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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健康小組  

(I) 聖經中的小組 

摩西設立十夫長、百夫長 

「第二天， 摩西 坐着審判百姓，百姓從早到晚都站在 摩西 的左右。 摩西 的岳父看見他向百姓所做

的一切事，就說：「你向百姓做的是甚麼事呢？你為甚麼獨自坐着，眾百姓從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

呢？」 摩西 對岳父說：「這是因百姓到我這裏來求問神。 他們有事的時候就到我這裏來，我便在兩

造之間施行審判；我又叫他們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 摩西 的岳父說：「你這做的不好。 你和這些

百姓必都疲憊；因為這事太重，你獨自一人辦理不了。 現在你要聽我的話。我為你出個主意，願神與

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將案件奏告神； 又要將律例和法度教訓他們，指示他們當行的道，當

做的事； 並要從百姓中揀選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誠實無妄、恨不義之財的人，派他們作千夫長、

百夫長、五十夫長、十夫長，管理百姓， 叫他們隨時審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這裏，小事他們自己

可以審判。這樣，你就輕省些，他們也可以同當此任。 你若這樣行，神也這樣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

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歸回他們的住處。」 於是， 摩西 聽從他岳父的話，按着他所說的去行。 摩西 

從 以色列 人中揀選了有才能的人，立他們為百姓的首領，作千夫長、百夫長、五十夫長、十夫長。 

他們隨時審判百姓，有難斷的案件就呈到 摩西 那裏，但各樣小事他們自己審判。 此後， 摩西 讓他

的岳父去，他就往本地去了。」（出埃及記 18:13-27 ) 

耶穌設立十二門徒  

「耶穌上了山，隨自己的意思叫人來；他們便來到他那裏。 他就設立十二個人，要他們常和自己同在，

也要差他們去傳道， 並給他們權柄趕鬼。」(  馬可福音  3:13-15  )         

耶穌挑選十二門徒 

「那時，耶穌出去，上山禱告，整夜禱告神； 到了天亮，叫他的門徒來，就從他們中間挑選十二個人，

稱他們為使徒。」（  路加福音  6:12-13 )          

早期教會 

  「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 門徒 約添了三千人，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

擘餅，祈禱。 眾人都懼怕；使徒又行了許多奇事神蹟。 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 並且賣了田產、

家業，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地在殿裏，且在家中擘餅，存着歡喜、誠實

的心用飯， 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使徒行傳  2:41-47 )   

反思： 

作為小組組長，經歷了神的恩典，又領受了神以上關於團契小組的教導，你對小組有沒有新的體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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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什麼是小組？ 

什麼是小組?  What is small group?  

 A small group is a weekly gathering of three or more people who meet in a home, school, or workplace. 

They hang out, study the Word, and pray together.  Groups come in all shapes and sizes – married couples, 

singles, men’s, women’s, kids, no kids, workplace, under 20, over 40 - the list goes on!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in life, it is important to have a group of people you get together with on a weekly basis to study 

God’s Word and have fun!                                       (Rick Warren; “ What is Small 

Group?”) 

 小組是在特定的時間內,面對面聚會,有共同的目的,以聖經真理為基礎,不斷追求屬靈生命的成長。小組不要以

活動為中心,失去以聖經為基礎之屬靈特性;也不要衹有聖經知識的供應,而缺乏生命與生活的操練。組長雖然

接受神的呼召作一個帶領者,並不代表凡事上都比組員强,他/她需要組員的支持及代禱,同心活出彼此相愛的見

証。                                                             (RHCCC; DNA guideline) 

健康小組的標記 (使徒行傳 2:42-47） 

1. 一同研讀聖經 （遵守使徒教訓） 

2. 一同分享生命 (彼此交接） 

3. 一同紀念主耶穌 (擘餅) 

4. 一同祈禱 

5. 一同敬拜 (讚美神） 

6. 一同為主作見證 (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7. 一同慷慨服侍 （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 

(Rick Warren; "Seven Marks of a Healthy Small Group" ) 

一同、合一 

 

「從今以後，我不在世上，他們卻在世上；我往你那裏去。聖父啊，求你因你所賜給我的名保守他們，

叫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一樣 .........我不但為這些人祈求，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信我的人祈求， 使

他們都合而為一。正如你父在我裏面，我在你裏面，使他們也在我們裏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來。 

你所賜給我的榮耀，我已賜給他們，使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合而為一。 我在他們裏面，你在我裏面，

使他們完完全全地合而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來，也知道你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約翰福音 

17:11-23） 

反思： 

1. 為什麼要「一同」？ 

2. 我的小組健康狀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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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如何建立健康的小組？ 

「我照神所給我的恩，好像一個聰明的工頭，立好了根基，有別人在上面建造；只是各人要謹慎怎樣在

上面建造。 因為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此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哥林多前書 3:10-11） 

「所以，凡聽見我這話的，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 雨淋，水沖，風吹，撞着那房子，

