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篕  璶 

筆者從 1994年神學院畢業後，便在台北救恩堂服事，並於 1995年起嘗試將

已有㆕十餘年歷史的傳統教會轉型為小組教會。當時所採用的是所謂「葉忒羅小

組」的模式，感謝㆖帝的恩典！經過了數年，教會逐漸能突破傳統的包袱，在質

和量㆖皆有更新與成長。 

但是在這段推動教會轉型小組化的過程㆗，在個㆟實際的事奉經驗裡卻觀察

到小組教會㆒些在神學㆖的疑慮和事奉㆖需要繼續改進的㆞方。所以筆者開始嘗

試研究更新之道，但在研究了另㆒主流模式「G12小組」模式之後，亦認為不能

解決筆者的疑慮，所以嘗試研究另㆒新的小組教會模式。 

筆者從小組教會相關的文獻與理論研究「葉忒羅小組」和「G12小組」模式

的運作與理論，並且研析背後運作的神學與管理學相關理論。然後筆者從路德神

學的「聖徒相通」、「兩個國度」、「十架神學」與「信徒皆祭司」等理念對㆒般傳

統教會與現有主流小組教會進行省思與檢視，然後提出神學研究的建議，作為將

來新的小組模式的理論基礎。 

本研究提出「成長領袖小組」作為新的小組模式，期待這新的模式能合乎神

學研究所提出的建議。該模式改變了以原本小組模式以「小組增長」作為目標導

向的作法，而改以培育信徒成為屬靈領袖作為小組的目標，並此這目標㆘，重建

教會的牧養架構和信徒裝備系統。 

本研究並將此模式置入台北救恩堂的牧養架構進行實驗。經過了 2001 年的

宣導預備和 2002 年的實際推行。從神學的檢視、統計數字的比較、強弱項的評

估等方面來看，「成長領袖小組」模式是可行的、較現有小組模式更合乎神學的

理念、並且對教會健康有所助益的建造教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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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笆诀 

筆者從 1994年神學院畢業後，便在台北救恩堂服事，並於 1995年起嘗試將

已有㆕十餘年歷史的傳統教會轉型為小組教會。當時所採用的是所謂「葉忒羅小

組」的模式1，關於該模式的各項策略與運作皆在救恩堂轉型過程㆗逐㆒㆞落實。

感謝㆖帝的恩典！經過了數年，教會肢體藉著小組架構更廣泛與緊密的連結，教

會也逐漸能突破傳統的包袱，在質和量㆖皆有更新與成長。 

但是在這段推動教會轉型小組化的過程㆗，在個㆟實際的事奉經驗裡卻觀察

到小組教會㆒些在神學㆖的疑慮和事奉㆖需要繼續改進的㆞方。所以筆者開始嘗

試尋求更新之道。 

筆者於 1999 年在推動台灣教會小組化的「牧者訓練㆗心」研習時，初次接

觸另㆒新的小組模式：「G12小組」。當時台灣的相關㆗文資料尚不夠多，所以筆

者開始藉著網際網路、外文書籍、其它教會推動 G12 小組的相關資料、… 等，

來認識「G12小組」模式，希望能夠改進原本在救恩堂所推動的「葉忒羅小組」

模式所面臨的㆒些可能問題與疑慮。 

在廣泛閱讀與初步研究之後，發現「G12小組」模式與「葉忒羅小組」模式

的運作策略㆖互有優劣，但是對於筆者之前在實際事奉的經驗㆗所觀察到在神學

㆖的疑慮卻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因此，筆者希望藉著在㆗華福音神學院教牧博

士科研讀的機會，進行相關的小組教會模式研究。希望能夠針對神學㆖的疑慮以

及實際的需要作進㆒步的探討，並且能實際㆞運用在教會的事奉㆗。 

                                                
1 關於此處的「葉忒羅小組」以及㆘文的「G12小組」模式，將在第㆓章時再作詳細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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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要解決㆖述神學疑慮和事奉需要的問題，應該嘗試另外建立㆒個新

的小組教會運作模式。經過了初步探討之後，筆者嘗試研究建立㆒個有別於現在

主流小組模式的「成長領袖小組」，希望這新的模式能對於教會的建造更有幫助。 

關於研究「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動機，在此可更進㆒步㆞分別由「源於神

學㆖的㆒些疑慮」以及「源於教會事奉的實際需要」兩個部份來詳述說明筆者對

現有小組教會主流模式的觀察與省思，如㆘所述： 

1.1.1   厩 ㄇ好納 

雖然近代的小組教會運動針對了㆒般教會的問題提出更新之道，帶來了

教會的更新。但是筆者認為現有小組教會模式的㆒些作法在神學㆖仍有著疑

慮，應該留意改進。 

從個㆟的經歷觀察，現有小組教會模式〜不論是「葉忒羅小組」模式或

是「G12小組」模式〜皆是以「小組增殖」作為最主要的目標，因此常導致

信徒專注在聚會㆟數的多寡以及小組繁衍的數目㆖，而容易在服事㆖產生比

較與爭競的情形。 

筆者推動救恩堂轉型小組化後，發現有許多組長在現有的小組教會模式

㆘秉持著錯誤價值觀彼此爭競比較。有些組長因為自己的小組順利分增殖為

兩個小組而沾沾自喜，有些組長會因為自己所帶領的小組㆟數比別的小組少

而難過退縮；有些組長雖然盡忠負責，但是小組增長㆟數不如自己的預期，

結果灰心喪志。在看似成功的教會增長背後，其實有著令㆟憂心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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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這種爭競與比較的心態是出於㆝然的墮落㆟性，並非合乎聖

經的價值觀。今日基督徒的事奉應該是本於㆖帝的呼召和肩負的使命，而非

出於爭競和比較的動機，聖經也從未以事奉的成敗來評量㆒個基督徒的價

值。在新約聖經㆗，可以看到寡婦的兩個小錢比眾財主的奉獻來得更多（可

12：31-43）；耶穌並未認同當時較有㆞位的法利賽㆟，反倒是和罪㆟並稅吏

㆒同坐席吃飯（太 9：9-13）；… 聖經有許多的經文都清楚㆞顯明擁有正確的

態度更比成績的高低重要的更多。 

現有小組教會的模式吸納了許多現代管理學的觀念作為其發展的策

略。但是這些管理的觀念並不能完全適用於教會，就像葉忒羅小組模式強調

在㆒定期間小組㆟數能增長分殖為兩個小組的作法，雖然會帶來組織成長的

動力，但是也加強了罪性的爭競比較。信徒們服事是基於業績的要求，而非

忠於福音的呼召，服事的背後常是高舉自己，而非是高舉㆖帝。 

現有小組教會模式以「小組增殖」作為目標的運作方式，使得信徒和教

會容易陷入爭競比較的錯誤價值觀，整個小組與教會的運作受到「功利主義」

的影響，而蒙㆖㆒層「業績」的色彩。信徒在這樣的教會服事㆗，長此以往

㆘去，常會有因爭競而起驕傲、因比較而受傷害、… 等等情形出現。因此這

種目標及其影響在神學㆖是值得讓㆟疑慮與留意之處。 

另外，在筆者實際事奉與接觸其它牧者的經驗㆗，觀察到現有小組教會

模式很容易使㆟注目在組織架構與策略運作㆖。好像只要在教會推動這樣的

組織架構和運作策略，教會就會得到建造增長。這樣的想法，似乎是將教會

當作是需要某種管理良策便可振衰起蔽的企業組織，而忽略了教會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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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雖有世俗社團組織的外觀樣貌，但卻是屬靈的信徒群體，因此和世

俗的組織有著本質的不同。這種只注重技術層面的架構或策略運作教會建造

心態，很容易使得教會逐漸遠離高舉與敬拜㆖帝的本質，而偏向成為倚重策

略的世俗化類企業組織。在神學㆖，落入了「榮耀神學」2的陷阱㆗，而非

倚靠㆖帝的大能，這是在神學㆖是值得疑慮與改進之處。 

現有小組教會模式若不能更新與改變，雖然不㆒定會造成教會的立即的

偏差與錯誤，但即使教會聚會㆟數再多，卻在神學或聖經的根基㆖有所偏

差，使得教會成為㆒個追求世俗化策略的組織；或是成為㆒個充滿爭競的業

績競技場，那麼不但不討㆖帝的喜悅，也失去了教會的本質。 

所以，本文將更深入㆞探討現有小組化兩個主流「葉忒羅小組」與「G12

小組」模式的理論，並由幾個神學的角度提出修正建議，然後以這些神學的

理論為基礎，重新建立㆒新的小組模式〜「成長領袖小組」。 

這裡所謂「領袖」的意義，並非是建立在世俗概念之㆖，而是建立在聖

經㆗對於基督徒的託付和呼召之㆖，因為每位基督徒都被了賦予見證㆖帝榮

耀與宣揚㆖帝恩典的使命。但這屬靈領袖並非是如世俗領袖㆒般㆞高舉自

己、操弄職權，藉以控制他㆟，而是懷抱著如保羅所說：「我們原不是傳自

己、乃是傳基督耶穌為主、並且自己因耶穌作你們的僕㆟」（林後 4：5）那

般的心志。筆者認為今日教會應加強培育信徒生命成長的策略，使其能成為

懷抱僕㆟心志、肩負㆖帝見證使命的屬靈領袖。 

                                                
2 原文為 Theologia gloriae ，或譯：「華麗神學」、「輝煌神學」，參：俞繼斌編，《管窺十架神
學》（新竹：信神，1997），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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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期待這「成長領袖小組」的新模式能修正現有的小組教會主流模式

〜「葉忒羅小組」和「G12小組」模式在神學與聖經價值觀㆖可能出現的缺

失，改變原來追求「小組增殖」的作法，不以追求㆟數增長作為主要目標。

這新的小組模式要能跳脫業績主義的色彩和注重策略與組織的唯技術論，以

高舉和倚重㆖帝恩典作為教會建造的信念，並將小組的目標放在培育信徒的

生命成長，使每位組員都能被培育成㆒位合神心意的屬靈領袖。 

1.1.2  毙穦ㄆ 龟悔惠璶 

筆者在救恩堂推動小組化的過程㆗，發現在教會日漸增長的背後，仍然

有㆒些問題尚待面對與解決。筆者曾廣泛調查詢問救恩堂同工對於這些問題

的看法，教會同工對這些問題的㆒般意見認為最主要關鍵就是教會無法提供

足夠組長等級的同工3。因此教會的「信徒領袖培育」，便是當今教會必須重

視的實際需要。 

因此，筆者本文提出小組新模式〜「成長領袖小組」，以培育領袖作為

主要的目標，期待能修正了現有小組教會模式在神學理念與聖經價值觀㆖可

能出現的缺失，也能因著目標的改變，產生連動性的影響，使小組的策略、

計畫與實作都能隨之變動，使得教會的實際需要能夠得到有效的滿足。 

關於㆖述筆者曾論及教會所面臨的問題以及對於問題關鍵的觀察與歸

納，可以從分由㆘述㆔方面說明之： 

                                                
3  筆者在 2001年 4月的全教會小組同工會㆗以分組討論的方式徵詢並匯集同工意見，在整理
各組報告內容的時候，得到這㆒個共同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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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 眖瑍籔∕в 计ゑ耕芠诡 

近幾年救恩堂舉行的佈道會皆有多㆟決志，以 2000 年為例，該年

曾舉辦㆔次全教會佈道會，當場決志㆟數共計約有㆕百多㆟。但是從事

後跟進的統計數字來看，這些在佈道會決志信主的㆟繼續參加教會聚會

的㆟卻不到總數的㆕分之㆒。另外，2000 年救恩堂全年受洗㆟數計為

88 ㆟，與該年佈道會決志信主的數目有相當差距。分析受洗者背景，

發現其㆗是在救恩堂佈道會決志信主居然不到㆒半4。 

曾有學者認為小組的架構可以比㆒般傳統教會更有效㆞解決新㆟

流失的現象5，但是從最近㆔年救恩堂佈道會決志㆟數、繼續參加聚會

㆟數以及受洗㆟數進行比較，可以發現新㆟信主的流失問題仍然嚴重。 

這問題是普遍性的，近年來在世界各㆞小組教會在實際發展㆗也有

類似的現象6。㆒般認為，這問題不是出在小組教會的架構㆖，而是出

在缺乏信徒同工的問題。小組教會研究學者彼得．魏格納曾說過：「有

㆟說，細胞小組是培育領袖的㆞方，然而，即使是最好的細胞小組教會

往往都缺乏領袖，而使得大部分可收割的庄稼流失」7。 

                                                
4 關於㆖述這些統計數字，可詳參：台灣信義會救恩堂，「教會概況統計」，《救恩堂 2001年教
友大會手冊》（台北：信義會救恩堂，2001年 1月），頁 3-4。 

5 詳見：Larry Stockstill, The Cell Church (Ventura:Regal Books,1998), pp. 22-24, 其㆗指出小組模
式關起了教會傳福音的「後門」（closing the back door to the church），讓決志的新㆟可以在小
組㆗受到較好的關顧而繼續留在教會。 

6 全球小組教會在新㆟跟進㆖，若能有 20%的決志之新㆟的保留率，便算是很好的狀況。參：
鄺健雄，「開拓新小組」，《牧訊》，第 20期（2000年 4月），頁 1。 

7  見：Joel Comiskey, Leadership Explosion (Houston: Touch, 2000), 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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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小組架構雖然好像比傳統教會更能容納新㆟，但是因為信徒同

工的缺乏，單靠組長㆒㆟或少數小組同工無法有效跟進眾多在小組信主

的新㆟，所以常常組長與同工們力不從心，只好眼看著新㆟流失。因此

現有的小組模式需要作㆒改變，需要能培育出更多的信徒成為小組的領

袖，來解決這方面實際的需要。 

1.1.2.2 眖盧籔舱 计ゑ耕芠诡 

在筆者於救恩堂推行小組化的過程㆗，小組聚會㆟數的增長率遠高

於主日崇拜㆟數增長的速度。這狀況不單是救恩堂的獨特情形，其他小

組教會也有類似狀況8。㆘表列出了救恩堂 1994年到 2000年的崇拜與小

組㆟數9：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ら盧  计 98 121 135 159 180 228 296 

 舱籈穦计 11 55 125 152 207 269 404 

瓜 1-1 毕 绑ら盧籔舱籈穦计癸酚 

㆖表顯示了主日崇拜和小組聚會㆟數的差距。有㆟認為這現象顯明

了小組具有強大傳福音的動力，小組成為教會傳福音的大門，新㆟先進

入小組，經過㆒段時間便會進入主日崇拜。但是另外㆒方面，從這也可

                                                
8 張復民牧師所牧養的板橋福音堂便有類似的狀況，他在 2002年 11月的「第㆔屆亞洲華語信
義宗教會領袖交流研討會」㆗便曾說過他們教會近年來小組聚會的㆟數皆多過主日崇拜的㆟

數。參：基督教台灣信義會，《第㆔屆亞洲華語信義宗教會領袖交流研討會》（苗栗：大衛營，

2002），第㆓堂交流座談會錄音帶。 

9 見：台灣信義會救恩堂，「教會概況統計」，《救恩堂 2001年教友大會手冊》（台北：信義會
救恩堂，2001年 1月），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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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小組牧養需要加強，好讓小組員能夠很快㆞委身於崇拜聚會。 

信徒從參加小組到穩定參加崇拜，代表著屬靈的成長。但是在現有

小組模式㆘，信徒的成長跟不㆖小組的增多，組長要關顧許多新㆟與組

員，在分身乏術㆘而倍感吃力，所以會出現這種落差的狀況。因此，教

會要更廣泛㆞培育信徒成為小組同工，才是這問題的根本解決之道。 

1.1.2.3 眖舱籔 计ヘゑ耕芠诡 

㆘表是救恩堂 2001年初的統計，顯示了救恩堂從 1995年轉型小組

化架構以來，救恩堂小組與小組長對照數目10：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沧舱计ヘ 1 3 15 22 29 32 42 

沧獺畕舱计* 0** 1 8 12 15 24 34 

 *ヴㄢ舱 獺畕舱璸     **讽パ肚笵踞ヴ舱  

瓜 1-2 毕 绑舱计ヘ籔舱计癸酚 

從㆖表對照比較可以明顯看到，救恩堂的小組增長顯得較為快速，

但是信徒領袖培育的速度卻相對緩慢。因此，在實際的狀況㆗，常會有

㆒些組長需要兼顧帶領兩個小組、甚至到㆔個小組的情形。所以，組長

有時會出現「疲累耗竭」的狀況，另外，也會有為了填補小組增長所帶

來的領袖空缺，而發生不適任的㆟擔任組長的情事。 

                                                
10  見：台灣信義會救恩堂，「教會概況統計」，《救恩堂 2001年教友大會手冊》（台北：信義會
救恩堂，2001年 1月），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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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探討這現象的原因，可以發現是源於現有小組模式在培育同工

的方式有本質㆖的缺失。當教會的小組快速拓展之時，原來小組模式無

法有效㆞培育足夠的信徒領袖來滿足小組的需求，若教會看重信徒領袖

具備較佳的素質時，這種情形將更顯捉襟見肘。因此，筆者嘗試研究建

立「成長領袖小組」模式，期待藉此能夠教導信徒能懷抱㆖帝僕㆟的心

志，成為投入事奉的屬靈領袖，使得這方面的問題能夠解決。 

1.2 ╯ ヘ  

本文將在救恩堂現有的小組基礎㆖進行研究，嘗試建立㆒個新的小組教會模

式〜「成長領袖小組」，並實際進行實驗與評估。「成長領袖小組」模式將以信徒

質的成長取代小組量的增加作為教會的目標，以信徒裝備取代原來的小組運作作

為重心。期待這新的模式能使得教會更為健康的、質量並重㆞成長，不但能符合

神學的檢視與聖經的價值觀，也能滿足教會實際的需要，培育每㆒位信徒成為合

神心意的屬靈領袖，藉此落實㆖帝所託付教會與信徒「影響別㆟信主」，「帶領別

㆟在主裡成長」的大使命11。 

1.3 ╯ 絛瞅 

因本研究的重點，故分由理論與實驗兩個方面說明來研究的範圍，如㆘所述: 

                                                
11  ㆒般稱馬太福音 28：19〜20「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
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為基

督徒的大使命。對於大使命的應用，在神學、教牧或宣教方面或有不同著重的要點。而筆者

在此主要以教牧的角度，將這段經文的應用歸納為「影響別㆟信主」、「帶領別㆟在主裡成長」

兩個重點，來幫助信徒能夠在生活㆗實踐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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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瞶阶 ╯ 

在理論研究的部份，本文將首先著重在認識小組的理論基礎。藉著廣泛

閱讀小組化教會相關文獻、對目前的小組教會的兩個主流模式：「葉忒羅小

組模式」以及「G12小組模式」進行較為深入的探討以及進行研究比較。至

於其他範疇的相關小組理論，如社會學科的群體行為、心理學科的團體治

療、… 等等的小組相關理論，若與這兩種主流模式無甚關連、則不予討論。 

其次，本文將從神學的部份對現有小組主流模式進行省思與批判，並藉

此研究作為「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神學基礎。不過神學理論浩瀚廣繁，因

為筆者的神學立場，所以主要由路德神學的角度來進行神學性研究。 

1.3.2 龟筋 ╯ 

本文將以「成長領袖小組」的修正模式來建構與現有主流小組模式不同

的小組化教會。因為現今教會界實際的狀況，較難在其他教會推行無成功先

例的大規模的轉型實驗，故只能先在筆者所服事的教會〜台北救恩堂先進行

實驗試行，因此，本文將以台北救恩堂為例，進行實驗研究與評估。 

1.4 ╯ よ猭 

今將本文研究的方法，分由理論、實驗與評估㆔個部份簡介之，如㆘所述： 

1.4.1 瞶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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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首先將進行「小組教會」的研究，藉著探究現有小組教會文獻

與理論，對目前的兩個小組教會主流模式〜「葉忒羅小組」模式與「G12

小組」模式進行較為深入的探究，以便認識與掌握目前小組教會建造的神

學理念、理論基礎、精神原則與運作模式。 

然後，本文亦將進行對現有小組教會模式的神學性研究，筆者將嘗試

從路德神學的角度來檢視現有小組教會模式的運作，並依此提出修正的建

議，來作為建構「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神學基礎。 

1.4.2 龟喷   

本研究將實際㆞將「成長領袖小組」的模式建構起來，包括牧養的組

織、目標的設定、信徒的成長、裝備的策略、事奉的架構、小組的類別、…

等等，使神學理論研究的建議部份可以轉化為小組的運作模式，而成為具

體可行的方案。 

除了將神學理論轉化為具體可行的模式方案之外，本研究亦將實際㆞

進行實驗，將此「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置入台北救恩堂的牧養架構㆗推行，

以便進行觀察與評估。 

關於此實驗的推行可以分作以㆘㆔個時期： 

1. 預備期 

    為了能夠順利㆞在教會㆗推行，所以筆者在 2001 年 2 月〜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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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在救恩堂進行轉型的預備，藉由主日講壇、研習會等活動進行溝通

與教導，此為「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預備期」。 

2. 實驗期 

筆者在 2002年 2月起，正式㆞將「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置入於救

恩堂的牧養架構㆗，全教會的小組皆以此模式運作，預定到 2003年 2

月之後，將再進行實驗的評估。這從 2002年 2月到 2003年 1月，為

期㆒年的時間是為「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實驗期」。 

3. 評估期 

經過了㆒年在救恩堂的正式實驗運作之後，本研究訂定在 2003

年 2月開始進行「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實驗結果的評估、分析與歸

納。此段時間為「實驗評估期」。 

關於本段所述實驗更詳細的說明，也就是「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設

計與實施，因將在本論文的第㆔章㆗介紹，故在此不再贅述。 

1.4.3 蝶︳   

在「成長領袖小組」模式正式在救恩堂實驗之後，也就是 2003 年 2

月之後，便進行對這模式實驗的研究評估。關於本研究的評估，可以分作

以㆘㆔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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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本研究將進行神學性的觀察評估。由於神學性評估較難量化，

所以筆者主要是由對於教會與小組的狀況進行直接觀察以及從帶領小組

同工的回應來檢視「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是否符合本文於理論研究時所

提出的神學建議。 

其次，本研究將實際㆞以「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來設計評估研究的架

構。在此研究架構㆘，對於救恩堂推行「成長領袖小組」前後各個變項的

統計數字變化進行比較，以便檢驗假設是否成立﹖了解這新的模式所帶來

的影響，是否能在質與量㆖帶來教會突破現狀的發展﹖ 

最後，筆者將對「成長領袖小組」模式與傳統教會和現有小組教會模

式相較，進行綜合比較式的評估，以便了解相對的強弱項與優缺點。這樣

不但可以更明白本次「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研究的成效，也能作為將來改

進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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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管理幅度 

2.5.4 組織生命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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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第㆓次世界大戰以後，以小組作為社群的基本單位，在社會各類學科與

機構皆蔚為風潮。例如，在心理協談、企業組織、或是教會機構… 等等方面，皆

不約而同㆞看重這種由㆟數不多所組成的群體所顯出的強項與優點12。 

教會在近數十年來，也逐漸重新重視這種由㆟數不多所組成的信徒群體在牧

養㆖的優點與功效。因為教會不能只在主日舉行會眾群體的禮拜，卻忽略了信徒

彼此互動的關係需求，所以，教會開始在週間其它時段推動許多不同群體的聚

會。不論稱呼這些群體叫什麼名字，以不多的㆟數為小組（group）的模式陸續

以不同的型態在各個教會㆗出現13。 

這種看重少數㆟所組成的群體模式是可以在舊約聖經以及新約聖經找到根

據的，在教會歷史㆗也可以找到有關小組模式運作的成功案例。例如，英國的約

翰衛斯理曾為了牧養的需要，將散居各㆞的教會會友十㆓㆟組成㆒班，而發揮了

極大的功效，這樣的作法便是教會歷史㆖最為眾所皆知的小組實例14。 

近數十年來，有許多教會牧者與學者投入教會增長與更新的研究，隨之而來

的是許多教會的革新運動，小組化教會運動便是其㆗之㆒。 

                                                
12 參：Theodore M. Mills, The Sociology of Small Groups（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67）, pp. 

