心服事，以至於組員們能在交通中靈命長進，真正過著新約聖經中描述的教
會生活。 
 
事奉神服侍人 
小組中大家學習彼此服侍：有領詩的、帶活動的、代禱的、關懷人的，其樂融融。不僅如此，
小組也可以一同行動，參與教會的服侍，肩並肩同心貢獻在聖工裡面，實為人間天堂。 
 
 
親愛的弟兄姊妹，若您還沒有小組，請您聯絡教會的牧師或傳道，或者是理事會的成員。 

 

 

 



生命小組生命小組生命小組生命小組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篇篇篇篇    教會消息教會消息教會消息教會消息        
小組精神小組精神小組精神小組精神    
 
作為主的門徒，我們應該要「學耶穌像耶穌」；主耶穌說最大的誡命是「盡心盡性盡力愛主
你的神，其次是愛人如己」。在這個過程中，主耶穌給了我極好的榜樣，讓我們看見祂如
何：①愛天父上帝、②愛門徒（教會）、③愛鄰舍（未信者）。因此，在教會裡我們藉著小
組的群體生活，學習實踐「愛神、愛教會及愛世人」這三個層面的關係。 
 
因此，小組不是一群人隨便的組合，也不是一班烏合之眾。小組的組織是有組長、小組同
工、以及組員。各有各的角色和職責、互相配搭、缺一不可。在小組中，其基本精神不容忽
略，小組的宗旨，是以群體生活為重點，而不是傾向個人主義。所以「彼此」在小組的生命
裡面，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理念。它必須是小組的精神！新約聖經中，有關基督徒之間相交的
教導有很多，如：「彼此相愛」、「彼此建立」，「彼此幫補」、「彼此扶持」、「同心合
意」等。小組的基本精神，是積極正面的彼此相交，尤其在這個人人為己而彼此相害、彼此
相咬相吞的時代，小組組員確實的彼此相交，彼此真實相愛，足以讓世人認出我們是基督的
門徒。 
 
在小組中的「彼此」的互相往來，今日我助你，明日你助人，他日人助我，如此良性循環，
正可顯示出基督之愛充滿在我們中間。基督徒在這個「人人以自我為中心」的世代裡，如果
可以藉著小組的「彼此」精神相交，可以幫助我們改變、接受造就，以至脫離以自我為中心
的人生觀。 

 

 

 



生命小組生命小組生命小組生命小組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篇篇篇篇 教會消息教會消息教會消息教會消息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精神精神精神精神 – 盟約盟約盟約盟約 
 

小組成功的一個要訣，就是小組盟約。小組盟約也是小組的

重要精神之一。在聖經裡我們看見神與人的關係，都是在盟

約中建立起來，甚至是人與人之間如婚姻的盟約，也是如

此。因此，在小組的運作裡面，若沒有一些簡單又大家認可

的「約定」是很難培養出小組的凝聚力；小組就不容易發展

健全而散漫；沒有「約」的基礎，小組會變成一個世俗的娛

樂中心。 
 

小組定訂公約的意義，一方面是要表明組員與神的關系，顯

明該小組對神的認識；另外，也表明組員們的決心，表現認

真負責的態度。比如： 

①我願意定期參加小組聚會，預備心、準時出席； 
②我願意學習誠實敞開自己，謙卑接納別人； 
③我願意學習在小組裡參與服侍； 
④我願意遵守個人隱私，不經當事人許可，不向外分享； 

 

組長對組員的盟約如： 

①我願以主的愛來帶領小組； 
②我願意與組員同心，完成小組擬定的目標； 
③我願意關心組員，每週撥時為他們禱告； 
④我願意接受教會所安排的組長訓練； 

 

小組的盟約關係，是組員與組員之間

的親密關係的基礎，從而產生對彼此

的信任及委身。 

生命小組生命小組生命小組生命小組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篇篇篇篇 教會消息教會消息教會消息教會消息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精神精神精神精神 – 盟約盟約盟約盟約 
 