房子總不倒塌，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馬太福音 7:24-25 ) 

 

如何建立健康及屬靈成長的小組？ 

1. 追求生命改變: 從聖經真理，學習仿效耶穌基督，讓聖靈工作，使小組成員有生命成長。 

2. 門徒訓練和組員關顧：兩者兼顧。「你們該彼此勸慰，互相建立」(帖前 5:11） 

3. 建立真誠無偽的關係：若果只是為了保持良好的友誼闗係，不敢用愛心說誠實話，彼此問責 ， 

是很難有屬靈成長。 

4. 處理小組成員的紛爭和不同的意見：「所以，你們要棄絕謊言，各人與鄰舍說實話，因為我們是

互相為肢體。 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 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 .....污穢的言語一句

不可出口，只要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叫聽見的人得益處  ....一切苦毒、惱恨、忿怒、嚷鬧、

毀謗，並一切的惡毒 ，都當從你們中間除掉； 並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正如

神在基督裏饒恕了你們一樣。」(  以弗所書  4:25-32  )         

5. 鼓勵服侍神和人：若果組員只顧及追求聖經知識，或單為自己及自己所愛的人禱告，忘記要謙卑

服侍和愛其他人，也是很難有屬靈成長。 

6. 諦造一個有愛和包容的小組環境：開放小組給其他弟兄姊妹及尋道的朋友。(open chair policy)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你們若

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翰福音  13:34-35  )     

(Bill Donahue; "Leading Life-Changing Small Group" ) 

 

反思：你可否想到一些實際行動在小組推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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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有效的小組 和 無效的小組 

有效的小組 無效的小組 

目標清晰，並且能使個人目標盡量與全組目標

互相配合而作出修改；目標是集體訂定的。 

組員接納既定的目標；目標是由精英訂定。 

溝通是雙向的；強調意見和感受均需坦誠而準

確地表達出來 

溝通是單向的；只有意見被表達出來，感受

則被壓抑或忽略。 

參與和領導小組的機會平均分配給所有組員；

強調目標的達成內部的維繫和發展的轉變。 

影響力和權力由職位來決定；權力集中於權

威的職位上；順服權威是小組的規則。 

決策過程因應環境而定；在不同情況下使用不

同的方法；對二人決定會謀求意見的一致；鼓

勵參與和小組討論。 

決定是由最高權威作出的；少有小組討論；

組員的參與極少。 

爭論和矛盾是對組員的投入、決策的質素和原

創性，以及小組持續的良好工作有積極影響的

關鍵。 

爭論和矛盾被忽視、否認迴避或壓抑。 

強調人與人小組及組與組之間的行為；透過高

層次的包容愛心、接納支持和信任而促進團

結；認許個人的獨立性。 

強調組員所做到的功能；忽視團結；組員被

強行管制；高舉 「死板” 的劃一。 

 

難題解決方法的適當性高。 難題解決方法的適當性低。 

組員評估小組的果效和決定改善功能的方法；

認為目標的達成、內部的維繫與發展都是重要

的。 

小組的果效由最高權威來評估，如何改善目

標的達成也是由最高權威來決定；內部維繫

和發展被盡可能忽視；穩定高於一切 

鼓勵有效的人際交往，自我實現與創新。 鼓勵循規蹈矩、四平八穩或一板一眼的“機

械人”。 

 
小組成長的四階段 

 
 
 
 
 
 

 

探索期 
Forming 

成長期 
Storming 

外展期  
Norming 

重整期
Performing 

經 

關 顧 

使 命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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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的另兩個階段 

 

Reproduction Stage: 

小組組員增加，並且有訓練組長（apprentice leader), 現有組長或訓練組長離開現有的小組， 

另帶一個新組。 

 

Termination Stage 

舉辦一個最後的聚會，一同慶賀和感恩，組長鼓勵組員參加其他團契小組，不要停止聚會。 
 

 

 

 

 

 

(V) Small Group Covenant 
 

We agree to the following values: 

 
Clear Purpose 

To grow healthy spiritual lives by building a healthy small group community 

我們相信健康的小組群體是培植個人屬靈生命茁壯成長的根基。 

 
Group Attendance 

To give priority to the group meeting (call if absent or late) 

願意把團契和小組的聚會放在優先位置。(假若遲到或不能出席，我會盡快通知組長) 

Safe Environment 

To help create a safe and trusting place where people can be heard and feel loved 

同心建立一個安全互信的環境，讓參與者感受到被接納和被愛。 

 
Be Confidential 

To keep anything that is shared strictly confidential and within the group 

所有的分享絕對保密。 

 
Spiritual Health 

To give group members permission to help me live a healthy, balanced, spiritual life  

that is pleasing to God 

組員間互相幫助，共同建立健康及平衡的屬靈生活，討  神喜悅。 

 
 
 
 
 
The link – http://rhcccm.com/portfolio/2017-dna-trai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