1-2。 

13  在傳統教會㆗常可以看到這類小組，例如：查經班、㆟數不多的禱告會、各類團契、… 等等。
李樂夫甚至依著教會㆗小組的型態分為㆘列數種：「自我㆗心的小組」〜以滿足㆟自我需要

的群體，如「戒酒團契」；「自我提昇的小組」〜顧名思義，就是以自我成長為㆗心的群體，

如「媽媽成長班」；「見證小組」〜以向㆟做見證為導向的群體；「足球隊小組」〜以工作為

導向的團隊；「聖經書蟲小組」〜以查經為㆗心的群體，如「查經班」… 等等。見：Ralph 
Neighbour,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Rev. Ed. (Houston: Touch, 2000), pp. 77-84。 

14 參：華爾克，《教會歷史》，謝受靈、趙毅之譯（香港：基文，1990），頁 801。關於其它在
教會歷史㆖可以找到的小組化教會架構的案例，可參：Joel Comiskey, Home Cell Group 
Explosion（Houston: Touch, 1998）pp. 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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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波小組化教會運動所推動的內容與㆒般傳統教會最主要的差異之處便是

小組化教會強調以小組作為教會的基本單位，並以小組為教會㆗心來重建教會的

組織架構以及運作策略。因為小組化教會運動在世界各㆞逐漸開展，帶給不少教

會新的氣象與改革，而有越來越大的影響力，所以近年還曾被㆒些學者稱之為「第

㆓次的宗教改革」15。 

小組化教會運動嘗試推翻過去教會那種以崇拜為㆗心，卻忽略落實信徒群體

關係的聚會模式。這運動期待教會能重新看重信徒群體的關係，將信徒的群體事

工視為和敬拜事工同等的重要。所以小組化教會運動嘗試革新教會的傳統架構，

重新建立㆒個以信徒群體作為教會事工重心的模式。許多小組化教會的牧者相信

這樣的改革合乎㆖帝對教會的心意，並能帶來教會的健康成長與榮耀見證。 

小組化教會運動發展至今，出現兩股主流：「葉忒羅小組」模式與「G12 小

組」模式。前者以韓國與新加坡的小組教會為代表；而後者以最近㆒些美洲與印

尼的小組教會為代表。 

台灣的教會在 1970 年代便曾經接觸與學習過韓國教會的「葉忒羅小組」模

式，但可惜後來大多不了了之，不見後續發展。1990 年代㆗期，受新加坡教會

的影響，台灣㆒些教會重新學習「葉忒羅小組」模式，近年；來，「G12 小組」

模式又成為另㆒波風潮。 

                                                
15  參：William Beckham, The Second Reformation,（Houston: Touch, 1997）㆒書。作者在該書
㆗強調㆞方教會應該活出聖經㆗教會所呈現的各項面貌，但這整全的面貌卻因為傳統的包袱

而顯得支離破碎、無法整合。教會小組化的精神其實是回歸聖經原來的教導，小組化的模式

使得教會能夠整合而更新、能夠完整實踐聖經㆗教會應有的功能。第㆒次宗教改革主要是神

學得到更新與歸正，使得基督的信仰得到澄清與確立；而第㆓次的宗教改革，則是教會本身

要進行更新與歸正，好使得基督的身體能夠健全的成長，也能夠顯出應有的榮耀見證。作者

引用 J.B Libano 的話作為說明：「小組不是㆒個建造教會的方法，它就是教會本身應有的原
型」。見：William Beckham, The Second Reformation,（Houston: Touch, 1997），p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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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推動教會小組化的時候，不管是哪㆒個模式，教會牧者都應該對小組

化教會的精神與原則進行深入的了解，這樣才能真正的吸收和轉化，使小組模式

真成為自己教會的生命養分，使得教會能夠因著這樣的應用與革新，而帶來真正

質與量的健康與成長。 

因此，本文在此將介紹與探討小組化教會的主要的相關文獻與理論，希冀藉

此能夠對這現有小組教會的主流模式以及其理論基礎有較為深入的認識，並且作

為將來建立「成長領袖小組」新模式的參考。 

2.1  手 舱家  

葉忒羅（Jethro）模式是在 1960年代㆗期由韓國趙鏞基牧師所牧養的㆗央純

福音教會所創始發展的。這是以往台灣許多小組化教會所採行的模式，也是目前

世界運作最成功的小組模式之㆒。 

關於「葉忒羅小組」模式的文較為豐富，1970 年代關於小組的著作皆屬此

類。在眾多的著作當㆗，最具代表性的當屬趙鏞基所著有關家庭小組的書籍。最

近十年，關於「葉忒羅小組」模式的文獻，則以 Ralph Neighbour、Carl George以

及鄺健雄等㆟的著作較具代表性。 

但因相關著作頗多，內容繁雜又常有重複性，無法㆒㆒分別詳盡介紹，所以

筆者在此便將這些相關文獻的內容分類整理為「葉忒羅小組」模式的「聖經的根

據」、「基本的架構」、「運作的方式」以及「發展的概況」等㆕個部份，以便作系

統性的整體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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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竧竒 ㄌ沮 

「葉忒羅小組」模式的名稱便標明了這模式在聖經㆗的依據。葉忒羅是

摩西的岳父，在摩西疲累不堪的時候給予管理的良策，幫助摩西能夠更有效

率㆞管理眾多的以色列百姓。而「葉忒羅小組」模式便是將當時葉忒羅對摩

西管理以色列㆟的建議轉化為現今教會架構的模式16。 

在出埃及記十八章㆗，摩西的岳父葉忒羅向他獻策說： 

硂  ㎝硂ㄇκ﹎  痟疚 硂ㄆび 

縒快瞶 瞷璶 и 杠и 種

腀籔璶蠢κ﹎ 玡盢ン 

璶盢ㄒ㎝猭毙癡ボ讽︽ 笵讽 ㄆ

璶眖κ﹎ 磟匡  碞琌穛港龟礚

 竡 癩  ひκひ ひひ

恨瞶κ﹎繦糵κ﹎ㄆ 璶硂柑ㄆ

糵硂妓碞 ㄇ讽 ヴ

璝硂妓︽硂妓㎎碞眔硂κ﹎ 

  耴 矪17 

 

結果，摩西聽從了岳父葉忒羅的建議，將以色列㆟十㆟分為㆒個小組，

每㆒個小組有㆒位十夫長負責管理，然後每五個十夫長由㆒位五十夫長負責

管理，… 以此類推。摩西建立了㆒個可以有效管理以色列㆟的架構。我們可

以在出埃及記看到這樣的架構，顯然有效㆞解決了摩西治理整個以色列民族

的問題。 

                                                
16 關於最初將此出埃及記的架構完整落實於現代教會的，便是趙鏞基牧師。關於他對這段聖經
的解釋與應用，詳參：參：趙鏞基，《成功的家庭小組》，曾秀敏譯（高雄：臺灣教會增長促

進會，1991），頁 13-18。 

17 出埃及記 18：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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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忒羅小組」模式便仿效㆖述聖經出埃及記的內容。將十夫長、五十

夫長、百夫長轉化為由小組長、區長、區牧、… 建構起來今日的教會組織。

其組織就如㆘圖㆒般的金字塔結構，這便是「葉忒羅小組」模式的教會基本

架構。 

 

 

 

 

瓜 2-1  手 舱家  娥琜篶 

小組教會的學者曾另外提出了㆒些其它經文作為「葉忒羅小組」模式的

聖經支持。例如，耶穌召聚十㆓門徒，以㆒個小組的模式來推展事工；初代

教會剛形成時，數千㆟在耶路撒冷各個家庭㆗舉行聚會，當時在家庭㆗的聚

會便是小組的模式；… 等等18。 

香港牧者梁廷益博士曾說：「在舊約裡，㆖帝透過摩西治理以色列㆟的

方法，將細胞小組教會的模式向㆟顯示」19。雖然這種說法在解經㆖可能尚

待斟酌，但是從他所說的話，我們可以確切㆞明白「葉忒羅小組」模式的主

要聖經依據便在於此。 

                                                
18 關於更完整與詳細的聖經相關經文討論，可參：李樂夫，《細胞小組教會的聖經根據》（新加
坡：國際細胞小組教會研習講義，1997），頁 5-10。 

19 見：梁廷益，《細胞小組教會組長指南（㆖）〜理論篇》（Houston：福音證主，1998），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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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膀  琜篶 

如㆖文所述，「葉忒羅小組」模式仿效出埃及記的架構，轉化為今日教

會的牧養組織。這類的小組教會將會友 7〜15㆟左右成立㆒個小組，由㆒位

小組長負責牧養，這小組長便像是當年的十夫長。將五個小組形成㆒個分

區，由㆒位區長負責牧養，這區長就像是當時的五十夫長。將五個分區形成

㆒個牧區，由㆒位區牧負責牧養，就像當時的百夫長、… 以此類推。 

「葉忒羅小組」模式因此有著像金字塔型㆒般的架構，這金字塔的頂端

就是教會的主任牧師。因為這架構主要以數字 5 作為每個階層的控制幅度

（control span）20，所以這小組模式又有另外㆒個稱號：5X5架構21。從㆘面

的圖表，可以很清楚㆞了解這種小組教會的架構。 

 

 

 

 

 

瓜 2-2  手 舱家 琜篶 璶瓜ボ 

                                                
20 這是管理學所用的專有名詞。span所指的是在㆒個組織㆗所控制的幅度大小。見：Stephen 

Robbins，《組織行為學》，李青芬等譯（台北：華泰，1995），頁 765-766。 

21 Joel Comiskey, Groups of 12（Houston: Touch, 1999.）pp. 15-16. 

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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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笲 よ  

在「葉忒羅小組」模式㆗，小組是教會除了崇拜之外，最重要也是最基

本的運作單位。William Beckham 便曾指出傳統教會因為只重視敬拜，所以

是「單翼」的教會，無法振翅飛翔。而小組教會平衡㆞強調大型的會眾崇拜

和小型的小組聚會，這兩個項目就如同小組教會的兩隻翅膀，當教會能夠振

開這兩隻雙翅時，便使得教會能夠飛翔高空22。從他的論述㆗，可以很明白

看到「葉忒羅小組」模式在教會運作的兩個重點：「崇拜」與「小組」。 

因為崇拜係㆒般傳統教會所熟悉的項目，小組教會的崇拜運作方式亦與

㆒般教會差別不大，因此在此不再多加討論，以㆘簡要將「葉忒羅小組」模

式的小組運作進行方式簡介。 

2.1.3.1 舱 祇甶ヘ夹 

「葉忒羅小組」模式的概念就是：「小組就是教會」23。因為小組

具備了教會的基本功能，所以小組的發展目標是多元的。小組要發展組

員與組員之間的關係，小組要裝備造就組員、小組要建立組員之間互助

的事奉，小組要關顧與滿足組員情感與各方面的需要、… 等等。換句話

說，「葉忒羅小組」模式希望小組能夠具備了教會所有的基本功能，讓

組員參加了小組就尋得了基本與整全的教會生活。 

                                                
22 關於這方面的詳細討論，可以參見：William Beckham The Second Reformation, (Houston: 

Touch, 1997), pp. 59-80。 

23 這是鄺健雄牧師的名言，鄺健雄，《使徒性小組教會》，葉子芬譯（新加坡：國際特詢事工，
2000），頁 35。關於「小組就是教會」，將於後文作更詳盡的討論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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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雖然有著多元的事工，但「葉忒羅小組」模式仍有著㆒個清

楚的小組整體發展目標，那就是在㆒定的期限內24，小組能倍增分殖。 

在「葉忒羅小組」模式㆘，每個小組在㆒開始的時候，被分配了穩

定聚會的 7個㆟為原始組員，經過了㆒段時期之後，每㆒小組應該要達

到增長的目標：有 14 個㆟穩定參與聚會，也就是另外增加了 7位穩定

聚會的新組員。當小組達到此目標後，就可以分裂為兩個 7㆟所組成的

新小組，然後再繼續㆘㆒個小組的生命週期。 

換句話說，小組最主要的發展目標就是在㆒定的期限內從 7㆟成長

到 14個㆟，然後倍增分殖為兩個新的小組。 

2.1.3.2 舱 籈穦祘 

如前所述，教會是以小組為最主要的㆗心。因此教會的聚會與活動

皆透過小組而進行，而教會也藉著小組提供最主要且基本的牧養。在每

週小組的聚會㆗，都包括了交誼、敬拜、讀經與傳福音等性質的內容。

這使得組員在每㆒次的小組聚會㆗都能夠獲得整全平衡的需要的滿

足，而不會有㆒曝十寒的缺失和遺憾。 

台灣的多數小組教會，最熟悉的當為新加坡堅信浸信會的聚會程

序。該教會發展出來的小組聚會程序稱為 4個W：Welcome歡迎時間、

                                                
24 小組從開始到倍增分殖的期限，各教會略有出入，普遍是從 6個月到 12個月為㆒期。參：
李樂夫、王利民。《細胞小組教會組長手冊》（香港：高接觸，1994），頁 214；梁廷益。《細
胞小組教會組長指南（㆖）〜理論篇》(Houston：福音證主，1998)，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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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ship敬拜時間、Word話語時間和 Work工作時間。該教會期待信徒

在每㆒次的聚會㆗都能滿足這㆕方面的需要。今將這 4 個 W 聚會程序

用㆘表來簡要㆞表示各項程序的對象、目的與意義25。 

 癸禜 ヘ  種竡 

瘆  (Welcome) ðㄤ舱  ミ籔 闽玒  瘆筳灰荐初 

穛  (Worship) 舱ð ┰籔 闽玒 穛苂舦ㄆ 

杠粂  (Word) ð舱  闽玒 縀纘  竧竒ミネ㏑ 

  (Work) 舱ð 赤艶活 ミ舱闽玒  禜だㄉ 龟笵 

瓜 2-3 舱籈穦 祘  

不過世界各㆞的小組教會對於如何在㆒次聚會㆗可以涵括這些不

同的程序內容，有著不㆒樣的安排。這可能和教會所處的社會、環境與

文化有關。 

例如，同樣是新加坡的小組教會，康希牧師所牧養的城市豐收教會

卻有不同的作法。他們的聚會可以 5個W來表示：Welcome歡迎時間、

Worship敬拜時間、Warmth暖身時間（個㆟見證的時段）、Word話語時

間以及Work工作時間。 

另外，韓國㆗央純福音教會的小組聚會也不像新加坡的小組教會是

以破冰或歡迎等熱鬧、聯誼的活動作為小組聚會的開始。該教會的小組

聚會反而是以安靜默想作為開始，來預備組員的心。該教會小組聚會的

                                                
25 在堅信浸信會的㆒般小組聚會有 4W：交誼Welcome、敬拜Worship、話語Word 和工作Work 
等㆕個時段。這是由新加坡堅信浸信會的蕭樹慶牧師所創定的，其他的小組教會在內容程序

㆖可能與這 4W有些出入，不過，大體而言，便是以這 4W為主要聚會內容。參：麥錫康，
「詳述小組的內容」，《小組交流站》（1998年第㆕季），頁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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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依序是：默想時間、敬拜時間、研經時間、奉獻時間、團契時間與

閉會禱告26。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各㆞的小組教會聚會程序類似與相異的㆞

方。若與傳統教會的團契相較，小組教會最不同的是，㆒般小組的每週

例會是以該主日的講台信息與經文作為話語時間的主題。因為小組的目

的就在激勵行道，所以希望藉著這種方式能夠將經文更深化㆟心，應用

於實際生活㆗，並能互相激勵行道27。 

2.1.3.3 舱 ネ㏑秅戳 

在「葉忒羅小組」模式㆗，特別強調每㆒個小組都有其生命週期，

小組的生命週期大概有八個月到㆒年的時間。在這生命週期㆗，小組從

彼此陌生到形成㆒個具有默契、能合作外展的團體；由原本的七、八個

㆟增長至十㆕㆟以㆖，然後增殖分組、進入㆘㆒個新的生命階段28。 

小組的生命週期可分為探索、變遷、凝聚、外展、倍增等五個時期。

小組在這五個時期皆有不同的工作重點與面對的問題。小組教會的代表

學者 Ralph Neighbour 以㆘面稱做是「小組生命週期與動力宏觀圖」來
                                                
26 關於新加坡城市豐收教會和韓國㆗央純福音教會小組聚會的程序與比較可以詳見：Kong Hee, 

2nd International Pastor’s School 1998 (Singapore: City Harvest Church, 1998), pp. 4-3。 

27 關於小組聚會的詳細說明，可以參見：李樂夫、王利民，《細胞小組教會組長手冊》（香港：
高接觸，1994），頁 244-256以及頁 60-61。 

28 根據現代組織行為研究，任㆒組織都有如鐘型曲線（常態分配）的生命週期，㆒個組織要能

延續，就必須掌握不同階段的對應策略、以便在老化時更新組織。而小組化教會納入了這研

究的結果，而將小組生涯分為五期：探索期、變遷期、凝聚期、外展期與倍增期。關於此點

可參：Ralph Neighbour,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Rev. Ed. (Houston: Touch, 2000), pp. 
271-275以及Michael T.Dibbert, & Frank B Wichern, Growth Groups, (Grand Rapid: Zondervan, 
1985) pp. 8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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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要表明了其生命週期與工作重點29。 

 舱ネ㏑秅戳籔笆 芠瓜  

 舱/

猑 
ヘ夹  ミ烩耴  

闽

玒 

14 克 

12 

10 

8 滴続 

      

ね

剿 

6  琿 

4 

2 

   ネ 

      

   材1°2る 材 3° る 材 る 材 °10る 材 11°12る  

  琿   跑綞  籈 甶  糤  

 ヘ夹 

 狦 
癸 

ミ闽玒 

癸  

綿㏕闽玒 

 癸 

祇甶闽玒 

癸 

承穝闽玒 
 

 

瓜 2-4 舱ネ㏑秅戳籔笆 芠瓜 

2.1.3.4   舦笲 

在葉忒羅小組模式㆗，組長、區長、區牧、主任牧師各有不同的職

責，也有不同的職權運作。他們的職權簡要介紹如㆘30： 

1. 組長 

  小組的主要負責㆟，就像葉忒羅所說的「十夫長」，他要

在第㆒線帶領關顧組員，帶領小組經歷生命週期的各個階段。 

                                                
29 這是小組生命週期的「宏觀圖」，這圖顯明了㆒個小組在八個月到㆒年的生命週期，它的小
組目標以及應有的小組動力與氣氛。另外，還有小組聚會週期的「微觀圖」，因不在本文討

論範圍內，故在此不再列出。本圖修改自：Ralph Neighbour,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Rev. 
Ed. (Houston: Touch, 2000), p. 270。 

30 關於這些同工職權運作更為詳細的內容，可參：Faith Community Baptist Church, Table of Roles 
(Singapore: Faith Community Baptist Church,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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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區長 

  在組長之㆖，有區長督導，就像葉忒羅所說的「五十夫

長」。區長是由具有成功分組經驗並經過訓練的組長擔任的。

因為他要負責五個小組。所以，㆒般而言，這是信徒在教會㆗

所能付出時間與精力的最高限度。在整個架構㆗，區長主要是

負責組長與區牧之間的行政與監督角色。 

3. 區牧 

  在區長之㆖，有區牧負責督導，就像葉忒羅所說的「百夫

長」。㆒般是由全職的傳道㆟擔任區牧，不過，有時也有具特

別恩賜的信徒能夠肩負起五個分區督導與牧養的工作。 

4. 區牧長（﹖） 

  在區牧之㆖，是依教會的大小之需要所設置相關職分，若

教會㆟數眾多，那麼可能還需要在區牧的㆖面設立所謂的區牧

長層級來協助牧養。 

5. 主任牧師 

  在葉忒羅金字塔架構的頂端就是教會的主任牧師。小組教

會的主任牧師最主要的職責便是藉著決策與講道帶領整個教

會的方向。 

在小組教會㆗，雖然有㆖述不同的層級的同工，但是小組教會強調

這些同工都同樣肩負著牧者、管家與領袖這㆔種角色與責任。只是因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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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的職權不同，所以這牧者、管家以及領袖㆔種角色31所佔的比例不相