小組成功的一個要訣，就是小組盟約。小組盟約也是小組的

重要精神之一。在聖經裡我們看見神與人的關係，都是在盟

約中建立起來，甚至是人與人之間如婚姻的盟約，也是如

此。因此，在小組的運作裡面，若沒有一些簡單又大家認可

的「約定」是很難培養出小組的凝聚力；小組就不容易發展

健全而散漫；沒有「約」的基礎，小組會變成一個世俗的娛

樂中心。 
 

小組定訂公約的意義，一方面是要表明組員與神的關系，顯

明該小組對神的認識；另外，也表明組員們的決心，表現認

真負責的態度。比如： 

①我願意定期參加小組聚會，預備心、準時出席； 
②我願意學習誠實敞開自己，謙卑接納別人； 
③我願意學習在小組裡參與服侍； 
④我願意遵守個人隱私，不經當事人許可，不向外分享； 

 

組長對組員的盟約如： 

①我願以主的愛來帶領小組； 
②我願意與組員同心，完成小組擬定的目標； 
③我願意關心組員，每週撥時為他們禱告； 
④我願意接受教會所安排的組長訓練； 

 

小組的盟約關係，是組員與組員之間

的親密關係的基礎，從而產生對彼此

的信任及委身。 

  



生命小組生命小組生命小組生命小組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篇篇篇篇    教會消息教會消息教會消息教會消息        
小組精神小組精神小組精神小組精神 – 目標與類型目標與類型目標與類型目標與類型     在組織一個小組之前，組長和組員應該為小組設定一個大家都認同的目標，以及小組要成為什麼類型的小組？  組員可以因著不同的需要和興趣聚而組成一個小組。但是無論是哪一類型的小組，都必須要有確認的目標。一個小組若沒有目標，就會像一個運動員奔跑卻沒有方向，結果一事無成！小組目標可以分為基本目標和一般目標。基本目標可以是：以神的話語為相交的基礎，來建立與基督相交、彼此相交的親密關係。如果缺少了這個基本目標的話，小組就和一般社團沒有兩樣了！其他一般目標如： 
- 著重於生活上的彼此關懷 

- 著重於靈命的追求，研經或靈修書籍的分享 

- 著重於傳福音、個人的布道、布道訓練 

- 著重於探討基督徒與社會公益的問題 

- 著重於聖樂、美術、運動、文學等 

- 著重在教會內，以各類服事為中心的小組  一旦目標確認以後，小組的類型就隨之而定： 
(a) 關系方面的小組：分享性、互助性、家庭小組等。 
(b) 工作方面的小組：讀經、事奉、傳福音等。 
(c) 綜合性的小組  小組的目標與類型既定，小組就不易分心、有一致的期望、大家就能同心朝同樣的方向進行。在適合的時候也可以一起檢驗小組是否還在軌道上？  有目標的小組必定事半功倍！親愛的弟兄姊妹，祝福你有一個有生命的小組！ 

 

 



生命小組生命小組生命小組生命小組    第第第第七七七七篇篇篇篇    教會消息教會消息教會消息教會消息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的的的的「生命期」「生命期」「生命期」「生命期」     小組既然是由一班有生命的人組織在一起，它也必有其一定的生命週期。若不明白這個必然的生命週期，小組就難以突破尷尬的局面，在所處的週期內做不是該週期應該做的事情，結果總是納悶為什麼小組無法成長？基本上，小組的週期可以分為五個： 

 

1. 認識期 

2. 肯定期 

3. 衝突期 

4. 合群期（親密期） 

5. 外展期 

 舉個例子，初生的嬰孩只能喝奶，不適合吃比較硬的食物，但是到了一歲以後，就必須加上自然食品，而奶已經不再是嬰孩的主要食物。小孩子必須在不同的成長階段吃不同的食物，攝取不同的營養才能長大。 

 同樣的道理，如果小組在「認識期」就已經在採用「合群期」的活動內容，組員既無法「消化」較具有挑戰性的議題，又沒有穩固的基礎去真正體會「合群期」真實的親密，結果小組是很容易就「夭折」的。或者是倒轉過來，在「衝突期」的時候停留在「認識期」的活動，結果小組容易僵化或不切組員的期望。 

 小組的成長是要按部就班的，必須以正確的活動內容造就、呵護、牧養及照顧，在適當的時間給予適當的衝擊，這樣的小組，其生命力一定會隨著成長的過程壯大！親愛的弟兄姊妹們，下期再告訴你每一個週期的期望是什麼 ☺. 