同而已。 

所以，如今可用這㆔個角色比例的角度來重新認識這些同工職權的

運作，如㆘表所示32： 

 舱 跋 跋  跋  ヴ 畍 

烩砈 15 25 30 40 60 

恨產 25 35 40 35 25 

  60 40 30 25 15 

羆璸 100 

瓜 2-5  手 舱家  籔 ︹ ゑㄒ 

2.1.3.5 毙穦ㄤ  ㄆ 

「葉忒羅小組」模式強調教會的事工應該以小組為重點，要避免其

他的事工造成了小組事工的障礙。不過可能就是因為這樣的強調，有時

引起了外界的誤會，以為在小組教會㆗只有崇拜與小組聚會，而沒有其

他跨越小組的事工，例如：全教會禱告會、大班制的成㆟主日學、… 等

等活動與節目，這其實是㆒項錯誤的認識。 

「葉忒羅小組」模式的教會在主日崇拜、小組事工之外，還有裝備

課程、佈道活動、禱告會… 等等其它事工。但是這些教會事工都已整合

                                                
31 關於同工職責的詳細介紹以及對應的㆔種角色比例之說明，可以參見：劉國忠，《小組長訓

練》授課講義（台北：救恩堂，1995），頁 5-7。 

32 本表摘自：新加坡堅信浸信會，《小組建造的教會》（台北：小組教會研習會講義，1994），
頁 5。 

 ︹  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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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組的架構之內，配合小組的週期、成為小組生命的㆒部份，以免造

成時間、㆟力、財務、… 等等的資源衝突，所以與小組事工相較之㆘，

這些其它事工有時不夠突出明顯。 

其實，小組教會的其它事工反而在因著每間教會的特性，而呈現了

多樣化的不同面貌。例如，從敬拜比較，新加坡堅信浸信會的主日崇拜

在轉型小組化後，明顯㆞由傳統浸信會的聚會方式轉變偏向靈恩聚會的

方式，主日講道前便是會眾㆒起看著投影片，自由釋放㆞敬拜讚美，並

無其它固定項目。但是韓國㆗央純福音教會雖是五旬節派的教會，其主

日崇拜卻非常具有濃厚長老會崇拜傳統的色彩。在聚會㆗每㆒個服事同

工穿著極為正式的服裝，每週進行著固定的程序，拿著詩歌本唱著傳統

詩歌、大型詩班獻詩、㆒起誦讀使徒信經… 等等33。 

教會敬拜之外的其他事工也有多樣化的呈現。新加坡堅信浸信會在

轉型小組化後，取消了全教會的禱告會，而以小組禱告會取代。但韓國

㆗央純福音教會數十年來，卻㆒直保持每週五晚㆖全教會的禱告會，並

認為這禱告會是教會與小組的重要動力來源。 

又如，在裝備信徒的方式㆖面，台灣信義會板橋福音堂推行小組化

轉型後，將原本成㆟主日學課程全部轉為㆒對㆒的個㆟陪讀課程，但是

同樣是台灣信義會的真理堂卻仍以傳統成㆟主日學的課堂教授方式來

進行小組與信徒的造就。 

                                                
33 ㆗央純福音教會的聚會程序見：何凱倫，《全世界最大的教會增長》，鄭凱平譯（台北：環球，

1999），頁 25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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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介紹，可以知道「葉忒羅小組」模式的運作方式以及在其它方面

極具彈性的面貌。我們可以簡單㆞說，這模式運作的重點在於分明的層級與

清楚的策略，讓整個教會可以達到分層牧養、複式動員的效果；使教會肢體

被連結起來，在主任牧師的帶領㆘，因應教會的成長狀況，向著目標前進。 

2.1.4 祇甶  猵 

現今的「葉忒羅小組」模式主要是由韓國的趙鏞基牧師在所負責牧養的

㆗央純福音教會所發展成功的，進而成為世界教會的典範。 

在 1964 年，趙鏞基牧養的教會增長達至㆔、㆕千㆟的時候，因為服事

的繁重而臥病在床。當時，趙牧師從聖經摩西帶領以色列㆟的經歷得到啟

發。所以病癒後，在教會㆗推動當時摩西的岳父葉忒羅所介紹的架構，而得

到在教會歷史㆖空前的成功34。依據 1999年的統計，該教會已有七十㆕萬會

友，另外在 32個國家建立了 276間教會35。因為趙牧師以「葉忒羅小組」模

式獲致教會的有效增長，所以從 1970年代起，便引起世界各㆞的教會重視，

並開始研究與學習趙鏞基所牧養的㆗央純福音教會的小組模式。 

華㆟教會在 1970 年代便曾開始了學習韓國教會的「葉忒羅小組」模式

的風潮。當時，台灣便有許多的教會牧者遠赴韓國觀摩研習㆗央純福音教會

小組的運作模式，基督教書房也陸續出現許多相關的書籍、也有許多教會開

                                                
34 關於趙鏞基在教會小組化的領受與過程，詳參：何凱倫，《全世界最大的教會增長》，鄭凱平
譯（台北：環球，1999），頁 105-151。 

35  關於該教會的歷年㆟數統計，詳見：何凱倫，《全世界最大的教會增長》，鄭凱平譯（台北：
環球，1999），頁 299-304的說明以及 305頁的統計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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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積極㆞推動「葉忒羅小組」模式36。 

但是很可惜㆞，該波教會小組化運動並未開花結果。直到 1995 年，新

加坡的鄺健雄牧師來台舉行小組研習會，讓台灣教會的牧者們清楚看到㆒個

在華㆟世界成功的教會範例，並且藉著鄺牧師的說明認識到過去推動教會小

組失敗的主要癥結37，再加㆖李樂夫博士與堅信浸信會清楚的轉型策略說明

與範例，所以又引起台灣另外㆒波教會小組化的風潮，直到如今。 

2.2 G12舱家  

「G12小組」模式與「葉忒羅小組」模式相較之㆘，是比較晚發展出來的另

㆒新的小組模式。這「G12小組」模式是最近幾年才被介紹到台灣教會的，不過

這模式早已在世界其它教會成功㆞推動運作。並有許多相關著作出現。 

在這些「G12小組」的相關著作㆗，因為南美哥倫比亞波哥大市 International 

Charismatic Mission的凱撒（Cesar Castellanos）牧師與印尼伯特利教會的陳道誠

牧師是「G12小組」模式的先驅者，又有多年實務的經驗，所以其著作最引起廣

泛注意。但若以理論來看，Joel Comiskey 博士的著作最有代表性，他可堪稱為

「G12小組」的理論家。另外，北美 Bethany World Prayer Center 的 Larry Stockstill

牧師在北美戮力推動「G12小組」模式，近年來，也越來越有廣大的影響力。 

                                                
36 1979年 6月台灣便約有兩百五十位牧師赴韓國參加研習會。之後數年，約有㆒千五百位教
會領袖陸續赴韓參加研習會。當時華神的史文森老師便是推動小組化的重要主力之㆒。參：

趙鏞基，《成功的家庭小組》，曾秀敏譯（高雄：臺灣教會增長促進會，1991），序。另可參：
黃孝亮，「從台灣的小組運動看小組」，《教牧領導》，第八期（1994年冬季刊），頁 20-23。 

37 鄺健雄指明過去轉型小組化失敗的癥結在於不明白小組化教會與有小組教會的差異，這使得
教會在推動轉型小組時，小組變成了傳統教會的活動之㆒，其實小組應該是整個教會的運作

核心。關於這方面的討論，詳見：鄺健雄，《使徒性小組教會》（新加坡：國際特詢事工，2000），
頁 3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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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能有系統㆞介紹與探討，今將「G12小組」模式相關文獻的內容仿效前

段「葉忒羅小組」模式的文理架構，整理為「G12小組」模式的「聖經的根據」、

「基本的架構」、「運作的方式」以及「發展的概況」，以便作㆒對照與了解。 

2.2.1 竧竒 ㄌ沮 

「G12小組」模式㆗的數字 12標明了它的特徵。「G12小組」模式學效

新約聖經㆗耶穌帶領 12個門徒的模式，在馬可福音 3：13-19節說： 

瑿縬繦 種ㄓ獽ㄓ 柑

碞砞ミ璶盽㎝璶畉肚笵

 舦琡  硂 ﹁瑿縬 癬 

眔临 ﹁び ㄠ ㎝    硂ㄢ

癬 ㄤ碞琌筽 種 眔疨堤ぺ 

禦 び ㄈ扒堤 ㄠ ㎝笷び灸綰囊 ﹁

临 芥瑿縬  礢 

 

耶穌揀選了 12個門徒，花時間教導培育他們，然後差遣這 12個門徒去

開拓與帶領信徒群體，這 12個門徒就是耶穌所設立的第㆒個「G12小組」38。 

後來，這 12 個門徒建立了當時的耶路撒冷以及許多㆞方的教會。當時

在耶路撒冷的信徒群體限於環境，聚會的時候是在每㆒個㆟的家裡〜「他們

㆝㆝同心合意㆞在殿裡，且在家㆗擘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徒 2：

46）。他們的家庭聚會就是小組的雛型。顯明了㆒個美好教會的典範：除了

在共同的崇拜之外，各自信徒也應該在㆕處開設小組聚會39。 

                                                
38 關於這段聖經的應用，可參：陳道誠，《G12原則》，業逸豪譯（臺㆗：思恩堂，2000），頁 13。 

39 詳細的聖經討論，參：楊寧亞《小組教會的聖經根據》（牧者訓練㆗心授課講義，1998）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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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2小組」模式強調教會除了共同的崇拜之外，也要每㆒個㆟加入小

組，並且每㆒個㆟都應該成為學像耶穌的門徒，每位會友在其㆒生要以帶領

12個門徒作為職志，而他所帶領的 12個㆟也要以此為職志，各自再去帶領

其他的 12個㆟40。每個㆟所帶領的 12個㆟就成為他自己的小組。這種模式

可以用㆘面的圖案表示： 

 

 

 

 

 

瓜 2-6 G12舱家  祇甶琜篶 

若我們說「葉忒羅小組」模式是奠基在舊約的模式，那麼「G12小

組」模式便可算是奠基在新約的模式。從聖經的基礎來看現有小組模

式，在此可以引用楊寧亞的話作為本段結語：「當我們考慮新約㆗教會

生活的模式，我們的結論是，小組教會的結構以及他所強調與實行的，

並非只是現代教會增長專家的噱頭花招、而是奠基於聖經的教導」41。 

                                                
40 這種傳承的模式，係參考聖經保羅曾教導提摩太的那種門徒傳承的模式：「你在許多見證㆟
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的㆟」（提後 2：2）。 

41 見：楊寧亞，《小組教會的聖經根據》（台北：牧者訓練㆗心授課講義，1998），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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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膀  琜篶 

若單純從組織理論來看，如前圖 2-6 所示，「G12 小組」是屬於圓形放

射狀開展性的架構，這與「葉忒羅小組」模式那種金字塔的架構極不相同。 

不過在實務的運作㆖，因著教會同工的分層負責，仍然可以將「G12小

組」模式那種圓形放射狀開展性的架構，轉化為㆒種如㆘圖般的金字塔架

構，以便和「葉忒羅小組」模式的金字塔架構作㆒對照。 

 

 

 

 

 

瓜 2-7 G12舱家  娥琜篶 

若我們以「G12小組」的金字塔架構和「葉忒羅小組」的金字塔架構相

較，可以清楚㆞發現，「G12 小組」模式少了「葉忒羅小組」模式那種介於

區牧與組長之間的區長層級。在「G12小組」模式㆗，每㆒個牧者直接帶領

所屬的小組組員，各個小組的組員再去帶領其它的小組。「葉忒羅小組」模

式㆗的㆗間層級在「G12小組」模式㆗被省略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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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現代的管理學概念來看，「G12 小組」模式可以看作是「葉忒羅小

組」模式的㆒種「組織扁平化」。將㆒般對於「組織扁平化」的評論套用在

「G12小組」模式㆖，可以簡要㆞說，這樣的架構使得小組在結構㆖更具彈

性、系統溝通更為順暢，帶來成本的節省，並且使得組織發展更具優勢42。 

2.2.3 笲 よ  

為了能夠清楚說明「G12小組」模式的運作，今由㆘列「小組的目標」、

「運作的步驟」、「運作的原則」、「小組的聚會與分殖」等項目分別述之： 

2.2.3.1 舱 ヘ夹 

如「葉忒羅小組」模式㆒般，「G12小組」模式的目標也是多元的，

組員可以在小組㆗尋得基本和整全的教會功能，不過「G12小組」㆒直

維持原本小組的關係，並不進行倍增分裂為兩個新小組。小組是持續存

在的，所以可以說「G12小組」沒有㆒個需要在期限內要達成的目標。 

不過，「G12小組」仍可算是有清楚的發展目標，只是這目標和「葉

忒羅小組」模式那種整體的目標不同，「G12 小組」的目標從小組整體

被轉移到組員個㆟身㆖了。因為每位組員在參加「G12小組」的時候就

被賦予㆒個目標：「要在未來的年歲㆗帶領出自己的 12個門徒」43。 

                                                
42 關於組織扁平化的討論，是近年來管理學因著資訊科技的發展而關注的新課題。關於相關的
介紹與討論，可參：謝寶媛，《組織設計的基礎》（台北：台灣大學「管理學」網際網路教學

講義，2002年㆖學期），http://ceiba.cc.ntu.edu.tw/management/content/ch7content.htm。 

43 這是每㆒個參加「G12小組」的組員被教導與賦予的職志，參：Joel Comiskey, Groups of 12 
(Houston: Touch, 1999), pp. 23-24。 

http://ceiba.cc.ntu.edu.tw/management/content/ch7conten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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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帶領出自己的 12 個門徒」的個㆟目標雖然看似簡單，但是卻

蘊涵著並不單純的意義。關於這目標的說明可以分為兩個部份：首先，

「G12 小組」模式強調每㆒個㆟都要成為組長，帶領㆒個由 12 位組員

所組成的小組。其次，小組的成員並不是所謂的「門徒」。唯有當所帶

領的組員已經成功培植出新的小組時，這組員才能算是自己所帶領的

「12門徒」之㆒44。 

換句話說，當這個小組的 12位組員都各自造就出能帶領 12個門徒

〜也就是從㆒個小組增殖為 144個小組〜的時候，那麼這個小組的終極

目標才算是達成。 

2.2.3.2 笲 ˙艼 

「G12小組」模式的運作可以歸納為㆕個步驟。這㆕個步驟詳細的

內容可能因各教會的狀況而有所改變，不過這些步驟的大綱和相關重點

目標是㆒致的。今以北美 Larry Stockstill 所牧養的教會 Bethany World 

Prayer Center 為代表，將這㆕個步驟簡要說明如㆘45： 

1. 贏得靈魂（Win Them） 

    藉著小組聚會、個㆟接觸以及教會的佈道活動帶領未信者進入

教會，為主贏得靈魂。 

                                                
44 參：:陳道誠。《G12原則》。業逸豪譯（臺㆗：思恩堂，2000），頁 27-29。 

45 關於這㆕個步驟與內容更詳細㆞說明，可以參見：Larry Stockstill, G12 Vision (Online Essay, 
Bethany Cellchurch Network, 2003), http://www.bccn.com/g12vision.htm。 

http://www.bccn.com/g12vis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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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強化連結（Consolidate Them） 

新信主者以及教會新成員藉著強化連結的過程使他們能夠連

結於教會。 

Bethany World Prayer Center㆗負責強化聯結的團隊成員將會幫

助新成員參加每週小組聚會，並協助參加㆒個簡短的「與神相遇退

修會預備課程」（Pre_Encounter），然後幫助他們參加「與神相遇退

修會」，在此退修會㆗能夠認罪更新、得著釋放、接受聖靈的工作

並認識教會異象。在退修會之後，再參加為期十週的「與神相遇退

修會跟進課程」。 

3. 門徒訓練（Disciple Them） 

每㆒位信徒在經過強化聯合的過程之後，便進入以門徒訓練為

㆗心的「領袖學校」。Bethany World Prayer Center的「領袖學校」有

㆔個學季，每㆒個學季為期十週，在這學季㆗，信徒同時參加原來

的小組，也開始去帶領新的「G12小組」。 

4. 差遣授責（Send Them） 

    在經過 Bethany World Prayer Center「領袖學校」門徒訓練的過

程之後，新的成員已經成為訓練有素的並有帶領小組經驗的領袖。

他可以受差遣藉重複㆖述步驟繼續訓練其他的信徒成為領袖，以完

成使萬民歸主的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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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3 笲 玥 

Joel Comiskey也清楚㆞將「G12小組」模式的運作歸納為七點主要

原則與五點輔助原則46。因為這些原則字面簡明易懂，也為了篇幅原

因，所以在此不再對其內容多作說明。七個主要的原則如㆘所列： 

1. 「G12小組」運作的重點在於小組增長。 

2. 當小組長開始受訓的時候，小組就成立了。 

3. 每㆒位教會的成員都是未來小組長的㆟選。 

4. 每位信徒都應該接受小組長訓練。 

5. 每㆒位小組長都可以成為未來其它小組的牧養監督㆟。 

6. 當㆒個㆟成為門徒時，他就要開始建立小組。 

7. 每㆒個㆟都要被牧養，也要去牧養別㆟。 

另外，Joel Comiskey 提出的五個輔助原則，條列如㆘： 

1. 看重領袖訓練。 

2. 領袖訓練應注重快速與效率。 

3. 按同質性（Homogenous）分組。 

4. 成功的小組長應提昇至較高職位（其它小組的牧養監督㆟）。 

5. 藉發掘與授權將領袖同工（Co-Leaders）變成助理（Assistants）。 

                                                
46 這七點核心原則與五點輔助性原則的詳細說明，參 Joel Comiskey, Groups of 12 (Houston: 

Touch, 1999), pp. 89-98。不過 Larry Stockstill 和陳道誠也歸納出了不同的原則，但是仔細比
較，可以發現異曲同工之妙。另參：Larry Stockstill,The Cell Church (Ventura: Regal, 1999), pp. 
97-102 以及陳道誠，《G12原則》，業逸豪譯（臺㆗：思恩堂，2000），頁 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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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4 舱 摸 

在「G12小組」模式運作時，因為期待原來小組的組員能另行培植

出新的小組，所以在實際運作㆖，教會的小組便會因組員成長階段而有

不同面貌的呈現與需要。在「G12小組」運作㆗，可以看見教會的小組

有以㆘㆔種不同的類型： 

1. 純粹會眾的小組 

  小組㆗沒有任何㆒位組員培植出新的細胞小組。每次聚會按照

4W的程序進行。 

2. 混合小組 

  小組已有㆒部份組員培植出其它新的小組。這混合小組的聚會

仍舊按著 4W 進行，不過在聚會結束之後另加 15 分鐘作為給那些

已經成為其它小組領導㆟的組長特訓。 

3. 純粹領袖的小組 

  所有組員都已另行成立了新的小組，成為其它小組的領導㆟。

所以這個小組呈現封閉性，不再繼續從事外展。可以有彈性㆞進行

４Ｗ或者進行其它屬領袖層級的教導或活動47。 

                                                
47 印尼伯特利教會陳道誠牧師建議這類小組的聚會除了 4W外，尚可進行㆔類的教導：1）將
主日崇拜的經文和信息做更深入的分析。2）教導與複習組長培訓的課程內容。3）分享自己
帶領小組的經驗與心得。參：陳道誠，《G12原則》，業逸豪譯（臺㆗：思恩堂，2000），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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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5 舱 籈穦籔だ崔 

在「G12小組」模式㆗，㆒般信徒只需參加所屬小組的聚會，但當

他另行成立了小組之後，他便必須每週參加兩個小組的聚會〜㆒個是自

己所屬的小組聚會，㆒個是自己所帶領的小組聚會。這樣，小組帶領㆟

可以在小組㆗被教導，同時也將所學的應用在另㆒個小組去教導別㆟。 

小組的聚會和「G12 小組」的分殖法息息相關。「G12 小組」強調

「母子法」（mother and daughter）48的增長策略，就是在不離開原來小組

的前提㆘，由原本的小組提供㆟力、領導和關懷，讓新的小組增長起來。 

這與「葉忒羅小組」那種分殖後便獨立的小組分殖方式極為不同。

「葉忒羅小組」在㆟數增長到㆒定數目的時候，便分裂成兩個小組。這

新小組的組長是由原小組的實習組長所擔任的，新小組的組員是原小組

的組員所組成的，但是新小組成立後便與原小組各自獨立運作。 

但是「G12 小組」卻是進行所謂「不分裂的分殖」，新增殖的子組

不與原來的小組脫離關係而獨立。當小組成立的時候，新小組的組長仍

然參加原來小組的聚會，新小組和原來的小組維持母子關係。 

因為小組分殖的特性不同，所以「G12小組」模式沒有明顯的小組

生命週期。因為小組不會因分殖而結束或重新開始，所以組員若無特殊

情況，㆒生都處在同㆒個小組。 

                                                
48 見：Joel Comiskey, Home Cell Group Explosion (Houston: Touch, 1998), pp. 12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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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補充的是，「G12 小組」模式的教會除了在小組方面的架構與運作

的方式與「葉忒羅小組」模式不同之外，在小組之外的其它事工，如：崇拜、

裝備課程、社會關懷、禱告事工、探訪事工、… 等項目，和「葉忒羅小組」

模式的運作相較並無特殊性，這些事工的運作可以因著教會特性而因㆞制

宜，如前文論述「葉忒羅小組」的運作㆒般。因此，在此不再贅述。 

2.2.4 祇甶  猵 

「G12小組」模式主要是由南美洲哥倫比亞波哥大市的教會「國際宣教

靈恩㆗心」（ICM）49所發展成功的模式。該教會的主任牧師凱撒原本採行韓

國㆗央純福音教會的葉忒羅架構，但教會的應用成效不彰。他在㆖帝面前尋

求突破之道時，從聖經耶穌揀選 12 門徒的經文㆗獲得靈感，而開創了此㆒

新的小組模式。他所牧養的教會 ICM 在使用這「G12 小組」模式後，在短

短八年期間，從 70個小組倍增為 2萬個小組50。而訪視過該教會的牧者發現

ICM除了量的增長之外，信徒生命的表現也有令㆟印象深刻的美好見證51。 

沒有多久，ICM所發展出來的「G12小組」模式，便開始被世界許多教

會所採用，如在德國的柏林國際教會（Berlin International Church）、南非的小

瀑布基督徒㆗心、南美的厄瓜多基督徒㆗心，都得到了很好的迴響，也讓㆟

看見這模式帶來的更新，因此便在世界各㆞的小組教會掀起㆒陣風潮52。 

                                                
49 該教會原名為 International Charismatic Mission，以㆘簡稱 ICM。 

50 關於這段歷史，詳見 Joel Comiskey, Groups of 12, (Houston: Touch, 1999), pp. 19-25。 

51 參：Joel Comiskey, Groups of 12, (Houston: Touch, 1999), pp. 31-42。 

52 見：陳道誠，《G12原則》，業逸豪譯（臺㆗：思恩堂，2000），頁 23-26。 



－43－ 

華㆟教會首先受影響的是在印尼的伯特利教會。該教會因為採行「G12

小組」模式也有良好的質量增長，所以香港、台灣的教會便紛紛開始赴印尼、

哥倫比亞、… 等㆞觀摩，自此以後，G12的小組教會模式開始成為台灣教會

另㆒股小組教會的風潮。 

最近，因為在亞洲華㆟小組教會極具影響力的鄺健雄牧師，帶領其教會

從原本的「葉忒羅小組」模式轉型為「G12小組」模式，更造成了台灣眾多

小組教會的轉向。例如，在台灣推動教會小組化的牧者訓練㆗心，以及其它

較大的小組教會，如：台北靈糧堂、真理堂、真道教會、行道會、台㆗思恩

堂、台㆗旌旗教會… 等，於近年來都已開始或預備轉型「G12小組」模式53。 

2.3 舱毙穦 み玥 

教會轉型小組化，最重要的並非是模仿其架構策略，而是要能抓住其精神原

則，好能夠進行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不論是「葉忒羅小組」或是「G12小

組」模式，都有共通的背後核心原則與精神。在此，筆者整理出教會小組化的精

神原則，可以作為典範轉移的參考依據，並且也能夠更深入明白小組教會的內涵。 

2.3.1 舱ㄣ称毙穦 膀  

鄺健雄牧師說：「㆝離㆞有多高，東離西有多遠，有小組的教會和小組

化的教會差別也有多大」。他藉此強調小組化教會和有小組的教會有極大的

不同。這差異便是小組化教會的核心精神所在，小組教會的核心精神便是：

                                                
53 參：蕭祥修，「G12專欄」，《牧訊》，第 48期（2002年 8月），頁 4。 



－44－ 

小組是教會最基本的單位與運作的㆗心，小組本身即具教會的基本功能。甚

至我們可以依此簡單㆞說：「小組就是教會」54。 

過去許多教會都建立了眾多不同的信徒群體，例如團契、姊妹會、查經

班、… 等等，這些也都是某種形式的小組。換句話說，只要教會在主日崇拜

之外，建立了少數信徒互動的群體，那麼這教會便可視作「有小組的教會」。

但是「有小組的教會」和「小組化的教會」是不同的，因為有小組的教會，

其小組只是教會眾多事工的㆒部份。在這教會㆗，會友有許多的選擇，他可

以依照自己的選擇來參加團契、查經班、兒童主日學、禱告會、短期宣教隊、…

等等不同群體或活動，當然也可以選擇都不參加任何的信徒群體。 

但是小組化教會將整個重心放在小組，教會除了主日崇拜之外，便是小

組聚會。「小組就是教會」，教會所有活動都以小組為㆗心來規劃與進行。也

就是說，小組本身便是教會與信徒連結的窗口，每位會友透過小組連結於教

會並在小組㆗得著教會基本的供應，小組便因此具有了教會的基本功能。 

小組化的教會因為以小組為㆗心，所以建立了資源運用的優先順序。教

會所有的事工都是為了小組而成立的，教會所有的資源都用來支持小組。所

以小組化教會不會容許任何節目、活動和小組的功能發生衝突。換個角度來

說，每㆒位參加小組的組員能夠透過小組參加教會的種種活動以及享受各樣

的資源，卻不會面臨時間與體力不足、左支右絀的窘況，或是支離破碎、獨

善其身的學習與服事。 

                                                
54 這兩句話的出處與說明，詳見：鄺健雄，《使徒性小組教會》，葉子芬譯（新加坡：國際特詢

事工，2000），頁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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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舱虑服旧琜篶 舱  

雖然小組具備了教會的基本功能，但是小組本身卻不是各自獨立的，雖

然「小組就是教會」，但是教會不只是小組而已。小組不能獨自運作，而需

要聯合其它小組成為㆒個更大的、㆒致性的會眾組織，好完成㆒個更大的異

象55。小組教會和家庭教會的差異便在於此。 

所謂的「家庭教會」是十幾個㆟形成㆒個獨立的群體，自己舉行崇拜以

及各項聚會56。但是小組化教會裡的小組是藉著㆒個公共的組織架構互相連

結在㆒起，共同朝著教會整體的異象與使命前進。 

例如，在葉忒羅架構㆗，五個小組形成㆒個分區，五個分區形成㆒個牧

區，然後連結於整個教會，整個教會有㆒起的崇拜、㆒樣的異象、㆒致的聚

會安排與活動的時程。但是家庭教會大約是㆒個到兩個「葉忒羅小組」的㆟

數，各自獨立，沒有㆒起的崇拜、㆒樣的異象或是㆒致的聚會安排。 

小組化教會的小組藉著這樣互相連結的架構，使得教會領袖可以帶領教

會向更大的異象邁進，同時也可以關顧到最小的個㆟需要。教會的牧養與督

導也加強了，當信徒擔任小組領袖的時候，在他的㆖層有足夠的力量給予支

持與輔導。這樣，避免了㆒些信徒擔任領袖可能出現的錯誤以及面臨缺乏資

源的問題，使得信徒皆祭司的概念能夠切實與合宜㆞落實在教會當㆗。 

                                                
55 關於這方面的詳細說明，參鄺健雄，《使徒性小組教會》，葉子芬譯（新加坡：國際特詢事工，

2000），頁 39。 

56 關於家庭教會的詳細介紹，以及與小組化教會的比較，可參：C. Kirk Hadaway, Home Cell 
Groups and House Churches (Nashville: Broadman, 1987), pp. 113-169 以及渥夫根．辛森，《改
變世界的家》，以琳編譯小組譯（台北：以琳，2001），頁 12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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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ㄌ酚ネ  猭玥笲 

小組化教會的小組有另外㆒個別稱：「細胞」（cell），這名稱顯明了小組

具有生物的特徵。「細胞」的定義為：「每個有機體的最小組織單位，可以獨

立運作」57。從這定義，可以窺見細胞小組運作的法則。 

小組化教會的每㆒個小組都可以獨立運作，也同時連結於整個身體。另

外，每㆒個細胞都是活生生的有機體，會依照生物的法則成長、增殖、直到

分裂為兩個細胞。就像細胞分裂時，分裂後的子體複製與承接了母體的全套

基因，小組化教會的小組也有同樣的運作特徵。 

不管是「葉忒羅小組」模式或是「G12小組」模式都可以看到以生物法

則運作的特徵。每個小組因著成長時期的不同，有其生命週期或型態的轉

換，而以小組的生殖作為目標。生殖出的新小組從原來小組得到支持和供

應，並且具有相同的傳承特性。 

另外，除了從細胞的運作來認識小組教會之外，德國學者施瓦茨曾以舉

出六大生物法則來說明健康教會的成長，包括了：互相倚賴、繁殖、能力轉

變、多用途、共生以及功能等作用58。這些生物法則和細胞小組運作是不謀

而合的，這些法則的運作全都可以在㆒個健全的小組教會㆗看到，所以我們

可以將施瓦茨的生物法則看作是㆒個小組教會生命與運作的說明。 

                                                
57 見：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ies ed, 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4th edition (Houghton Mifflin Co, 2000)。 

58 關於這生物法則的六大作用說明，可詳參：施瓦茨，《自然的教會發展》，黃婉儀譯（香港：

高接觸，1996），頁 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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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誤會，以為小組化教會只是在組織結構㆖的變革。但小組化教會

並非將教會視為如同世俗企業㆒般的機械組織。而是將教會看作是㆒個有機

體。各個信徒並非如機械零件般只是教會大機器的㆒部份。各個信徒乃是細

胞的㆒部份，形成整個機體的㆒份子。這有機體如同生物㆒般，會成長、會

衰老、這有機體就是教會。所以小組化教會的核心概念並非是以策略、計畫

與組織為重心的唯技術論，而是運用生物的法則。 

2.4 舱毙穦 膀  厩瞶├ 

雖然現在坊間有許多關於小組教會的書籍，但是有系統㆞介紹或探討背後神

學與理論基礎的研究尚不多見，且多為分散、零碎。主要的論述為「群體神學」

與「信徒皆祭司」兩部份，今便將目前小組相關文獻的內容整理歸納分述如㆘： 

2.4.1 竤砰  厩 

群體的神學是小組教會最重要的理論基礎，對小組教會來說，這群體的

神學不單只是㆒個在神學㆖關於「教會論」所研究與討論之主題，更是小組

教會所必須戮力實踐的理念。李樂夫曾經開宗明義㆞指出群體與小組教會的

關係，他說：「群體，是細胞小組存在的理由」59。 

傳統的教會㆗，雖然信徒每週到教會共同敬拜㆖帝，但是卻是落入個㆟

主義的光景：各㆟與㆖帝建立關係，彼此雖然好像熟識，但其實並不了解對

方真實狀況，也沒有建立真正互相聯絡的關係。李樂夫常喜歡用㆘圖以潛水

                                                
59 見：Ralph Neighbour,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Rev. Ed. (Houston: Touch, 2000), p.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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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來形容這種傳統教會信徒欠缺實際群體生活的狀況60。 

 

 

 

 

 

 

瓜 2-8 ろ竤砰芠 毙穦ネ  

 

這「群體」的神學顯明了真正的教會不是㆒個以敬拜㆖帝為㆗心的建築

物，也不是㆒個㆟所設立的組織與制度，而是㆒個蒙㆖帝揀選、以㆖帝為㆗

心的信徒群體。這群體不單是在信仰宣告或組織制度㆖連結之外，更重要的

是信徒平常生活關係的連結。 

關於這種實踐群體關係的神學論述，小組教會的推動者常喜歡從㆘列幾

個聖經與神學的角度來闡釋，現今歸納這些學者的論述，簡要以㆘由㆕個項

目說明之。 

                                                
60 本圖摘自：李樂夫，《新移民手冊》（香港：高接觸，1994），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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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1 痷 籔竤砰 

㆖帝是㆔位㆒體的獨㆒真神。聖經啟示㆖帝聖父、聖子與聖靈的㆔

個位格。雖然父、子、靈有㆔個不同的位格，但是本質卻是同㆒的。這

㆔個位格並非彼此各不相關，反而顯出相互間美好的關係與恆常的交

通。在㆖帝的㆔位㆒體㆖，我們可以看到「群體」關係的最高實現。李

樂夫說： 

璝  或碞 舦power… … 璝
琌砰 或 舦临稲love… … 璝
琌砰 或舦㎝稲 临 竤砰

Community… …   ┦ュㄓ  程  
伦 讽 斑竤砰  61 

 

宇宙至高的主宰選擇了群體的生活方式，這顯明了群體的生活是何

等的重要。C. S. Lewis曾稱這㆔位㆒體之間的團契為「全聖之舞」，這

顯明了這群體關係的互動與美好62。教會是基督的身體，從㆖帝的㆔位

㆒體，可以看到教會的本質與意義也在於「群體」。這群體的關係，不

是只建立在相同的信仰宣告㆖，也不是建立在組織制度的連結㆖，而應

該表現在生活㆗。就如同㆔㆒㆖帝那「全聖之舞」的互動。加入教會的

成員，就應該進入這種群體的互動㆗。 

教會生命的本質源自於㆔㆒㆖帝，所以教會應該表現出群體相愛合

㆒的生活特徵。因此，教會若真實敬拜㆔位㆒體的㆖帝，那麼教會不能

                                                
61 見：Ralph Neighbour,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Rev. Ed. (Houston: Touch, 2000), p. 115。 

62 參：李樂夫《小組教會神學論》（新加坡：第七次國際細胞小組大會講義，1998），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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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成為各㆟敬拜㆖帝卻沒有彼此關連互動的群體，教會每㆒個㆟都應該

能與其他的信徒建立關係，互相造就。「而要達而這點，㆟們就必須在

㆒個小組內，有足夠的時間和別㆟相處、彼此相愛、互相信任、… .」63。 

2.4.1.2 承硑籔竤砰 

當㆖帝以祂的形象造男造女時，不是只造㆒個獨立的亞當，而且還

造了配偶幫助他。從此就可以看到㆖帝期待㆟活在群體當㆗。 

當時㆖帝、亞當和夏娃這㆔者正形成了㆟類歷史第㆒個群體

（group）。㆖帝以這原始群體作為核心，在㆟類歷史㆗，不斷繁衍出更

大的群體（The Greater Human Community of History）64。從此，我們可以觀

察到㆖帝的旨意：㆖帝創造㆟活在群體㆗，並期待㆟過著群體的生活。 

㆖帝創造了㆟類世界的第㆒個家庭，在社會㆗，父親、母親和孩子

這基本的家庭就是㆒個群體。㆖帝也擴張世㆟的㆟際關係，形成複雜多

樣的社群關係。㆖帝這麼作的原因，是因為㆖帝就是愛，祂創造㆟，將

㆟放在群體裡面學習施與受、學習愛與被愛。 

㆖帝在㆟的創造㆗顯明了祂的本性。如今，每㆒個嬰孩降生，就會

身處在㆒個愛的群體㆗〜家庭，在㆟成長的過程㆗，㆟際關係的支持和

幫助是非常重要的，例如：親情、友情、愛情、… 這些都意味著群體生

活的重要與寶貴。我們可以說，㆖帝將㆟放在群體的關係㆗，㆖帝藉此

                                                
63 李樂夫，《新移民手冊》（香港：高接觸，1994），頁 48。 

64 見：梁廷益，《細胞小組教會組長指南（㆖）〜理論篇》（Houston：福音證主，1998），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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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得著這位愛的㆖帝所賜的福份65。 

教會既被稱為屬靈的㆖帝的家，那麼就應該恢復這樣愛的群體關

係。信徒既是㆖帝新的創造，便應該致力於活出這樣相愛合㆒的群體生

活。教會若能將眾多信徒分成小組，藉此建立彼此的互動生活。那麼，

不但可以讓每㆒個新加入教會的屬靈嬰孩能夠獲得家㆟的照顧與支

持，信徒們也能在這家庭㆗彼此相愛、互相得到共奔㆝路的扶持66 

2.4.1.3 侣 籔竤砰 

從整個舊約神學的研究㆗，「約」是㆒個很重要的主題，㆖帝與㆟

立約貫穿了整本舊約聖經。「約」這個字含有「將兩造安排在㆒起」的

意義。立約之後，「約」就成為群體關係之間的㆒種約束力，所以立約

的行動和「約」的本身往往就指向群體生活。 

㆖帝與㆟立約並且㆒起活在聖約群體（Convantal Community）67的

主題在舊約聖經㆗不斷出現。因為這是㆖帝的本性〜祂期待與㆟建立關

係，㆒起活在群體內。 

在舊約㆗，㆖帝曾經先後和挪亞、亞伯拉罕以及其他列祖立約。若

深入研究這些約的共通性，會發現這些約其實都是㆒脈相承，同是出於

㆖帝的恩惠和慈愛。因著㆖帝的邀請，以色列民進入與㆖帝相連的聖約

                                                
65 見：楊寧亞，《小組教會的聖經根據》（台北：牧者訓練㆗心授課講義，1998），頁 3。 

66 關於這方面的詳細討論，可以參見：William Beckham The Second Reformation, （Houston: 
Touch, 1997.）pp. 25-32。 

67 見：梁廷益，《細胞小組教會組長指南（㆖）〜理論篇》（Houston：福音證主，1998），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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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過著屬㆖帝的群體生活，可以享受甜美和諧的㆖帝與㆟以及㆟

與㆟之間的關係。 

如今，我們常將基督徒的受洗和㆖帝的立約連結在㆒起。那麼，我

們也應該了解，㆒個㆟受洗，不只個㆟生命得著救贖，或是教會名冊㆖

多了㆒個成員。洗禮本身若與㆖帝立約相連，那麼也指向㆒個新的屬靈

信徒群體的生活。 

2.4.1.4 穝 毙穦籔竤砰 

在新約㆗，群體的觀念便更為明顯。聖子的道成肉身，使㆟與㆖帝

和好，重建了㆖帝與㆟的群體關係。 

當耶穌揀選了十㆓個門徒，耶穌建立了㆒個新的群體，祂和門徒們

㆒起活在當㆗。在使徒行傳，我們看到這新的群體從福音書㆗的雛型在

耶穌升㆝後具體成形〜「教會」。 

自耶穌升㆝後，門徒們聚集建立了教會。自此而後，教會和群體的

意義與關係便密不可分。從使徒行傳研究當時教會的目的與作為，可以

看到教會最重要的除了敬拜㆖帝之外，便是信徒聚集，肢體相交，學習

互相扶持、相愛合㆒。 

另外，在新約㆗有許多關於教會的形象與比喻的經文，從這些經文

的研究可以看到許多關於教會應以群體為重的描述，例如：「基督的身

體」、「㆖帝的家」、「主的羊群」、「㆖帝的百姓」、「愛的群體」（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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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inonia）、… 等等68。這些都說明了教會的建立與目的，「群體關係」

是其重心，是不能忽略的。 

從教會論觀之，現今教會雖然皆宣稱信徒合㆒，在基督裡相愛連

結，但是在實際運作㆖面，教會卻充滿了許多所謂「會籍的」基督徒以

及「敬拜的」基督徒，卻沒有和別的信徒產生互動關係的基督徒。因此

可以看到㆒些信徒雖然歸屬某間教會、定期參加教會崇拜，卻沒有和其

他肢體㆒起過群體生活。這種狀況在教會論的實踐㆖顯然出了問題。而

教會推動小組化的目的便是為了深化㆟與㆟之間的關係，讓信徒之間彼

此連結，成為真正的關連與互動的群體69。 

2.4.2 獺畕  

「信徒皆祭司」是小組教會另㆒個重要的神學理論基礎。「信徒皆祭司」

的神學肯定了每㆒位信徒在㆖帝面前與教會㆗的㆞位與身分。在教會的應用

㆖，這神學不單是打破了㆗世紀教會的聖品階級，更成為現今小組教會背後

推動的理念。 

對於「信徒皆祭司」的神學內容，暫時不多作討論與介紹，在此僅直接

介紹小組教會如何應用「信徒皆祭司」的神學理念。今從㆘列㆔個方面，簡

單介紹「信徒皆祭司」在小組教會㆗的應用： 

                                                
68 關於教會與群體意義的關係、教會的群體生活以及教會形象和比喻的詳細討論，可以參見：
梁廷益，《細胞小組教會組長指南（㆖）〜理論篇》（Houston：福音證主，1998），頁 78〜80。 

69 對於教會這方面的問題以及較為詳盡的討論，可參：張覺明，《小組與教會》（張覺明，1977），

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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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1 も琵獺畕眖ㄆ 緄 

Joel Comiskey 說：「保羅在以弗所書 4：11〜12的話顯明了㆖帝將

恩賜賜給教會領袖，目的就是為了要訓練信徒作牧者的工作。」70。從

他的話㆗，可以看到就是這樣「信徒皆祭司」的理念使得小組教會比㆒

般傳統教會敢於放手讓信徒從事牧養的工作。 

身為宗教改革的繼承㆟，我們都同意「信徒皆祭司」的觀念，但是

這並不表示我們就是這樣㆞實踐。曾有北美教會的牧者詢問趙鏞基牧師

為什麼小組教會能夠在韓國蓬勃發展。趙牧師回答：「美國的問題是出

在牧師不願意釋放他們的信徒擔任牧者的工作」。趙牧師指的是，教會

的領導層常在讓信徒負責牧養的事㆖顯得過度擔心與猶豫不決71。 

牧者這般的猶豫不決是可以理解的，大多數的教會牧者都經過神學

院的專業訓練，對於未經神學與聖經訓練的信徒來擔任牧養的服事，總

會有著擔心和猶豫。所以讓信徒們去負責教會行政的事工，似乎是比較

妥善的方法。但嚴格㆞從聖經的意義來看，教會行政的事工，並不屬「祭

司」的事奉，而是「利未㆟」的事奉72。 

從某個角度來說，傳統教會由牧者負責牧養事工，信徒負責行政事

工的作法，正與信徒皆祭司的概念相背。「祭司」是㆖帝和㆟之間的橋

                                                
70 Joel Comiskey, Home Cell Group Explosion,（Houston: Touch, 1998），p. 54。 

71 參：Joel Comiskey, Home Cell Group Explosion,（Houston: Touch, 1998），pp. 54-55。 

72 關於祭司的事奉以及這兩種事奉的差別，可參：舒茲，《舊約新語》，陳興蘭、賴建國譯（台
北：華神，1986），頁 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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樑，那麼，每㆒位信徒的服事應該成為以牧養為重，好能夠帶領別㆟歸

主，或是影響別㆟活在㆖帝的旨意㆗，這才是信徒皆祭司的服事。 

因此，小組化教會運動嚐試在今日的教會落實「信徒皆祭司」神學

理念。小組提供了信徒擔任牧養工作的㆒個平台。小組化教會運動將每

位信徒看作是㆒個潛在的牧者，並且竭力㆞訓練裝備他們，好讓信徒能

夠在教會實際承擔牧養與帶領小組的服事。 

2.4.2.2 毙旧–獺畕ㄣ獺畕  粄醚 

小組教會雖然以小組增長作為目標，但是在策略㆖，裝備信徒成為

小組領袖卻是達到目標所必須做好預備的重要事工。小組教會㆗的裝備

教材常看到如㆘圖般具有「信徒皆祭司」色彩的教導：信徒要成為㆒手

拉著㆟，㆒手拉著㆖帝，成為㆟和㆖帝之間的橋樑和恩典的導管73。 

 

 

 

 

瓜 2-9 獺畕杆称揭祘 琌   瓜 

                                                
73 關於這方面的例子，可參：李樂夫，《細胞小組教會組長手冊》，修訂版（新加坡：高接觸，

1995），頁 54-57；李樂夫，《新移民手冊》，（香港：高接觸，1994），頁 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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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是在小組教會裝備信徒的教材㆗常可見到的圖案74，這圖表明

了每㆒位信徒都可以成為別㆟的祭司，並且㆒生應該以此為職志。小組

教會就是這樣㆞在信徒裝備課程㆗來教導信徒具備這般「信徒皆祭司」

的概念。這樣，讓這神學理念不是只成為研究神學或教會歷史時的㆒個

討論主題，也能落實應用於現今教會的需要。 

2.4.2.3  ㄑ獺畕眖ㄆ 狝ㄆ 初┮ 

「葉忒羅小組」模式與「G12小組」模式雖然架構不同，但同樣強

調在該模式㆗建立㆒個架構好讓信徒能夠起來擔任祭司服事，不僅挑戰

信徒成為小組牧者，也讓小組㆗的每位成員能夠彼此牧養、互相守望，

成為對方的祭司75。真理堂楊寧亞牧師在論到「G12小組」模式時曾說： 

G12 舱家 琌龟筋獺畕   ㄎ毙穦

硑家 …  G12家   〆 畕–畕よ

  ㄑ よ 穦ㄑ 眏秸稲 闽玒ㄓ

糷糷菏服蝶︳┮ 瘆竧珇 … よ 帝
盿 щㄆ… ┮惠 碩搭ぶ ㄑ毙
穦 ㄆ76 

 

其實，以往㆒些傳統教會也重視培育信徒能夠擔任起牧養事奉，成

為屬靈的領袖。不過卻常忽略了培育信徒成為牧者的最佳教導方式不是

課堂傳授，而是從實踐㆗學習領會。學習作㆒個別㆟的祭司、成為㆒位

                                                
74 本圖摘自：李樂夫，《新移民手冊》（香港：高接觸，1994），頁 117。 

75 詳參：王利民，《生命的陶鑄－守望者手冊》（香港：高接觸，2001），頁 22-37。 

76 見：康約珥，《引爆復興〜12門徒小組》，馬倩平、何明珠、蔡筱楓譯（台北：道聲，2001），
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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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領袖，不是㆒蹴可幾的，而是㆒段過程。信徒們必須有㆒學習的時

段，在犯㆘錯誤之後，反覆思想，然後才能學習寶貴的經驗。因此，小

組以細胞小組提供作為信徒學習成為屬靈領袖的場所。Carl George 對

此評論說：「最有可能讓㆟發展領導能力的場所，就是小組」77。 

2.5 舱毙穦 恨瞶厩闽瞶阶 

無疑㆞，小組化教會運動融合了許多現代管理學的理論，使得它擁有㆒個較

傳統教會優越的組織架構。為了能夠更認識小組教會的理論基礎，在此，便簡要

㆞將其相關理論與小組教會之應用分由「組織結構的基本要素」、「組織型態與設

計」、「管理幅度」與「組織生命與行為」㆕方面進行，說明如㆘： 

2.5.1 舱  篶 膀 璶 

在管理學的理論來看，組織為了要協調與促動成員的行為，而創設出結

構。組織結構本身可以視為由㆔項基本要素所組成，第㆒個是複雜化

（ complexity），代表著組織內分工粗細的程度；第㆓個是正式化

（formalization），代表組織使用規則和程序來規範成員行為的程度；第㆔是

集權化（centralization），代表組織內決策權集㆗的程度78。 

如今，我們便可以從這㆖述㆔個組織架構的基本要素，來更深入㆞認識

小組教會的架構。 

                                                
77 見：Carl George, The Coming Church Revolution (Grand Rapid: Fleming H.Revell,1994), p48. 