 

 

 



生命小組生命小組生命小組生命小組    第第第第八八八八篇篇篇篇    教會消息教會消息教會消息教會消息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的的的的「「「「認識認識認識認識期」期」期」期」     上一篇說小組是有它的生命週期的：認識期、肯定期、衝突期、合群期、以及外展期。小組必須在不同的週期有適合的活動內容來協助它健康的成長。 
 在認識期時，小組的組員處於初步認識的階段（儘管大家在教會彼此見面已經有很長的時間，並不表示彼此是很認識對方的）。在這個階段，活動應該是以彼此認識為主，來加強彼此的認同感。這個階段的組員所關心的是：①我屬於這裡嗎？②我對其他組員有足夠的信任、願意冒險去表達我的真思想及感情嗎？③我會被接納嗎？④這組人會照顧到我的需要嗎？⑤這組人會怎麼樣使用小組的時間呢？⑥這個小組對我有什麼要求？  這個階段的組員尚未深交，彼此會表現得很有禮貌、使用社交、淺薄的談話，彼此尚有防衛的心。這個階段必須做的事：  
1. 清楚介紹基本期望，例如聚會時間和目標等。清楚和實際的指引會給組員帶來安全感； 

2. 組員有機會分享自己；營造一個開放、溫暖的氣氛； 

3. 彼此尊重、關懷，建立彼此的信任； 

4. 讓組員有機會在小組活動外保持聯繫； 

5. 每次聚會結束前，強調「守秘密」的重要性。 
 在這個階段有一些適合的活動，幫助組員達到彼此逐漸深入認識的目標。如小組郊遊、生日見證、電影欣賞、誰是我的英雄、分享個人珍藏、我要活得快樂些、愛的真諦…。 
 
 

    



生命小組生命小組生命小組生命小組    第第第第九九九九篇篇篇篇    教會消息教會消息教會消息教會消息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的的的的「「「「肯定肯定肯定肯定期」期」期」期」     
在小組的生命週期裡，肯定期是繼認識期之後。認識期到底會維持多久才進入肯定
期，非常在乎組員在認識期期間所建立起來的友誼、信任與投入感，組員之間的坦
誠開放是決定的要素；一般上組長的開放，能帶動組員的開發。 
 

這個時候，組員們已經比較穩定，對小組的目標、組長和其他組員也有一定程度的
了解；因此對小組的發展、組員的相交，就會產生更多的期待。這是最適合正式擬
定「小組盟約」的時刻，如①小組的目標、②小組的核心價值、③組員共同努力成
長的計劃④小組委身的要求等等（請參閱第四篇）。組長這個時候也可以引導組員
學習彼此包容、誠心溝通、耐心等候、愛心接納等美好的靈性。 
 

從「肯定期」進入「衝突期」可以是相當快的。換句話說，「衝突期」是每個小組
必經之路，也是進入以後「親密期」的育床。在未進入「衝突期」之前，小組可以
先擬定一些潛在規則，在未來面對衝突時，可以遵循的步驟，幫助組員有效地處理
衝突。 
 
小 組 應 該 不 要 害 怕 衝 突 ， 因 為 衝 突 能 幫 助 大 家 坦 誠 地 面 對 及 接 納 彼 此 的 差
異，從而調整彼此對小組及組員的期待，使小組可以更加堅固地成長。 
 
 
  

 



生命小組生命小組生命小組生命小組 第第第第十十十十篇篇篇篇 教教教教會消息會消息會消息會消息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的的的的「「「「衝突衝突衝突衝突期」期」期」期」 
 

從肯定期進入沖突期是相當快的。在這個階段，組員已加深

彼此間的認識與結交，轉而學習處理彼此之間的差異，以及

在深入交往中自然產生的衝突。摩擦出現時，組員會開始對

小組產生失望和灰心。但是因為有之前甜蜜的經驗，所以又

不想放棄和離開。這個時候，組員所關心的是：①我需要接

納小組裡的每一個人嗎？②這個小組能成事嗎？③這個小組

能迎合我的需要嗎？（組員希望在活動上有更大的作主權，

會對小組的某些目標質疑）④在小組裡，誰作決定呢？誰帶

動呢？組長真在帶領這小組嗎？（組員會不知不覺地將一些

不現實的期望投射到組長身上）⑤我被某組員傷害，我該分

享嗎？我可以冒險與人對質嗎？我會引起沖突嗎？ 

我們常是害怕沖突的，但是沖突是無可避免的。我們可以用

一個健康和合乎神旨意的方法面對它。這是組長所持的態

度。當沖突出現，最佳的處理方法就是溝通溝通溝通溝通。冒著分享感情

的險，讓人不要感覺你總是給予「忠告」，及作「專家」的

身份，而使人不願意繼續分享。讓人說出他們不滿的方面。

溝通需要以聆聽為重。組長可以作出排解紛爭的榜樣，因為

他是會需要面對許多的批評。組長對於批評和憤怒的反應是

很關鍵的。假如組長保持開放坦誠及非自衛的態度去處理批

評與憤怒，其他的組員就會較傾向於坦誠開放。 

 