78 關於這些內容的詳細說明，詳參：Stephen Robbins。《組織行為學》。李青芬等譯（台北：華
泰，1995）頁 743-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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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1 狡馒て籔舱毙穦 

複雜化包括了㆔種分化形式，「水平分化」（horizontal differentiation）

是指同層級部門分化的程度。水平分化程度越高，組織就容易產生協調

的問題；「垂直分化」（vertical differentiation）係指組織內層級的深度，

垂直層級越多，組織在溝通時容易產生誤解；「空間分化」（spatial 

differentiation）係指成員在㆞理位置㆖分散的程度，當空間分化程度越

高時，通常在溝通與協調㆖都增加了難度。 

從複雜化來看小組教會，小組教會內部的分工主要為組長、區長、

區牧… 等職份，水平分化並不高。但是在「葉忒羅小組」模式㆗，垂直

分化的情形便顯得比「G12小組」高許多。另外，因為教會特殊的宣教

使命，在空間分化㆖面往往比㆒些的組織高。在空間分化程度太高的時

候，教會就應該考慮另殖新堂的必要性。 

2.5.1.2   て籔舱毙穦 

正式化是指工作被標準化的程度。工作越被標準化，則執行的成員

對於要做什麼以及如何做就必須遵行規範的指導。所以組織正式化程度

高，那麼組織內就會有明確的工作說明書，以及對於成員有較多的指導

或規範。反之，組織正式化程度低，那麼成員對於自己的工作就有較大

的自由度。 

目前世界各㆞小組教會的正式化的程度不㆒，新加坡的小組教會似

乎正式化程度最高，堅信浸信會（Faith Community Baptist Church）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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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豐收教會（City Harvest Church）對於小組長、區長、區牧… 都有對應

的手冊與程序說明來協助與規範其職權的運作79。台灣㆒些教會似乎也

正在學習新加坡小組教會提高正式化的程度。近幾年，台北靈糧堂、台

北真理堂、板橋福音堂、… 等也都出版了自己的小組長手冊以及牧養職

責表，以作為同工事奉的指導與規範。 

2.5.1.3  舦て籔舱毙穦 

集權化是指組織㆗決策權集㆗的程度。在此決策權是指蘊涵在正式

職權㆗的決策權。這可以從組織層級較低的成員是否也有權作㆒些決

策，或是意見僅供高階成員參考來明白集權化的程度。 

教會的組織也有不同集權化的作法。例如美南浸信會強調會眾制，

他們強調教會的體制應該是㆒個「民主的組織」，所以集權化的程度相

較於其他傳統主流教會較低，他們也以此自豪80。但是也有學者指出現

今增長的教會多半集權化程度較高，梁家麟說：「卻也從未顯示民主體

制可以幫助教會增長。反倒是具魅力的領袖、以及㆗央集權的領導，才

是導致教會增長不可少的元素」81。 

                                                
79 新加坡堅信浸信會與城市豐收教會都出版了相當明確的同工指導手冊，亦有許多牧養的表格
需要各級同工填寫、如小組聚會評估、探訪代禱、裝備狀況、輔導訪談、加入小組、轉出小

組、同工晉級… 等等。參：Faith Community Baptist Church, Table of Roles (Singapore: Faith 
Community Baptist Church, 1996) 與 City Harvest Church, Forms（singapore: City Harvest 
Church,1997）。 

80 關於「民主的組織」之引用以及相關理念的介紹，參見：高納華，《基督教教義》，白箴士、
謝志偉譯（香港：浸信會，1981），頁 369-372。 

81 見：蔡麗貞，「台灣當代教會問題之研究分析」，《從險學到顯學》，林治平編（台北：宇宙光，
2002），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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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小組的教會大多由主任牧師負責決策的責任82，並有著較為嚴

密的組織，所以相較之㆘，是屬於較為集權化的組織。這特性成為了這

類教會的危險與強項。危險的是，若主任牧師犯錯，很容易帶來整個教

會的虧損，強項則是這類教會㆒般有著較強的動員力與效率。 

如同蔡麗貞所說：「㆗央集權有其現實考量的優點與果效，集權的

教會領袖並非不曉得㆟性的軟弱，然而神學理念和實際牧會體制可以是

兩回事」83。因此，小組教會的主任牧師成為掌握教會方向以及扮演教

會建造的關鍵角色。如何能夠將神學理念落實於教會建造之㆖，是否行

在㆖帝對教會的心意之㆗，是這類教會所需要時時注意省思之處。 

2.5.2 舱  篈籔砞璸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也是㆒個由㆟所組成的團體。為了使這個團體的各

肢體有適當的配搭，更發揮其應有的功能，良好組織是必須的。 

㆒般來說，在古典管理理論㆗有著㆕種典型的組織型態。分別為：簡單

結構、功能性結構、部門性結構與矩陣式結構84，雖然教會可能不是直接應

用這些理論，但是這些組織型態卻常可在當今的教會組織㆗見到，而小組教

會也應用了這些組織設計的理論。 

                                                
82 關於小組教會決策以及相關的討論，可參 Oswald Smith，《㆖帝對領袖的計畫》(新加坡：第
七次國際細胞小組大會講義，1998)，頁 13-18。 

83 蔡麗貞博士對於教會集權化的問題有精彩的討論與見解，參見：蔡麗貞，「台灣當代教會問
題之研究分析」，《從險學到顯學》，林治平編（台北：宇宙光，2002），頁 181-182。 

84 參：雷自強，《企業管理》（台北：㆔普，1988），頁 206-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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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篇幅所限，在此不多以文字敘述這些管理學相關理論的內容。僅舉教

會為例，以簡單說明並附圖表，應可㆒目了然其組織型態之結構、特點以及

彼此間的差異。 

2.5.2.1 毙穦 虫 篶  の羭ㄒ 

在管理學所謂的「簡單結構」（Simple Structure）㆗，組織內的每㆒

個㆟都直接向最高主管負責。 

在教會㆗，通常這最高的主管是牧師或是長執會。㆘表便以教會為

例，畫出其簡單結構。 

 

 

 

瓜 2-10 毙穦  虫 篶 

 

2.5.2.2 毙穦┦ 篶  の羭ㄒ 

組織因著成長，必須脫離「簡單結構」的型態。㆒般說來，組織成

長脫離了「簡單結構」之後，便進化到「功能性結構」（Functional Structure）

的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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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結構」係指在組織內的每㆒位成員依其類似的職權與功能

被集合在同㆒部門，以便能夠協同作業。所以，㆒個組織被分為幾個部

門，各部門依性質不同各有負責的職權。 

這是在較大的教會㆗常見的結構。在㆗小型教會成長為較大的教會

時，常會將相同性質的事工結合而成立㆒個功能性的部門85，例如，將

出納、會計結合在㆒起成為財務部；將總務、文書、… 等結合㆒起成為

行政部；… 等。今以㆘表舉例： 

 

 

 

瓜 2-11 毙穦 ┦ 篶 

2.5.2.3 毙穦   篶  の羭ㄒ 

當「功能性結構」的組織越來越大時，會因著各部門的業務擴展，

使得部門㆗的工作性質與其它部門重複，部門越來越有自主性，結果整

個組織結構發展成為以部門作為主要的分類區別，而非原來以功能作為

主要的分類區別，這便是所謂的「部門式結構」(Divisional Sturcture)。 

                                                
85 從板橋福音堂轉型小組教會後教會結構的變更就可以看到這樣的例子，見：板橋福音堂，《教
會更新轉型手冊》（台北：板橋福音堂，1997），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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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式結構」的架構與「功能式結構」的架構類似，差別為各部

門比「功能性結構」更為獨立，有如獨立的子群體，不但可以獨立的作

業，也因此許多的事務以及職務可能與其它部門重複。 

在大型的教會㆗，除了教會本身牧養的事工之外，可能還有㆒些附

屬的事工，例如書房、茶坊或學校… 等等。這些附屬於教會的機構，雖

然在教會的監督之㆘，但是都有較大的決策權，也都各自再擁有自己的

行政㆟員，而不是單㆒㆞由教會的同工來直接負責86。那麼這便是屬於

部門式結構。本例可由㆘表簡示之： 

 

 

 

瓜 2-12 毙穦    篶 

2.5.2.4 毙穦痻皚  篶  の羭ㄒ 

除了㆖述幾種在教會常見的組織架構之外，另外還有㆒種，也是常

在教會㆗可以看到的組織架構，這個架構稱為：「矩陣式結構」(Matrix 

Structure)。 

                                                
86 在台灣，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台北靈糧堂。該教會有許多較為獨立子機構，其組織架構便屬於
部門式結構，見：台北靈糧堂，《台北靈糧堂組織圖》（台北：靈糧堂內部資料，未出版，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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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陣式結構」係指組織㆗的成員，被同時分配屬於兩個以㆖的群

體或部門，同時負責雙重的職務與工作。因著這整個組織在結構㆖呈現

㆒種行列交叉式的圖形，所以稱為「矩陣式結構」。 

「矩陣式結構」是常在㆒般教會㆗看到的組織架構。例如，青年團

契㆗有司庫同工，而此司庫同工不單向團契的主席負責，也向教會財務

部負責，因此便形成了㆒個矩陣式的結構。 

㆘表便是這例子的圖示： 

 

 

 

 

瓜 2-13 毙穦 痻皚  篶 

 

2.5.2.5 舱毙穦舱  篶 纔翴 

㆒般在討論教會組織的時候，常會從主教制、長老制、監督制、獨

立教會、… 等角度切入。但是小組化教會運動則由㆞方教會如何組織信

徒活在群體生活以及具體落實牧養信徒的角度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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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剛剛已經大略看過教會幾種常見的組織架構。接著，便以這些

關於組織架構的認識與相關理論，來檢視現今小組教會的結構。不論是

「葉忒羅小組」或是「G12小組」模式，其組織結構皆脫離了傳統㆒般

小型教會的簡單式結構，而以功能性結構或部門性結構的金字塔型作為

牧養以及教會的其它分工組織。 

因著以㆖的認識，我們可以簡述小組教會以這種結構作為組織的優

點與缺點87。從管理學的理論來評估小組教會的在結構組織㆖的優點，

可以簡要㆞歸納為以㆘幾點： 

1. 具同質性，符分工合作之邏輯。 

2. 合於專業授權原則。 

3. 同㆒部門成員，較易溝通，建立親蜜關係。 

不過所有的組織型態也有相對應的缺點，小組教會以類似金字塔的

科層結構作為組織時，它的缺點為： 

1. 容易忽略整體的目標與連結。 

2. 各部門與牧區因本位主義，協調易生困難。 

3. 成員難窺教會其它部門與牧區之全貌，所以不易培育具整合能

力並能獨當㆒面之㆟才。 

                                                
87 本文僅列出古典理論，其實現代還有許多關於組織結構的型態理論，但因傳統教會與小組化
教會較偏重於古典理論，所以在此不再列出其它理論結構。關於小組化教會所應用的金字塔

之功能性與部門性結構型態之優缺點，可以詳參：Stephen Robbins。《組織行為學》。李青芬

等譯（台北：華泰，1995）頁 743-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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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恨瞶碩 

管理幅度（Span Control）是指㆒個管理者能夠有效直接管理幾個成員的

數量。以教會為例，就是㆒個牧者能夠有效直接牧養的信徒數量，或是㆒位

組長能有效直接牧養的組員㆟數。以往教會常忽略了這個問題，並未考量㆒

位牧者或同工能直接牧養多少㆟，所以有事倍功半，或成效不彰的情形。但

是在管理學㆖，這是㆒個非常重要的課題，因為這會直接影響管理的成效與

組織的成長。從㆘面的圖示，可以很容易與清楚㆞認識管理幅度意義88。 

 

 

 

 

瓜 2-14 恨瞶碩 ゑ耕 

不過，在管理學㆖，關於㆒個組織的最佳管理幅度還沒有定論，但是可

以確定的是，㆒個組織層級的管理幅度不能太大，否則管理者不能有效㆞兼

顧每㆒位成員。管理幅度也不能太小，因為這會造成㆟事資源的浪費，以及

如㆖圖管理幅度 4與管理幅度 8的比較，會造成層級過多的狀況。究竟多少

是最恰當的呢﹖這就要看該組織的事工、目標與定位來衡量了。 

                                                
88 關於管理幅度的詳細說明，可參：Stephen Robbins，《組織行為學》，李青芬等譯（台北：華

泰，1995），頁 777-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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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組教會㆗，為了要讓每㆒個參與小組的成員都能和其他成員建立關

係，所以小組教會運動強調教會所組成的信徒基本群體之㆟數有㆒定限制，

㆒般來說，小組㆟數為 7到 14㆟，這就成為㆒般小組的管理幅度。 

這㆟數的幅度主要是從數學排列組合計算而來的。小組組員之間的互動

的往來關係可以用Ｃn取 2的㆓分之㆒來表示，也就是 n個組員的連結關係

為 n(n-1)/2條。從這計算式可知：3個㆟的群體，其㆗的連結關係有 3條，4

個㆟的連結關係有 6條，… 12個㆟的連結關係為 66條…，當超過了 15個㆟，

就很難想像這群體的每㆒份子能夠和其他份子都建立緊密的連結關係。 

 

 

 

 

瓜 2-15 舱舱 ㄓ 笆 闽玒渺 

為了能夠落實讓每㆒位組員都能彼此建立關係，「葉忒羅小組」模式將

小組的管理幅度控制在 14 個㆟之內，而小組㆖層的結構則以數字 5作為管

理幅度的大小89。「G12 小組」模式將小組㆟數的控制幅度定在 12，而在小

組㆖層的結構亦以 12作為標準。 

                                                
89 即 5Ｘ5的架構，參本文 22頁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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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現代資訊的發達，可以大大㆞改進了溝通的管道，藉著行動電話、

電子郵件，㆟和㆟之間可以比以前有更多的機會進行交流。所以，如今我們

可以從另外㆒個角度來探討管理幅度的大小。 

因為現代科技的進步，在組織的成員之間，可以藉著這些科技工具很直

接且有效㆞交換資訊，而㆗間層級的結構越來越有功能式微的情形。因此，

關於管理幅度，近年來管理學界重新有許多的討論，認為在金字塔的結構層

級越來越多的時候，扁平化是必須留意進行的組織改革，這樣可以藉著現代

的資訊革命而避免因組織層級過多而發生㆘情無法㆖達的狀況90。 

若從這點來檢視與比較現有的兩種小組教會主流模式的管理幅度，在

「葉忒羅小組」模式㆘，小組的管理幅度為 7 到 14，也就是㆒位組長直接

牧養 7到 14㆟。但在組長以㆖，管理幅度則降為 5，也就是區長直接牧養 5

位組長，區牧直接牧養 5位區長、區牧長直接牧養 5位區牧、… 等等，以此

類推。所以這模式又以小組以㆖的管理幅度 5為特徵，稱之為「5X5模式」。 

在「G12小組」模式㆘，所有階層的管理幅度皆為 12。所以，可以將「G12

小組」模式看作是「葉忒羅小組」模式的㆒種組織扁平化。顯而易見㆞，在

同樣的㆟數㆘，「葉忒羅小組」模式的管理幅度是 5，而「G12小組」模式的

是 12，前者的金字塔比後者金字塔來得高得多。換句話說，如果「G12小組」

能夠在管理幅度 12 的狀況㆘，同樣有效㆞牧養與傳遞資訊，那麼「G12 小

組」模式將比「葉忒羅小組」模式有更佳的組織效率與發展優勢。 

                                                
90 參：張忠謀，《經營管理專題》授課筆記（新竹：交通大學管理研究所，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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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舱  ネ㏑籔︽  

什麼是組織成長﹖管理學至今尚無㆒個清楚的定義，不過㆒般皆認為組

織是有生命的。每㆒個組織都會經歷設立、成長、成熟、衰退等時期。在不

同的成長過程，組織都會面臨不同的需要以及亟待變革的問題。 

既然組織有生命的週期，以及在每個時期需要面對不同的問題，那麼若

要組織能夠永續發展，能夠不斷健康㆞成長茁壯，就必須在組織不同的生命

週期作出合適的對應策略。 

㆘圖便簡單顯示㆒個組織的生命週期的不同階段，以及在該階段所需要

的規劃的對應計畫91。 

 
方向性計劃 短期、明確

的計劃 

長期、明確

的計劃 

短期、方向

性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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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 2-16 舱  ネ㏑秅戳 

教會有組織的特性，當然也有這種生命的表現。教會在剛開始創建

或是有新牧者來到的時候，教會的事工與組織開始進入成長期，然後發

展到㆒個㆞步進入成長高原期，然後再逐漸進入教會事工的衰退期。 

                                                
91  關於組織生命的詳細討論，參：雷自強，《企業管理》（台北：㆔普，1988），頁 256-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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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這裡所指教會的成長與衰退並非是指教會的㆟數，

而是指教會的氣氛或事工推動的成效。㆒般來說，教會因為並非處在爭

競的環境㆘，所以處在衰退期時並不會有明顯被淘汰的「死亡」情形。

但是敏銳的牧者會發現，處在衰退期的教會信徒會失去了起初的愛心、

對屬靈事物不感渴慕、也沒有傳福音的動力，教會的事工怎麼推也推不

動，弟兄姊妹的關係變成是形式㆖的關係，而無實質生命的交流。雖然

教會仍有㆒定㆟數的聚會，但是其屬靈生命卻有如約翰在啟示錄㆗所

說：「按名，你是活的，其實是死的」（啟 3：1）那樣的光景。 

小組教會應用了這「組織生命與行為」的管理學理論在其運作㆖，

這使得小組教會與傳統教會相較，更有清楚的目標與策略；小組的運作

也比傳統教會團契的運作來得更有生氣與效率。 

另外，小組教會藉著小組的分殖而帶來組織的更新與生命的延續。

「葉忒羅小組」模式的組織領導㆟會在小組成熟期的後期，快邁入衰老

期的時候，致力於進行小組增殖或重整的預備，好進入另外㆒個新的小

組生命循環。這樣的作法能夠使得組織避免老化、衰退所導致的死亡。

我們可以將「葉忒羅小組」模式的生命週期畫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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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定期分殖或重整小組樣的情況㆘，「葉忒羅小組」模式因著小

組有清楚的生命週期而能制定不同生命階段的對應的發展計畫與策

略，這使得小組能夠因應不同的情況可以進行合適的發展92。 

另外，「葉忒羅小組」模式也因為有定期增殖分組或重整，所以教

會的領導層能夠對於㆒些衰退與死亡的小組得以進行更新，這樣因為新

的小組增殖以及對衰老小組的重整，使得小組的生命能夠維持健康。 

從這點來看「G12小組」模式，該模式並不是靠著重整與分殖的方

式，而是在延續原來關係㆘，組員另行帶領小組的方式繁衍組織的生

命。「G12 小組」模式也提出了㆔種小組來顯明該模式㆘小組組織成長

的不同時期。如今，在此可以應用組織管理學的角度來重新定義這㆔種

小組：「純粹會眾的小組」是「設立期」、「混合的小組」是「成長期」、

而「純粹領袖的小組」則是「成熟期」與「衰老期」。 

以「G12 小組」模式和「葉忒羅小組」模式相較，「G12 小組」模

式強調組員關係的延續，所以並沒有所謂定期分殖或重整的情事。這或

許使得組員的關係不至因小組分殖或重整而破裂，但是從組織管理學的

角度來看，這將使得原來的小組無可避免㆞看到老化的來到。另外也使

得「G12小組」模式無法制定清楚有關因小組生命週期所產生組織性問

題的對應計畫與策略。 

                                                
92 參：Ralph Neighbour,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Rev. Ed. (Houston: Touch, 2000), pp. 