在任何有生命的組織裡，有衝突是必然

的，關鍵是在於我們如何處理它，以至

於小組可以進入人人所嚮往的甜蜜期。 

生命小組生命小組生命小組生命小組 第第第第十十十十篇篇篇篇 教會消息教會消息教會消息教會消息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的的的的「「「「衝突衝突衝突衝突期」期」期」期」 
 

從肯定期進入沖突期是相當快的。在這個階段，組員已加深

彼此間的認識與結交，轉而學習處理彼此之間的差異，以及

在深入交往中自然產生的衝突。摩擦出現時，組員會開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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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小組小組小組的的的的「「「「合群合群合群合群期」期」期」期」 
衝突期之後就是一個很有意義的階段，即「合群期」或稱為

「甜蜜期」。前兩個階段所種下委身及堅持的種子，現在開

始結果了。彼此信任及坦誠溝通的程度越來越高。這是一個

互相造就、彼此豐富的時期；組員願意在關係中付出、改變

及調整自己、在小組關係中成長；小組不再以活動作為吸引

力，吸引力在於彼此之間的親密關係。組員在彼此接納的氣

氛中，有自由作回自己；大家可以開放地交談，自由地委身

在小組裡。然而，這個時期的小組因為凝聚度很高，可能會

有內向、不想變動的傾向；有保持現狀、不願意受打擾及接

納新人的現像；因此，這個階段可以做的事情： 

• 小組關係密切之餘，最適時進深屬靈的成熟度，除了個
人的靈命繼續長進之外，尋求神在我們小組的美意；讓

小組合一的見證與力量，可以祝福組外的人； 

• 這個是一個組員使用屬靈恩賜的時候，鼓勵組員多參與
教會的事奉，開闊小組的生活圈子； 

• 安排佈道機會，邀請朋友參加； 

• 吸收新來的組員，分享神在小組裡的祝福 

• 「合群期」不宜太長，小組預備好將來分組的可能性 

 

小組的生命若是健康，它必然成長；成

長的結果必然是以基督的心為心，去服

侍人、祝福人；這是生命傳承的必要過

程，也是主賜給我們小組最大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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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小組小組小組的的的的「「「「外展外展外展外展期」期」期」期」 
若小組在「合群期」的階段有良好的預備，幫助組員進深屬

靈的生命、以及發掘上帝對我們小組的心意、致力祝福小組

以外的人，很快的，聖靈會引導我們步入一個福杯滿溢的階

段，就是「外展期」。這個階段是強調小組存在的目的，是

為了堅固信徒及幫助別人；並且，小組組員此時的生命，也

已經有足夠的承載力，去發揮福音的大能。 

這個階段的小組，千萬不要再往內看，關閉自己只關心自己

小組的事情。若是這樣，無論組員之間的關係有多麼親密，

亦無法維持太長的時間。唯有祝福他人，經歷施比受更為有

福的生命，才是小組及個別組員門徒生命邁向成熟的途徑。 

外展期的最終目標，是小組進入分組的階段。若小組原來有

12 人，分組後 6 人一組，然後再邀請最多 6 人進來組成新

組，把先前小組的生命，延續在新的一組裡面，引導其他新

組員共享在靈裡甜蜜的團契。新的小組，從認識期到合群

期，一定比先前來得容易，因為已經有舊的組員作為基礎。

小組若正準備要分組，務必要和小組的輔導或教會同工聯

繫，教會會指導正確的步驟、供應所需的資料，確保分組的

過程盡善盡美，化不捨的心情，成為彼此同工的祝福。 

 

上帝在造人的時候，囑咐人要「生養眾

多、遍滿全地」。因此，我們的目標不

是「關閉而自滿」，而是在靈裡面「生

養眾多」、且「遍滿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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