27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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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理想的狀況㆘，「G12 小組」能仍因著組員開拓小組，使

得小組能夠有新的氣氛與文化。但是長久而言，面對組織的衰老問題，

目前未見有效的對應策略。或許因為「G12小組」模式發展至今不過是

十年的光景，所以所謂「純粹領袖小組」可能並不多見，故這問題的嚴

重性尚未呈現，至今也尚未見到相關的討論。不過從管理學的理論檢

視，「葉忒羅小組」模式在這點似乎有較佳的組織優勢；而「G12小組」

模式需要繼續觀察其後續發展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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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烩砈舱家   厩砞璸籔龟琁 
 

3.1  烩砈舱家   厩膀  

3.1.1 以「聖徒相通」作為教會建造的根本 

3.1.1.1 「聖徒相通」的意義 

3.1.1.2 「聖徒相通」的檢視 

3.1.1.2.1 以「聖徒相通」檢視㆒般傳統教會 

3.1.1.2.2 以「聖徒相通」檢視小組模式教會 

3.1.1.3 「聖徒相通」的應用 

3.1.1.3.1 以「聖徒相通」作為「成長領袖小組」的基礎 

3.1.1.3.2 以「聖徒相通」作為「成長領袖小組」的精神 

3.1.2 以「兩個國度」作為小組架構的立基 

3.1.2.1 「兩個國度」的意義 

3.1.2.2 「兩個國度」的檢視 

3.1.2.2.1 以「兩個國度」檢視小組教會策略的正當性 

3.1.2.2.2 以「兩個國度」檢視小組教會策略的危險性 

3.1.2.3 「兩個國度」的應用 

3.1.2.3.1 以「兩個國度」釐清「成長領袖小組」的定位 

3.1.2.3.2 以「兩個國度」整合「成長領袖小組」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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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以「十架神學」作為牧養事工的理念 

3.1.3.1 「十架神學」的意義 

3.1.3.2 「十架神學」的檢視 

3.1.3.2.1 以「十架神學」檢視現有小組模式的目標 

3.1.3.2.2 以「十架神學」檢視現有小組模式的運作 

3.1.3.3 「十架神學」的應用 

3.1.3.3.1 以「十架神學」設定「成長領袖小組」的目標 

3.1.3.3.2 以「十架神學」作為「成長領袖小組」的信念 

3.1.4 以「信徒皆祭司」作為培育領袖的策略 

3.1.4.1 「信徒皆祭司」的意義 

3.1.4.2 「信徒皆祭司」的檢視 

3.1.4.2.1 以「信徒皆祭司」檢視信徒的事奉 

3.1.4.2.2 以「信徒皆祭司」檢視信徒的培育 

3.1.4.3 「信徒皆祭司」的應用 

3.1.4.3.1 每位信徒都應該進行祭司的服事 

3.1.4.3.2 每位信徒都應該接受祭司的培育 

3.2  烩砈舱家  笲砏  

3.2.1 基本的組織 

3.2.2 目標的設定 

3.2.3 成長的階段 

3.2.4 裝備的策略 

3.2.5 事奉的架構 

3.2.6 小組的類別 

3.2.7 小組的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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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烩砈舱家  蝶︳砞璸 

3.3.1 「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評估方法設計 

3.3.2 「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評估性研究架構 

3.3.3 「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變項說明 

3.3.3.1 「屬性變項」的說明 

3.3.3.2 「自變項」的說明 

3.3.3.3 「依變項」的說明 

3.3.4 「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假設說明 

3.3.5 「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變項之操作型定義 

3.3.5.1 「自變項」的操作型定義 

3.3.5.2 「依變項」的操作型定義 

3.3.6 評估資料的蒐集與分析 

3.4  烩砈舱家  龟喷崩︽ 

3.4.1 傳遞異象與觀念 

3.4.2 重整牧養架構與㆟事 

3.4.3 調動聚會的時間安排 

3.4.4 更新裝備訓練的內容 

3.4.5 建立實踐所學的外展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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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章對於小組的相關文獻與理論進行了介紹與探討，前章的內容除了幫助瞭

解小組教會的相關的理論與發展之外，也成為本章進㆒步研究的基礎與背景。 

本章承繼前章的內容，更進㆒步㆞對現有的小組模式進行研究。本章內容可

以分為㆕大部分，首先是屬於神學理論研究的部份，其次是轉化為實際運作的部

份，再次是評估設計的部份、最後是實驗推行的部份。 

關於神學理論研究的部份，小組教會的權威學者 Ralph Neighbour論到小組教

會的時候說：「神學孕育方法」93。他的說法是十分正確的，所有的方法或策略

都孕育自背後的思想與背景。因此，若要能正確㆞掌握小組模式運作的方法與原

則並進行應用或轉化，在發展小組的模式與策略之前，先建立相關的神學理論基

礎是相當重要的。 

因此，筆者將先從神學理論方面進行研究，以路德神學檢視現有主流小組教

會模式的運作，並且提出對現有主流小組模式的修正建議，以便提供教會實際建

立「成長領袖小組」運作模式的參考。 

關於運作規劃與實驗推行的部份，是以方才所述的神學理論研究之結果作為

根基，並且參酌台北救恩堂實際的發展需要，重新設立㆒個有別於現有的主流小

組模式的「領袖成長小組」模式，以期能夠符合神學的理念與教會的實際需要。

關於這「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架構、變數、假設與實施步驟，將在評估設計的

部份以社會研究科學的論述方法作㆒詳盡說明。「成長領袖小組」模式將在台北

救恩堂實驗試行，因此在最後的實驗推行部份對此實驗過程作㆒簡介。 

                                                
93 見：Ralph Neighbour,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Rev. Ed. (Houston: Touch, 2000), p.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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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烩砈舱家   厩膀  

首先，本文將從神學方面進行研究。不過，神學內涵的辯論與研究並非本文

關注的要旨，本文主要著重在教牧方面的應用。筆者將首先由神學理念來檢視現

代教會與現有主流小組模式的運作，然後將從神學檢視所提出的結論作為「成長

領袖小組」模式的理論參考。 

因為筆者的神學立場以及救恩堂的宗派背景的緣故，所以本文將偏重於路德

神學的研究與應用。筆者將從路德神學的「聖徒相通」、「兩個國度」、「十架神學」、

「信徒皆祭司」等幾個範疇來檢視現有小組教會模式，提出修正現有小組模式的

建議，以作為將來在救恩堂推行「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研究設計之理論基礎。 

3.1.1 竧畕硄 毙穦硑   

「聖徒相通」可以說是基督教會的本質。教會的建造若不能奠基在「聖

徒相通」的根本㆖，那麼教會便失去了活潑的生命，成為㆒個徒具形式的宗

教組織。所以教會應該看重「聖徒相通」的意義，教牧㆟員不能只在神學院

㆗認識與研究「聖徒相通」的神學；「聖徒相通」也不能只淪為在背誦「使

徒信經」時出現的㆒個詞句。「聖徒相通」應該被作為教會建造衡量的標尺

之㆒，教牧㆟員應強化落實「聖徒相通」的理念在教會的生活當㆗。 

因此，本文首先研究在路德神學㆗「聖徒相通」的意義與原則；然後以

這「聖徒相通」的神學理念來檢視現有的主流小組教會模式，然後提出相關

的評論與具體的建議。期待藉這神學性的研究可以將「聖徒相通」的意義落

實在「成長領袖小組」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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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1 竧畕硄 種竡 

馬㆜路德將《使徒信經》㆗譯為「聖徒相通」的 communio sanctorum

㆒詞看成是教會的同義詞94，或者我們可以說，這「聖徒相通」㆒詞，

將教會的意義標明了出來。 

㆗世紀的羅馬教會將 communio sanctorum㆗的 sanctorum㆒詞看作是

「聖禮」與「聖徒」的雙重意義，因此 comnunio sanctorum便具有「在

聖禮㆗聯合」以及「與聖徒聯合」的雙重意義。這樣的解釋在神學㆖並

不能視為錯誤，但是在當時教會特殊的歷史與文化的背景㆘，這樣的解

釋卻在實踐㆖大大㆞扭曲了「聖徒相通」原本的意義95，使得基督教會

的生命被嚴重的扼傷。 

㆗世紀羅馬教會的聖禮觀，是將「聖禮」看作是「因功生效」96的

工具。所以 communio sanctorum在「聖禮㆗聯合」這方面的意義，在當

時便成為信徒藉著聖禮的行為來支取拯救和基督的功德的另㆒用詞。在

那種背景㆘，教會的意義成為提供這種聖禮之功德的所在。當時的神職

㆟員可以在沒有會眾的情形㆘舉行彌撒，信徒也可以在沒有信心、也沒

有和其他信徒肢體有任何熟識與互動的關係㆘，因著領受聖餐的行為，

而號稱實踐了 communio sanctorum。 

                                                
94  關於路德對於 comunio santorum㆒詞的解釋、用法之詳細討論，可以詳參：Paul Althaus, The 

Theology of Martin Luther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9), pp. 294-297。 

95  這種解釋帶來的扭曲，特別表現在當時教會的聖禮與聖品制度兩方面。因為本文宗旨緣故，
在此不對當時聖禮與聖品制度的發展與內容多作介紹，相關的討論可參：麥格夫，《宗教改

革運動思潮》，陳佐㆟譯（香港：基道，1991），頁 136-141。 

96  原文為 ex opere operato ，參：華達，《律法與福音》（香港：卓越，1989），頁 82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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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聖徒」的身分在㆗世紀的羅馬教會，是由教皇論功冊封的。

能夠被冊封為「聖徒」的基督徒，當時被認為能夠有極大的功德，能夠

將其功德分享給別㆟。所以 communio sanctorum在「聖徒」這方面的意

義，當時又成為信徒們藉著向聖徒們祈禱來支取功德以及㆖帝眷顧的另

㆒用詞。結果 communio sanctorum的解釋反而使得當時每位信徒都竭力

尋求在基督之外的其他㆗保，期待能夠藉著其他聖徒的功德，使自己減

少在煉獄㆗的痛苦，以及更多得到㆖帝的眷顧。 

身處現代的基督徒可以很清楚㆞看到在㆗世紀的羅馬教會㆗

communio sanctorum是怎麼在實踐㆖被扭曲了。這樣扭曲的結果導致了

教會淪落成為㆒個提供施行聖禮與獲取聖㆟之功的所在。基督徒因著信

心在基督耶穌裡得著的尊貴身分，以及基督肢體彼此之間那種相愛互助

的關係都因此受到了貶低或忽略。 

當時馬㆜路德看到了這種對於 communio sanctorum神學解釋的不足

之處，以及看到教會㆗發生的種種錯謬，他提出了對於這種扭曲的批

判，並作出聖經與神學的澄清。馬㆜路德論到使徒信經㆗的 communio 

sanctorum時，他說： 

и獺竧膀服毙穦竧畕硄硂獺竒睲  毙

穦琌 或碞琌竧畕硄碞琌硂刮砰   琌膀服

畕 琌竧间   膀服畕 竧间刮砰┪ 琌

毙穦毙穦硂迭ㄓ 琌紈ゅ    獺竒 

 種竡97 

                                                
97 見：克爾編，《馬㆜路德神學類編》，王敬軒譯（香港：道聲，1961），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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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路德繼承了古教會對 communio santorum的理解，重新把㆗世

紀在㆝㆖的聖徒群體拉到㆞㆖來。他在 1513 年便指出在《新約》保羅

書信㆗的「聖徒」，並不是指信徒團體㆗特殊的㆒群，而是指全體成員，

聖經㆗的聖徒並非是指死去的「完㆟」或「有福者」，而是特別用來指

稱在㆞㆖還活著的基督徒98。所以聖徒不單可以在㆝㆖找到，而且聖徒

就在㆞㆖。馬㆜路德說： 

礚阶璶 竧畕 ㄇ 或  赣р 猔種眖  

锣 帝  帝 竧畕碞琌 綟  臩砰 

戴 ㄇ ヾㄠ称癲 絘惠璶 

 碞眖硂柑秨﹍璶ノ 玂臔ノ ︾

狝┸籠璶  碙腨99 

 

 

由於馬㆜路德重新將「聖徒」的稱號恢復於㆒般基督徒的身㆖，這

使得 communio sanctorum的意義跟著清楚㆞明朗起來。原來，communio 

sanctorum 的意義並不是那種藉著向已故聖徒祈禱來分享功德的概念，

而是強調教會作為聖徒所組成的團體，其本質在於 communio，也就是

連結、合㆒以及分享的實踐。 

另外，關於聖禮的 communio sanctorum也因著重新明朗起來，而恢

復了原本的意義。在聖餐㆗的 communio sanctorum並不是那種藉著領受

聖餐的行為來換取基督功德的意義，而是指教會肢體於聖禮㆗與基督耶

穌以及與其他信徒彼此連結合㆒的意義。 

                                                
98 詳參：Paul Althaus, The Theology of Martin Luther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9), p. 298。 

99 Paul Althaus, The Theology of Martin Luther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9), p. 298 note 18。 



－81－ 

馬㆜路德對 communio sanctorum的解釋，不但對當時的羅馬教會造

成了衝擊與改革，也成為對教會㆗的個㆟主義的嚴厲批判。在聖徒相通

的概念㆘，在這稱為教會的聖徒群體㆗，沒有㆒個㆟是可以不顧其它的

㆟，而自顧自㆞和㆖帝發生往來關係。馬㆜路德論到這般聖徒相通的生

活時，有很精彩的描述： 

 讽и璚 и 琌縒璚膀服㎝┮ 

 膀服畕 ㎝и璚… …  硂或ㄤ 踞璽
и  踞 秖  и 秖毙穦 獺み  и や

 稲┯踞и ψ砰 碽 窽   и 痲

  琌 и―… … 硂妓街临 竜τ 
辨街临穦 礹璚τ螟筁  琌縒 癸

竜㎝竜 礹璚τ琌膀服  ㎝膀服  砰癬┯踞┮竧

畕刮砰琌   100 
 
 

馬㆜路德以「因信稱義」的教義，擊碎了當時㆗世紀「因功生效」

的錯誤聖禮觀。馬㆜路德也從 communio與 sanctorum的字義和文法的研

究開始，逐漸從聖經與神學方面提出他對於此㆒用詞的新的定義。自此

以後，communio sanctorum 恢復了「聖徒相通」原本的面貌101。 

至此，我們可以簡要㆞作結，「聖徒相通」就是教會的本質102。它

的意義是指基督徒們因著信心在基督裡成為「聖」。教會是聖徒所聚集

組成的團體。在這團體㆗，信徒們彼此連結、互相擔當、交接分享。 

                                                
100 見：Paul Althaus, The Theology of Martin Luther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9), p. 305 note 42。 

101  關於馬㆜路德提出「教會觀」與「聖禮觀」的詳細的過程，可參：羅倫培登，《這是我的立
場》（香港：道聲，1987），頁 152-173。 

102 這是從「聖徒相通」的角度來論述教會的本質。馬㆜路德還曾另外從「道」的角度來闡釋教
會與聖禮的概念，不過這相關的討論已超過本文範圍，詳細的討論可參：喬治．W．傅瑞勒，
《聖經系統神學研究》（台北：橄欖，1984），頁 249-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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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 竧畕硄 浪跌 

當我們了解「聖徒相通」的意義之後，接㆘來就要以「聖徒相通」

的神學理念來檢視現代㆒般的教會生活以及現有的主流小組模式，觀察

教會與小組的運作是不是能夠符合聖徒相通的神學理念。 

3.1.1.2.1 竧畕硄浪跌肚参毙穦 

首先，以「聖徒相通」的神學理念檢視現代㆒般的傳統的教會

生活。我們可以發現通常教會都擁有著正確的「聖徒相通」的神學

理念，但在實際㆖，教會在落實「聖徒相通」方面卻仍嫌不足，㆗

世紀對「聖徒相通」的扭曲，還是有殘存的影子漂浮在現今的教會

㆗，使得基督身體的活潑生命因而受到戕傷。 

㆗世紀教會曾經以「向聖徒禱告」與「聖禮的行動」取代了「聖

徒相通」那種肢體相交的活潑生命關係，現代教會則是另以各式各

樣的節目與活動取代了「聖徒相通」活潑相交的關係。Ralph 

Neighbour 在敘述今日㆒般的傳統教會的問題時，他說： 

 ら肚参毙穦ネ よ  膀 峰 琌 贺

 笆   砞璸Program Base Designи 嘿硂

贺毙穦 P.B.D. 毙穦 

硂 P.B.D. 琌ノㄓ甧贺琂 妮竧竒瞯

 毙穦ネ 家  ら┮  肚参毙穦  盢κだ

 κ 毙穦 蹦硂贺家 礚阶琌褐  艶  

 祸 …   毙穦 琌硂妓103 

                                                
103 見：Ralph Neighbour,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Rev. Ed. (Houston: Touch, 2000), p.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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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lph Neighbour 藉著「P.B.D.教會」的用詞，指出今日㆒般傳

統教會的問題是藉著許許多多的活動與節目來推動事工，但卻沒有

提供時間與空間來讓信徒們可以發展更親蜜的關係。另外，William 

Beckham 也同樣指出類似的問題。他指出現今㆒般傳統教會是「單

翼的教會」，單單看重公開群體的崇拜聚會，但卻沒有發展個別信

徒群體之間、非公開的、深入密切的相交關係104。 

在㆒般傳統教會㆗，㆟們不是自顧自㆞參加公眾的聚會，就是

在各式各樣的節目與活動㆗互動而熟識，例如：研讀聖經課程、聆

聽演講、詩班彩排、開會討論、… 等等。但是彼此卻是互相「打照

面」的關係，彼此並沒有足夠深入的了解，所以也談不㆖什麼在基

督的愛㆗相互連結、在承諾㆗彼此負責的情事。Ralph Neighbour 說

了㆒次他的親身經驗： 

и癘眔  и㎝隔眔癬砐玭  

 毙穦и把㎝и闹畉  刮 籈

穦硈и  刮     

畊籈穦 癸и 琎ぱи笿 ゑ 

禗и㎝竒∕﹚瞒盉穐產ㄓ 

產柑ㄢ竒  酵  и毙穦

穦 毙穦籈穦и 穦 眔

   

℉纐皚痁     或㎡

る玡и临產把 癸и  笵   拜肈

!  笵﹏ ゝ ⊿  笵 盉竒獹

癬縊 

                                                
104 參：William Beckham, The Second Reformation,（Houston: Touch, 1997），pp.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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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穘帝繷   笵 

иг 拜ㄢ痁  

ㄓ瞒盉 ゑ ひ包硂刮 籈穦竒 

琌㎝ㄤ ﹏ゝ 闽玒玱⊿ 克籩  笵

 盽ネ  ┮ 羬 腨 拜肈硂癸ひ包砆毙穦竤

砰   瑇瑈 簘疊程縒 癸 拜肈

籔端甡105 
 
 
類似㆖面的例子，在㆒般的教會是屢見不鮮的。在現今㆒般傳

統教會㆗，有㆒些信徒是比較活躍、引㆟注目的，通常這些㆟也在

教會㆗建立了較為廣泛的關係。但是在教會㆗還有㆒大群比較不活

躍、較不引㆟注目的肢體，每週穩定㆞參加聚會，和其他會眾㆒同

唱詩禮拜、㆒同領聖餐、㆒同宣讀使徒信經，和其他教會肢體似乎

熟識，但是又提不㆖什麼深入的認識。然後，有㆒㆝，突然發生了

什麼嚴重的事情，教會的信徒們才驚覺到對這些看似熟識的會友，

實際㆖對他們而言，是多麼的陌生。 

雖然在神學㆖，這類基督徒仍然可以宣稱和其他信徒在信仰㆖

「聖徒相通」。但是在實際的生活㆗，這些獨來獨往的基督徒卻像

是散佈在傳統教會禮拜場㆞的疏離孤島。不論是在生活㆗面臨苦與

樂，還是孤單㆞承受與面對。 

我們可以看到這和前文㆗馬㆜路德所揭櫫出來「聖徒相通」的

生活差別有多大！ 

                                                
105 見：Ralph Neighbour,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Rev. Ed. (Houston: Touch, 2000), p.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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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讽и璚 и 琌縒璚膀服㎝┮
  膀服畕 ㎝и璚… …  硂或ㄤ 
踞璽и  踞 秖  и 秖毙穦 獺み

  и や 稲┯踞и ψ砰 碽 窽

   и 痲  琌 и―… 106 
 

雖然現在教會因著改教時代，「聖徒相通」神學的影響，突破

了「因功生效」的聖禮觀以及向已故聖㆟祈求換取功德的情況。但

是聖徒的相通，並不是在教會各式各樣的節目與活動㆖，更重要的

是能在平常的生活㆗彼此熟識、互相幫助。 

我們可以簡要指出：現今㆒般傳統教會的問題在於忽略了給予

提供㆒個架構，能夠讓信徒們有空間與時間來發展彼此「相通」的

關係。讓信徒們不是只是膚淺㆞彼此認識，或是忙碌於教會各式各

樣的活動與節目㆖，結果這些活動與節目反而霸佔了信徒，造成信

徒之間的另㆒種隔絕，使得信徒之間的關係只是建立在聚會節目、

事工或活動㆖，而非在日常生活的基礎㆖。 

所以，今日㆒般的傳統教會應該留意，不要只看重公開的群體

崇拜聚會，而忽略了信徒彼此相交的需要；教會也應該留意不要被

各式各樣的活動充斥了整個教會的生活，而使得信徒在教會的生活

只忙於這些教會的活動與節目。教會應該提供㆒個合適的架構，讓

信徒們有足夠的時間與空間可以深入㆞互相認識，彼此交往，並且

苦樂與共、甘苦共嘗，這才是發揮了「聖徒相通」的精神。 

                                                
106 見：Paul Althaus, The Theology of Martin Luther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9), p. 305 note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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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2 竧畕硄浪跌舱家 毙穦 

再來，我們以「聖徒相通」的神學理念來檢視小組模式的教會。 

前章曾經介紹小組教會的神學在於「群體」，細究小組教會所

強調的群體神學，其實是和「聖徒相通」的神學相符的。 

小組化教會運動嘗試藉著教會組織與策略的更動，以小組來建

立信徒群體、好讓信徒在其㆗真實與㆖帝連結，肢體也能彼此聯

絡、相愛互助。這讓「聖徒相通」㆒詞，從分享基督的聖潔與完全、

信仰的宣告與合㆒、聖靈與聖道的分享、… 等等神學內涵，進入到

信徒真實的生活經驗當㆗。 

從這點來看，現有的小組模式，不管是葉忒羅小組模式和 G12

小組模式，都比只看重公開的群體崇拜的教會來得更落實了「聖徒

相通」的精神。 

但是，神學和實踐㆖面常是有所差距的。在實踐㆖，教會採用

了小組的模式，並不代表㆒定能落實「聖徒相通」的精神。㆘面從

兩個方面來討論現有小組模式常出現的問題。 

首先，如同前文所說，今日㆒些傳統教會以各式各樣的節目與

活動取代了「聖徒相通」的生活。這樣的狀況，也可能在採取小組

模式的教會㆗發生。也就是說，㆒個小組教會也可能成為 Ralph 

Neighbour所說的 P.B.D.的教會，而非落實「聖徒相通」精神的小組

教會。Ralph Neighbour 對這類的小組教會，曾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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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B.D. 毙穦 ┮ 摸  舱 刚筁 
舱竒舱硑碞舱秈瞏舱獀励舱…  
 碭 妓 舱 沽刚筁玱眖 稱 璉

  厩膀 硂计 舱 ⊿  或  

ㄇ穦粄 舱 笲竒硋  螟笵硂琌痷

 盾讽礛 琌!и┮ 琌 ㄇミホ
防 舱  ⊿ р膀ミ結ホ107 
 

這也是鄺健雄牧師指出台灣有許多教會早在 1970 年代便開始

建立小組教會的模式但是卻面臨失敗的原因。因為當時台灣的教會

只學到小組的架構，卻忽略了小組的神學，結果小組只是成為教會

眾多節目與活動㆗的項目之㆒，「聖徒相通」的精神以及功能並沒

有能夠藉著小組的推展而在教會發揚開來。 

筆者在此借用鄺健雄牧師「有小組的教會」和「小組化的教會」

的用法來區分㆖述的兩種小組教會：「有小組的教會」是 Ralph 

Neighbour 所謂的 P.B.D.〜以活動為本〜的小組教會；「小組化的教

會」則是在實踐群體神學〜以「聖徒相通」為本〜的小組教會。 

從「聖徒相通」的神學檢視以及這兩個用詞的定義來看，我們

可以很清楚㆞明白㆘句話的意義，這句話也可作為所有教會在推動

小組事工時的提醒與警惕：「㆝離㆞有何等的高、東離西有何等的

遠，『有小組的教會』和『小組化的教會』差別也有多大」108。 

                                                
107 Ralph Neighbour,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Rev. Ed. (Houston: Touch, 2000), p. 77 。 

108  這是鄺健雄牧師在國際細胞小組大會㆗常引借聖經來說明小組教會意義的㆒句名言。不過，
鄺健雄對於「有小組的教會」與「小組化的教會」的用法，主要是指教會的架構方面，但是

筆者在此借用他的話，則主要是從神學方面來作分別。參：鄺健雄，《使徒性小組教會》（新

加坡：國際特詢事工，2000），頁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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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Fuller 神學院的 Robert Banks 也曾經指出，有㆒些教會

雖然採取了小組模式，但是這些小組模式在創建時便具有極為嚴重

的潛在問題，Robert Banks 將這些小組分為「自我㆗心的小組」、「個

㆟滿足的小組」、「生活見證的小組」、「足球隊的小組」（宣教服務

的小組）、「聖經書蟲的小組」（研經小組）。然後他對這些有問題的

小組，其不夠完備的的㆞方㆒㆒進行了討論與說明109。 

在此，筆者重新將㆖述的問題小組類型分為㆔類：以「個㆟主

義」為導向的小組（自我㆗心的小組、個㆟滿足的小組）、以「事

工」為導向的小組（生活見證的小組、足球隊的小組），或是以「灌

輸知識」為導向的小組（聖經書蟲的小組）。 

若我們重新以「聖徒相通」的神學檢視這㆔類小組，可以很輕

易㆞發現這㆔類小組都使用了小組的架構，但是卻是將小組的焦點

集㆗在自我的需要、事工的開展、或是在知識的學習㆖。其實，這

些小組都偏離了原本小組所強調的群體神學。 

首先，「個㆟主義導向」的小組」將焦點集㆗在信徒個㆟身㆖，

參加聚會的組員僅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而來。馬㆜路德曾斥責這樣

的基督徒：「他們只關注自己、自我膨脹，從來不會考慮把憐憫給

予罪㆟」110。這種只將注意力集㆗在自己身㆖的自私聚會，根本㆖

是與「聖徒相通」那種關注肢體需要、彼此分享交接的精神相悖了。 

                                                
109 見：Ralph Neighbour,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Rev. Ed. (Houston: Touch, 2000), pp. 77-84。 

110 Paul Althaus, The Theology of Martin Luther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9), p.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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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以事工為導向」的小組通常會給予㆟㆒種很好的印象，

因為他們並非為了「私㆟的利益」而存在，而是為了教會、佈道或

社會服務的原因而存在的。 

但是，在這類的小組㆗，信徒們的關係主要建立在事工㆖面。

組員們關注的焦點是如何有更好的工作果效，而不是組員彼此的需

要。組員之間的關係像是同工、同事，這種小組㆗很容易出現在前

文所述那種彼此似乎熟識、但卻對肢體實際的狀況陌生的情形出

現。所以「以事工為導向」的，在落實「聖徒相通」之㆖，仍有需

要加強之處。 

最後，「以傳授知識為導向」的小組，組員們就像是學生㆒般，

互相交換研經的心得與資料。雖然這樣的小組能夠使得聖經知識加

增，但是沒有花太多的關注在信徒實際的生活之㆖，組員之間的關

係好似同學或師生㆒般。這樣的小組，在落實「聖徒相通」之㆖，

也是有需要加強之處。 

這㆔類小組都有可能出現在葉忒羅小組模式的教會或是 G12

小組模式的教會㆗。這些小組或許可以使信徒的需要得到滿足，事

工得到進展、或是傳授更進深的聖經知識。但是在「聖徒相通」神

學的檢視之㆘，那重要的教會本質〜聖徒相通的生活，還是在不知

不覺之㆗被忽略了。所以，雖然教會推展小組，但是並不㆒定能夠

真正落實「聖徒相通」的精神，這是值得留意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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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 竧畕硄  ノ 

從前文的討論，我們已經可以看到教會應該如何加強實踐「聖徒相

通」的生活，小組又是應該如何留意建立在「聖徒相通」的基礎㆖。本

文在此將再進㆒步以㆖述的研究應用於「成長領袖小組」的模式。以㆘

便從「以『聖徒相通』作為『成長領袖小組』的基礎」以及「以『聖徒

相通』作為『成長領袖小組』的精神」兩個方面來說明。 

3.1.1.3.1 竧畕硄  烩砈舱 膀  

馬㆜路德說：「教會的本質、生命與性質，不是㆒個徒有外表

的群體，而是㆒個有相同信心的群體」111。教會是㆒群藉著信心領

受福音，與基督連結的信徒。信徒們因著與基督的連結而分享了基

督的聖潔、生命與恩典，也在基督裡互相緊密連結、共享互助。 

因此，教會應該戮力將「聖徒相通」的理念落實在教會的生活

㆗。從前文的討論㆗可以看到，相較之㆘，小組教會比㆒般只看重

公開群體崇拜的傳統教會來得更符合「聖徒相通」的神學理念。 

不過，前文也提及即使是葉忒羅小組模式的教會或是 G12 小

組模式的教會也仍可能因「活動取向」的影響，戕害了以群體為本

的「聖徒相通」的精神。也就是說，教會即使採取了小組的架構，

也不㆒定能夠真正發揮「聖徒相通」的精神。 

                                                
111 俞繼斌編，《管窺十架神學》（新竹：信神，1997），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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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教會以及㆒些小組教會是「以活動為本」的設計，如前文

所述，「以活動為本」的設計可能是以個㆟主義為導向、以工作成

效為導向、或是以知識傳授為導向。但是㆒個合乎「聖徒相通」精

神的小組應該是「以群體為本」的設計。在這基礎㆖，對小組來說，

任何會妨害這「群體為本」的節目或活動，都應該放在次要。所有

的節目與活動也應該架構在這「以群體為本」之㆖。 

「神學孕育方法」，為了落實這種「以群體為本」的「聖徒相

通」精神，因此筆者在救恩堂原有的基礎㆖，繼續以「小組」作為

建造教會的架構。 

筆者所研究的「成長領袖小組」模式乃是建立在「聖徒相通」

的基礎之㆖，這理念可以作為「成長領袖小組」㆒切運作的基礎和

原則。教會的事工，如：個㆟的需要得滿足、宣教佈道的開展、或

是知識的學習、… 等等事工，都是以「聖徒相通」、「以群體為本」

作為基本概念的。 

這並不是說，「成長領袖小組」並不看重節目或活動的舉行、

或是不強調滿足個㆟的需要，不從事佈道、服務、或是聖經研讀的

工作。相反的，㆒個健康的小組應該都能包含這些內容，就像鄺健

雄所說的：「小組就是教會」、「小組具備了教會的基本功能」112，

但是小組卻不是以這些功能作為基礎，而是以「聖徒相通」為基礎。 

                                                
112 這兩句話，見：鄺健雄，《使徒性小組教會》（新加坡：國際特詢事工，2000），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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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2 竧畕硄  烩砈舱 弘  

教會存在的目的或說最重要的事工是什麼呢﹖曾經有學者提

出教會存在的目的與最重要的事工乃是完成耶穌託付的大使命113： 

ぱ┮  舦琡 界 и┮璶ㄏ

窾チ и 畕竧艶  琁瑍и

┮㎎  毙癡宽и碞盽籔 

  114 
 

分析㆖面經文脈絡，很清楚㆞可以看到兩個重點：第㆒、基督

徒要影響別㆟受洗歸主。第㆓、基督徒要傳遞真理、帶領別㆟在主

裡成長。這兩個託付給基督徒的使命內容都是建立在與他㆟的關係

㆖，是與獨善其身的個㆟主義相對立的。所以，我們可以說這大使

命的內容蘊涵著「聖徒相通」的基礎。 

教會要存在的目的或是最重要的事工既然在這大使命㆖，那麼

教會的建造應該將這大使命落實開展。因此，筆者嘗試以「領袖」

㆒詞作為在「聖徒相通」基礎㆖開展「大使命」的實踐核心，所以

將新的小組模式定名為「成長領袖小組」。 

                                                
113 達拉斯神學院的的蓋時珍博士曾經從整卷新約的對照比較㆗歸納出「教會為何存在的原
因」，他的總結就是「大使命」。參：蓋時珍，《追溯、校正、更新》，張練能譯（香港：證道，

1981），頁 25-32。關於教會的使命與事工曾有許多學者從不同的面向討論，如從「末世論」、
「㆖帝國度」的角度、從「道」與「宣講」的角度、從「合㆒」、「家庭」或「身體」的角度、...
等等。但是不論從什麼角度，也都朝向共同的結論〜教會的使命在於完成耶穌升㆝前的託

付。關於這方面更詳盡的討論，屬於「教會論」神學研究的範疇，所以筆者在此不再贅述，

另可參：牛畢真，《㆖帝家裡的㆟》，胡簪雲譯（香港：基文，1977）頁 151-171；章力生，《教
會論》（香港：宣道，1991）頁 77-79；漢斯昆，《教會發微》㆖冊，田永正譯（台北：光啟，
1995》，頁 123-132。 

114 馬太福音 28：18-20，這是㆒般俗稱「大使命」的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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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管理學大師Warren Bennis 曾對「領袖」㆒詞㆘了簡要清

楚的定義，他說：「領袖，就是㆒個影響別㆟的㆟」115。從 Bennis

的定義來看，來看前述大使命的兩個要點都是屬於「影響別㆟」的

性質，我們可以說，大使命的呼召，就是呼召信徒成為㆒個屬靈領

袖〜要去「影響別㆟信主、帶領別㆟在主裡成長」116。 

㆒個合神心意的屬靈領袖，不是以自我為㆗心的。在小組生活

的成長過程㆗，不是只顧自己的需要得到滿足、不是只操練服事的

技能，也不是只留意學習更多的聖經知識〜當然這些都重要，也是

㆒位稱職的屬靈領袖所應具備的內涵〜而是要學習在群體㆗生活

互動、關注他㆟需要、懷抱僕㆟心志來服事他㆟，好能成為㆒個能

「影響別㆟信主」、「帶領別㆟在主裡成長」的屬靈領袖。 

因此，筆者藉「領袖」這詞和大使命的內涵連結起來，並且藉

「領袖」㆒詞將教會信徒成長的目標與獨善其身的個㆟主義對立分

別，因為㆒個㆟若離開了群體就不可能成為領袖，領袖是在群體㆗

發揮影響力的㆟。新小組模式以「領袖」為名，標明了這小組是以

「影響與帶領別㆟」為重的、是以「群體為本」的；「聖徒相通」

的神學理念是「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建造基礎與重要精神。 

                                                
115 見：Warren Bennis，《領導者》，楊振富譯（台北：實學社，1997），頁 44。雖然筆者在此處
引用 Bennis對領袖的定義，但要提醒留意，屬靈領袖和世俗領袖的意義有顯著的不同，屬靈

領袖有另㆒面向，就是「僕㆟」。如同耶穌所說：「只是在你們㆗間，不是這樣；你們㆗間，

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在你們㆗間，誰願為首，就必作眾㆟的僕㆟」（可 10：43-44），

關於這點，將在後文 119-121頁「十架神學的應用」的內容㆗，作更詳盡的討論說明。 

116 這是筆者個㆟對大使命的內容，歸納重述的兩個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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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ㄢ瓣 舱琜篶 ミ膀 

現今關於教會增長與建造教會策略的討論，常常陷入兩個極端的衝突和

張力㆗，㆒個極端可稱為「唯靈論」，㆒個極端可稱為「唯技術論」。前者認

為教會不須應用任何的世俗策略方法或組織架構，主要藉著禱告㆖帝與經歷

聖靈的工作便可以經歷帶來教會真正的增長。後者則應用世俗的研究在教會

組織的成長㆖，強調外在的策略、方法、組織、架構117。 

其實「唯靈論」和「唯技術論」都有可取之處，但也都有偏頗之處。如

何整合這兩者的異同呢﹖筆者認為在㆗世紀馬㆜路德所提出的「兩個國度」

的觀念正可以應用於此處，能夠整合㆓者並協調其矛盾。換句話說，「兩個

國度」可以被作為「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樑架，用來整合協調不同的教會

建造方式。 

因此，本文首先研究在路德神學㆗「兩個國度」的意義與原則；然後以

這「兩個國度」的神學理念來檢視現有的主流小組教會模式，然後提出相關

的評論與具體的建議。期待藉這神學性的研究可以將「兩個國度」的意義落

實在「成長領袖小組」的新模式㆗。 

                                                
117 以往北美的靈恩教會較偏向於「唯靈論」，如最近台灣曾風行㆒時的書籍「疾風烈火」㆗所
描述的紐約布魯克林會幕教會，他們常強調：「我們不需要技術㆟員與教會設計師，我們需

要㆖帝」，見：辛傑米、梅定恩，《疾風烈火》（台北：雅歌，2000），頁 153。但是另外㆒些
北美的傳統教會則比較偏向於「唯技術論」，如曾作為北美數千家教會建造顧問的William M. 
Easum 的教會建造的作法，曾有㆟如此介紹他的理論：「充滿了立即、可應用、簡單的方法，
無疑㆞將帶來教會的增長」。見：William M. Easum, The Church Growth Handbook,（Nashville: 
Abingdon, 1990）封底介紹。關於本文「唯靈論」與「唯技術論」這兩個用詞引用自德國學
者施瓦慈的論述，參見：施瓦茨，《自然的教會發展》，黃婉儀譯（香港：高接觸，1996），
頁 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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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1 ㄢ瓣 種竡 

路德把『屬靈』和『屬世』的兩個領域分開，他明白指出㆖帝藉著

聖道統治屬靈的國度，又藉著世俗的權柄統治世俗的國度。這兩個國度

㆒是『㆖帝的右手』，㆒是『㆖帝的左手』118。基督徒同時生活在這兩

個國度內，他㆒方面是屬㆝的國民，受㆖帝的道的管理；㆒方面又是世

俗國度的子民，受屬世政府的管理。路德說： 

 ㄢ瓣產琌 瓣琌妮 瓣и 竒硂肈

ヘ祇筁砛  阶и稱 穦  フ硂笵瞶┪ 

猔種硂ンㄆ 瓣琌  ㄥ  稲 瓣 琌祇

籃 瓣 瓣柑 砵竜  酚臮 稲み 

狝ㄆ︽ ㄆ  籔е贾 ㄆ妮 瓣琌祇

腨糉 も琿癸 瓣硂妓 瓣  籃  

糵﹚竜狝碿玂臔  帝硂絫珿硂瓣籖笆

糃  烩竧竒嘿  ┪ 琌も 

 辽 119 
 

基督徒具有雙重國籍的身份，因此便有雙方面的義務：即㆝國子民

與世俗國度公民的義務120，此㆓者不可混淆不分。從以㆘路德的談話可

以更明瞭『兩個國度』的思想： 

硂妓讽膀服畕驹初┪讽 猭﹛ 

籃 綟┪讽猭畑  禗 琌膀

服畕  硂ㄇㄆ 琌瓁猭﹛┪

畍  籔   玂聋膀服畕 み

 みㄏヴ穕端 綟璝礹璚  み 

端篍 

                                                
118 見：賀爾，《路德的倫理觀》，潘主聞、劉倩譯（香港：路德會，1980），頁 100。 

119 見：克爾編，《馬㆜路德神學類編》，王敬軒譯（香港：道聲，1961），頁 242。 

120 參：彼前 2：13，羅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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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服畕  癸–

玌  筁 玂ㄏノ龟琁ち ヴ叭碞

琌┮﹡ 跋  瓣產┪產壁 猭┮璶― 121 
 

從這裡可以看到『兩個國度』㆒個動態（Dynamic）且具反合性

（Paradox)的立場：基督徒的「個㆟」（Person)與「職務」（Office)。就

『個㆟』而言，基督徒在屬靈的國度內是完全自由，除了基督之外不屬

於任何㆟，也不受別㆟約束的。但就『職份』而言，他可能是㆒個軍㆟、

法官、律師，對這世俗的國度有著應盡的責任與義務，因著這些『關係』，

他成為㆒個受約束的㆟122。這不僅是基督徒在『兩個國度』㆗生活的要

則，也是基督徒自由的真諦123。 

當基督徒在盡他世俗國度公民的義務時，必須保持他㆝國子民的心

態，存愛弟兄的心；而作為基督徒他應該遵行聖經的教導。但基督徒不

能離群索居，在日常生活㆗必然會和他㆟發生關係。在這關係㆗，他的

身份不單是基督徒，也可能同時是㆒位法官、㆒位主㆟、㆒位丈夫，所

以他就有責任盡他作為㆒位法官、㆒位主㆟、㆒位丈夫的責任。路德說： 

酚   琌膀服畕酚籔  闽玒

τ 琌 砫ヴ玂臔フ盾瞷и┮

癚阶 琌闽玒  膀服畕Christian in Relationτ 
琌 膀服畕 his being a Christian124 
 

                                                
121 見：Martin Luther,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and the Magnificant”, Luther‘s Works.Vol 21, ed. 

Jeroslav Pelikan (St. Louis: Concordia: 1956), p. 105。 

122 參：林前 9：19-23。 

123 參見：馬㆜路德，「基督徒的自由」，《路德選集》㆖冊（香港：基文，1986），頁 352。 

124 見：Martin Luther,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and the Magnificent”, Luther‘s Works, Vol. 21, ed. 
Jeroslav Pelikan (St. Louis: Concordia: 1956), p.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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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雖然基督徒是自由的，但是當基督在屬世國度的生活

時，必定會和別㆟發生關係。因此，他的身份也時時有所改變，所以相

對的責任也有所不同。而兩個國度觀念便協調了基督徒面對「㆖帝的恩

典」與「世俗的責任」的區別。 

至此，可以將『兩個國度』的內容簡述如㆘： 

第㆒、有兩個國度同時存在，這兩個國度皆為㆖帝所設立，皆有神

聖目的，但兩者不同，不可混淆：㆒是『㆖帝的國』，㆒是『屬世的國』。 

第㆓、基督徒同時在這兩個國度內生活，因此有不同身份、不同責

任。就『個㆟』而言，基督徒屬於『㆖帝的國』，是在基督裡得自由的

㆟。但就『職份』來說，基督徒是在『屬世的國』內有著種種不同的關

係和責任必須承擔的㆟。 

第㆔、基督徒在生活㆖必須對這『兩個國度』的有清楚區分，在『㆖

帝的國』裡能在福音㆗得著基督的愛、安慰、赦罪、釋放、醫治、堅固...

等等。而在『屬世的國』內則存著愛弟兄的心，為了『關係』；按世俗

律法而生活。 

3.1.2.2 ㄢ瓣 浪跌 

㆗世紀時，因著教權與政權的長期鬥爭，基督徒的觀念常被混淆

了，對於「屬靈」與「屬世」的概念常常不是過度偏左，就是過度偏右。

但是路德以『兩個國度』觀㆒方面提供了基督徒合乎聖經且可行的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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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另㆒方面又不至於落入羅馬教會和重洗派那兩種『過度偏左』和『過

度偏右』的錯誤裡125。如今，我們也可以此觀念檢視今日教會的建造。 

3.1.2.2.1 ㄢ瓣浪跌舱毙穦    讽┦ 

長期以來，教會建造的策略㆒直有著「唯靈論」與「唯技術論」

兩個極端的爭論，前者認為教會是屬靈的群體，不能和俗世的群體

等同論之，所以也不應該使用任何俗世群體的管理與組織知識作為

建造的策略。唯獨適用於這群體的乃是「屬靈」的策略，如禱告、

爭戰、敬拜、傳福音、… 等等。後者認為教會具有世俗組織的特性，

因此對於應用「屬靈」的策略，認為虛無飄渺、無法掌握，所以常

偏重於應用各種俗世關於群體的管理與組織相關研究作為建造的

策略，如：組織管理、群體動力、心理協談、… 等等126。 

其實，這兩種看法都是不正確的。若從路德的「兩個國度」倫

理觀來看，可以明白這兩種對小組化教會的看法都是將「㆖帝的國」

和「屬世的國」混淆了。 

前文曾提到教會的本質是「聖徒相通的團體」，但在此處，我

們要從教會本質的的另㆒面來探究這個問題。路德曾說： 

 ― 璶甧秆癬 иノㄢ  嘿 

ㄢ毙穦材毙穦琌礛 痷龟 膀  龟

 и嘿 妮艶 礚    膀服毙穦材

                                                
125 周㆝和，《山㆖寶訓的研究》（香港：道聲，1984），頁 123。 

126 參：施瓦茨，《自然的教會發展》，黃婉儀譯（香港：高接觸，1996），頁 98-99。 



－99－ 

琌  琌  и嘿     膀服毙

穦127 

 

顯而易見㆞，我們所討論的教會組織架構是關乎前句㆗後者的

「有形的基督教會」。從「兩個國度」的倫理觀來看，「無形的基督

教會」是屬於㆖帝的恩典的國度，而後者「有形的基督教會」是屬

於「屬世的國」的自然秩序128。 

教會雖是㆝國子民所組成的群體，但是當談到教會的組織、制

度或管理策略的時候〜如：主教制、監督制、會眾制，… 或是採行

任何㆒種組織、制度或策略，這些外在的組織、制度或管理策略都

是屬於為了維持、保障與修正的「自然秩序」的㆒部份。因此，不

論教會採用那㆒種建造策略來建造外在的教會，這些選擇與建造都

不是屬於「㆖帝的國」的範疇，而是屬於「屬世的國」的範疇。 

既然，外在的，有形教會的組織是屬於「屬世的國」自然秩序

的㆒部份，那麼在有形教會建造的過程㆗，應用㆟的理性使這教會

外在的組織與制度能夠更臻完善是合乎兩個國度的自然秩序概

念。因此，由這點來看，教會應用了世俗管理學的理論來作為建造

的參考，是可以被接納的作法。 

                                                
127 見：克爾編，《路德神學類編》。王敬軒譯（香港：道聲，1961），頁 137-138。 

128 當時，路德對於羅馬教會的制度以及組織提出批評，並明白指出教會的制度與組織是所謂屬
世的國㆗「自然秩序」的㆒部份。馬㆜路德明白指出「家庭」、「政府」和「有形的教會」是

「屬世國度」㆗的㆔個基本秩序，他說：「有㆔種使命是㆖帝設立的，在其㆗㆟與㆖帝㆒起

生活，並且心理清潔，第㆒是家庭、第㆓是世俗的權力，第㆔是教會和牧職」。關於這方面

的討論，可詳參：喬治．霍萊。《信與愛，路德的社會倫理觀》。祖運輝譯（香港：道聲，1984），
頁 4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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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2.2 ㄢ瓣浪跌舱毙穦   繧┦ 

小組教會既有著濃厚世俗管理學的色彩，自然也牽涉在這「唯

靈論」與「唯技術論」的拉鋸之㆗。「唯靈論」的支持者批評小組

教會將世俗的管理理論應用在屬靈的教會之㆖。這乃是違背了教會

屬靈的特性。在前文已經從「兩個國度」的觀點，敘述了教會應用

俗世智慧作為建造策略的正當性。 

不過，從另㆒個角度看，這「兩個國度」的倫理觀也提醒了小

組化教會要注意在應用世俗理論建造教會時所容易有的危險。這危

險就在於以為只要善加利用世俗的管理理論與策略，就可以將教會

建造成為㆒個成長且健康的教會，這其實是㆒種錯謬的想法，正陷

入了「唯技術論」的陷阱。 

「兩個國度」讓我們知道，有形教會雖然是世俗的組織，但是

教會所宣講的恩典卻是屬於「㆖帝的國」。今㆝即使教會的組織制

度建造的再好，這組織制度還是沒有辦法拯救㆒個㆟。不管教會是

哪㆒種教會建造策略，都沒有辦法使㆒個罪㆟悔改或是使屬靈的生

命成長的。 

教會的目標與使命是要拯救㆟，帶領㆟進入「㆖帝的國」，並

且帶領㆟從「㆖帝的國」得到恩典，好能夠勝過罪的權勢，能夠悔

改得救，生命得以成長。若教會的牧者只追尋教會有形組織與制度

的建造，卻忽略了真正教會的目標與功能，這就好像花了許多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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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美侖美奐的大教堂，結果只淪為遊覽的勝㆞，卻不能發揮救㆟

靈魂的功能。 

路德「兩個國度」觀告訴我們無形的教會才能夠讓㆟在其㆗真

正㆞得著㆖帝的恩典，經歷生命的成長。但是這無形的、屬靈的教

會的建造並非是用世俗的智慧與策略而能建造，必須藉著㆖帝的道

與信心才能支取㆖帝的能力和恩典而得建造129。 

如今，面對「唯靈論」與「唯技術論」兩個極端，「兩個國度」

正可以作為整合的依據。幫助教會能夠合適的應用俗世的智慧來建

造「有形的教會」，但倚靠信心與㆖帝的道來使得「無形的教會」

㆗的信徒得著㆖帝的恩典與生命的更新。 

所以在探討建造教會策略的同時，必須先將兩個國度的分別認

識清楚，將「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帝的物歸給㆖帝」（太 22：

21）。然後，致力建造教會有更好的「屬世的國」的組織架構與策

略方法，藉此來讓教會那屬於「㆖帝的國」的恩典福音更得以在㆟

世間開展落實。 

3.1.2.3 ㄢ瓣  ノ 

從㆖文的研究與討論，今將「兩個國度」的神學理念應用於本研究

的「成長領袖小組」模式，說明如㆘： 

                                                
129 關於馬㆜路德的「有形的教會」與「無形的教會」的進㆒步討論，可參：Paul Althaus, The 

Theology of Martin Luther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9), p. 33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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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3.1 ㄢ瓣络睲 烩砈舱 ﹚ 

既然「兩個國度」將「屬世的國」和「㆖帝的國」分別開來，

在這兩個國度裡有著不同的運作模式，有著不同的目的，但是彼此

相輔相成。那麼也可以應用此概念，來釐清「成長領袖小組」的定

位與運作。 

關於教會的建造策略也可以分為兩個部份，㆒個是針對「屬

靈、無形的教會的建造」，㆒個是針對「外在、有形的教」會的建

造。前者乃是主要是㆟藉著信心經由福音的宣講、聖禮的施行、聖

靈的運行使得教會的信徒得以進入恩典的國度，享受㆖帝的眷愛與

祝福。但是後者乃是㆟藉著所設立的組織、制度、策略、方法、…

避免因自然秩序的崩潰所帶來的損壞，而使得外在的教會能夠在這

敗壞的世界得以維持存在與運作130。 

對於「成長領袖小組」的模式與相關策略，也應該以這樣的眼

光來看待。「成長領袖小組」主要是針對教會那屬於「屬世國度」

的「自然秩序」的那㆒部份所設計的，也就是前文所論及那路德所

說的「外在的教會」、「有形的教會」的建造。「成長領袖小組」不

能夠真正帶來信徒生命的成長，而是嘗試建立㆒個較好的外在秩

序，較好的成長環境。 

                                                
130 喬治．霍萊指出路德的「兩個國度」與「自然秩序」的觀念是建立在「罪」和「末世觀」㆖
面，路德觀念㆘的所有「自然秩序」都已被「罪」所影響了，因此都有著「必朽」的性質，

因此，「自然秩序」存在的目的是暫時的，是為了維持短暫的世界直到主再來的時候。相關

的討論，詳見：喬治．霍萊，《信與愛：路德的社會倫理觀》，祖運輝譯（香港：道聲，1984），
頁 6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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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說，「成長領袖小組」的模式就好像建築了㆒條較為

通暢的水流渠道，但是建築這水流的渠道並意味著㆒定會帶來豐沛

的水流，而是在有豐沛水流的時候，這渠道可以發揮良好導引的功

能。或者，我們以商店的貨架作為比喻，「成長領袖小組」就好像

商店嘗試規劃了良好的展示動線、㆒個清楚的分層展示架構。但是

若沒有進貨展示，這些外在秩序的設計都是空的，並不能發揮最好

的功能。 

由此，對於「成長領袖小組」可以釐清㆒個清楚的定位，它針

對的是外在教會的建造，並非能夠帶來教會生命真正的更新。它可

以說是提供了㆒個較好的環境，但是仍舊僅止於輔助的功能。 

也就是說，若教會有著較佳的屬靈生命，那麼有較好的外在策

略與組織可能帶來不同的影響，使得信徒的成長能夠在更好的環境

㆘得到激勵和幫助，但是若教會已經缺乏內在生命的實質，那麼外

在策略的變更並不能真正帶來什麼生命的更新或改變。 

若要教會得到更新與成長，靠著外在組織與策略的更新是無能

為力的，因為真正的教會是無形的，是屬於「㆖帝的國」，所以必

須靠著聖道的施行與聖靈的工作而能在這世㆖真正開展來131，而不

能靠著㆟理性研究而得的方法或策略得到建造。 

                                                
131 路德說：「哪裡有『道』，哪裡就有真實的聖教會」。「道」就是㆖帝的話，路德在這裡所謂的
「道」是廣義的定義，包含了福音的宣講、聖禮的施行、… 等等。本句出處以及關於「聖道
的施行」的各種外在表徵，可參：克爾編，《馬㆜路德神學類編》，王敬軒譯（香港：道聲，

1961）頁 139-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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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3.2 ㄢ瓣俱 烩砈舱    

「成長領袖小組」將在「兩個國度」的概念之㆘來整合「唯技

術論」以及「唯靈論」的兩種概念，使得教會的建造能夠兩者兼具，

不至於產生理念衝突的情形；既能應用俗世研究的成果與智慧，也

能支取㆖帝的恩典與聖靈的工作。 

既然前面已經釐清了「成長領袖小組」的定位。接著，在這建

造外在教會的定位㆘，「成長領袖小組」將延用世俗學問的相關研

究知識，來作為應用的策略與方法。 

「成長領袖小組」模式所應用的世俗學問的內容主要包括了以

㆘的內容132： 

使用「組織設計」的理念來建立教會牧養的架構。以古典傳統

的金字塔型態來作為教會牧養的組織架構，整個教會將以功能化或

部門化的結構為主。 

運用「管理幅度」來度量較佳的小組牧養㆟數。跳脫 7 與 12

等「魔術數字」的侷限，而能夠以較為科學以及彈性的方式來面對

小組最佳牧養㆟數等「管理幅度」的問題。 

利用「組織生命與週期」的概念來規劃小組的生命週期與對應

策略，使得小組能夠和整個教會的行事曆配合，而有㆒致且有效的

                                                
132 主要牽涉的內容，參見本文第㆓章 2.5的內文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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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搭，並使得小組能夠在每㆒個時期都能有最適合的發展策略。 

參考心理輔導與管理學科等相關的研究來培育教會的信徒學

習成長。在心理輔導、學習理論、以及領袖的培育與養成等方面，

已經有許多不錯的研究成果，可以作為教會培育信徒的資源。例如

「成長領袖小組」以學習理論將信徒的成長劃分為不同的進程、然

後給予合適程度的教導。將原本都是集體㆖課的教導方式，依課程

傳授內容的性質調整為課堂㆖課、個別帶領與群體激勵等不同的學

習方式，希望藉此能夠達到最好培育訓練的果效。 

「兩個國度」讓我們知道，若要能夠真正使得教會得到建造，

除了外在的、有形的教會建造之外，更重要的是那屬靈的、無形的

教會的建造。在這方面，「成長領袖小組」僅屬輔助的性質，或許

因著教會牧養目標與策略的釐清，可以幫助教牧㆟員不管在講道、

關顧輔導或教育訓練方面能夠有更清楚的目標和㆒致的策略。 

不過，講道是否有屬靈的感力、信徒是否能夠常以信心來親近

㆖帝、會友能否得到合適個㆟需要的關顧牧養、會眾彼此是否能在

群體的關係㆘建立良好的互動、… 等等，都不是「成長領袖小組」

的模式所能給予的。因此最重要仍是倚靠那豐富賜恩典的㆖帝，讓

聖靈不斷帶領與更新，才能夠使得所牧養的教會能夠不斷湧流生命

的活水。撒迦利亞可以成為建造教會策略的座右銘：「不是倚靠勢

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亞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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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琜 厩  緄ㄆ 瞶├ 

在海德堡的辯論㆗，馬㆜路德以「十架神學」總結了他多年來在聖經研

究、靈修默想與教導牧養㆗所發展出來的神學理念。馬㆜路德在海德堡辯論

㆗曾說： 

  の┰び 爹睦  ㄇ肈  竡㎝ 竡 ゑ

耕︽  竡㎝獺み 竡 ゑ耕パы 礚τ 瞒

 ㄥ 毙竡… … 眏秸膀服㎝  虑帝獺み  眔 
碞獺畕 膀服畕猭膀服瑿縬籔  稱

猭籔褐  候眎  篈の獺み 硋 ま烩礛  诡獺

み籔 笵㎝膀服琌硂或候盞 硈  獺み  克 

    砕┮ 硂ㄇ阶翴 琜 厩 肈柑

т穝 礘翴133 
 

從他的話㆗，不難看出十架神學的重要性與㆗心性。本文在此便從「十

架神學」進行研究，期待能夠從十架神學的意義來檢視教會與小組事工並提

出具體建議，以落實十架神學在牧養教會與小組方面的㆗心性與重要性。 

3.1.3.1 琜 厩 種竡 

1518 年奧古斯㆜修會在海德堡召開神學辯論會，當時因為馬㆜路

德的《九十五條》引起了贖罪券風波。奧古斯㆜修會為了瞭解馬㆜路德

的神學主張，所以召馬㆜路德在該次辯論會㆗講述其理念。馬㆜路德在

該次的《海德堡辯論》㆗，除了極力申辯「因信稱義」的教義之外，另

有㆒使㆟注目的焦點，就是「十架神學」。 

                                                
133 俞繼斌編，《管窺十架神學》（新竹：信神，1997），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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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路德在該次辯論㆗，提出了 28條神學性的論述以及 12條哲學

性的論述。十架神學的相關思想是 28條神學論題的第 18條到第 26條，

特別是其㆗的第 19條到第 21條，是具決定性的㆔項陳述： 

19.  硑    碝 留盞 皌

嘿  厩產 

20. 斑 フ硄筁琜籔璚眔 留盞琌

痷   厩產 

21. 篴  厩盢胊 琌 盢 琌胊

  琜 厩镑だ侩睲 134 

 

這㆔條論述將十架神學的精要表明了出來，以㆘便由㆖述㆔條論述

簡要介紹十架神學的內涵： 

在 19、20條論述㆗，路德將神學的方法分為兩類：㆒是「榮耀神

學」〜從㆖帝的創造之工來認識㆖帝。㆒是「十架神學」〜從㆖帝的受

苦來認識㆖帝。 

路德指出，㆟想藉㆝然的理性或受造之物直接來認識㆖帝，這種凡

是想從榮耀華麗之處去認識㆖帝，在㆟墮落之後已經是不可能的。這種

以㆟為本的「榮耀神學」所帶來的必是錯誤與扭曲的認識。 

路德用與「榮耀神學」相對的方式，來敘述與解釋「十架神學」的

意義，因篇幅有限，筆者在此以列表代替敘述，將對榮耀神學與十架神

學的區分，自行整理歸納列如㆘表，以便對照了解： 

                                                
134 關於馬㆜路德在海德堡辯論㆗的 28條神學論題，見：林鴻信，《覺醒㆗的自由〜路德神學精
要》（台北：華宣，2000），頁 108-114。 



－108－ 

篴  厩 琜 厩 

從理性認識㆖帝 從啟示認識㆖帝 

從榮耀之處認識㆖帝 從受苦之處認識㆖帝 

以㆟為㆗心 以基督為㆗心 

通過功德得著㆖帝祝福 通過信心得著㆖帝恩典 

榮耀作為成敗典範 苦難成就真正的榮耀 

瓜 3-1 篴  厩籔琜 厩 癸ゑ 

 

從㆖表的內容可知：路德的十架神學以十字架結束了㆟自以為是的

理性對㆖帝的所有推論與揣想；十字架也結束了㆟高舉行為的道德主

義。理性主義和道德主義都與十架神學相反，在理性主義和道德主義的

眼光之㆘，無法從十字架的謙卑和羞辱去認識㆖帝；不能明白㆖帝如何

藉著定罪給予拯救、藉著被害給予醫治、藉著苦難給予安慰、藉著軟弱

給予力量；不能明白為何十字架的死亡是最大的勝利，基督的釘痕是世

㆟最大的保證。所以我們也可以說，十字架將㆖帝向世㆟的理性和經驗

隱藏了起來。 

雖然㆖帝藉著十字架向著㆟的理性與經驗隱藏了自己，但是㆖帝也

在這看似隱藏的㆞方〜十字架的基督〜啟示了自己135，這十字架將㆟與

㆖帝的關係從客觀的真理推到信心的經歷。因為㆟唯有透過基督的十架

才能認識與親近㆖帝，十架神學因此跳脫了神學討論的客觀範疇，而進

入到主觀經歷的層面：㆟必須在不斷的衝突、苦難和經驗㆗，信心在不

斷受到考驗與衝擊㆘能夠突破理性和現實而專注在苦難背後的㆖帝，這

                                                
135 關於㆖帝的隱藏與啟示的詳細討論，可參：周偉誠，「隱藏的㆖帝與啟示的㆖帝」，《管窺十
架神學》，俞繼斌編（新竹：信神，1997），頁 9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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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才能真正透過基督苦難的十架而看到背後極其榮耀的㆖帝。Paul 

Althaus 說得很好： 

隔紈р Anfechtung 跌 膀服畕ネ 膀 疭紉  琜
 厩  膀服畕 琌繧  ネ 瞷龟 

  耚叉瞶 竒喷 紇臫獺種帝璶ネ  耞

 竒喷ベ盢иユ  留旅 獺み  ┯瞶┦

㎝竒喷 ベ籔侥 礛獺み  瘆 瞷龟τ盢

┮   杠粂  砛 136。 
 

在路德關於「十架神學」的論述㆗，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到「十架

神學」已經成為路德在神學方面的「判別依據」〜十字架成為評量㆒切

神學的㆗心。 

十架神學否定了㆟的理性和經驗，使得㆟可以對㆖帝的隱藏之處，

自在㆞說：「我不知道」；對於㆖帝的啟示之處，則可以有絕對的權威㆞

說：「我知道」。從此可以看出，十架神學保護了㆟不將相對的絕對化，

將絕對的相對化，使㆟免於陷入某些「事事都有答案」的基要神學以及

㆒些「事事皆無定論」自由神學之極端137。 

神學本身有㆒項重要的任務，那就是不斷澄清㆟所知與不知的分

別。但今日卻有許多的神學嘗試以理性解釋隱藏的㆖帝，將理性和經驗

高舉過了啟示的㆖帝，結果反而混淆了㆟真正所知的與所不知的。相對

於這些神學，十架神學則成為幫助我們正確區別的原則。 

                                                
136  Paul Althaus, The Theology of Martin Luther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9), p. 33。 

137 參：傅立德，「隱藏的㆖帝與啟示的㆖帝」，《管窺十架神學》，俞繼斌編（新竹：信神，1997），
頁 10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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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爾文曾將他的神學思想歸納為「對㆖帝的認識，和對㆟的認識」

138。從這句話再來看「十架神學」，十架神學不僅應用在認識㆖帝，也

應用於「㆟對自己」的認識以及「㆟與㆖帝關係」的認識㆖139。所以，

「十架神學」可說是將所有神學的主要內涵都包含在內了。 

路德將認識㆖帝的方法論定位在十架的基督身㆖，突破了當代經院

哲學強調理性能力的窠臼與錯謬，也對於今日的神學與教會也有醍醐灌

頂的提醒與影響，這是十架神學的重大意義。 

3.1.3.2 琜 厩 浪跌 

對路德來說，所有的真正神學都是「關於十字架的智慧」140。基督

的十字架是㆒切真正神學知識的尺度，包括㆖帝的榮耀、㆖帝的救贖、

基督徒生活、… 和教會的問題等等都以此為標準。由此可以看到「十架

神學」的㆗心性與廣泛的應用性。 

筆者在此便以路德的「十架神學」來檢視現有的小組教會模式，以

作為「成長領袖小組」的改進參考。以㆘便嘗試從「現有小組模式的目

標」與「現有小組模式的運作」兩個方面進行探討。 

                                                
138 加爾文在他的著作《基督教要義》的序文㆗開宗明義㆞說：「全篇論文有兩個主要題旨：對
㆖帝的認識，和對㆟的認識」。因此將這兩點認識看作是他對神學思想的歸納摘要。見：加

爾文，《基督教要義》㆖冊，徐慶譽譯（香港：基文，1986），頁 1。 

139 十架神學在「㆟對自己」以及「㆟與㆖帝關係」的認識有極及精闢且深入的幫助，相關的詳
細討論，可參：楊寧亞，「路德十架神學的精意」，《管窺十架神學》，俞繼斌編（新竹：信神，

1997），頁 72-73。 

140 Paul Althaus, The Theology of Martin Luther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9), p. 30 not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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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2.1 琜 厩浪跌瞷 舱家  ヘ夹 

現有小組的主流模式很強調教會的建造要有清楚的異象

（vision）和目標。教會能夠「目標導向」是很好的作法，保羅說：

「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林前 9：26），又說：「努力面前，向著

標竿直跑」（腓 3：13〜14）。有時教會的建造因為缺少方向，所以

就像是無定向的奔跑，不知標竿在何處。若教會能夠有清楚的發展

目標，而這目標又是蒙㆖帝所喜悅的，那麼是很可喜的事情。 

不過，現有小組教會模式的目標在十架神學的檢視㆘可以發

現，小組的目標很容易被「功利主義」影響，原本的「目標導向」

反成了「業績導向」。教會和小組朝著「業績」前進，走入了「榮

耀神學」的陷阱。 

先從現有「葉忒羅小組」模式的目標來看。在「葉忒羅小組」

模式㆘，所有教會的小組都有㆒樣的目標，那就是能夠從小組剛開

始的 7個㆟增長到 14個㆟，而倍增分為兩組141。 

雖然這目標是帶領更多的㆟信主，但是這目標卻很清楚以㆒個

希望達到的數字作為小組追求的目標。這新㆟增加的數字就好像是

小組在這個時期所必須達到的業績㆒般，這業績會作為分組的標

準、會作為所謂「成功」的依據。這已經落入了業績導向的錯謬，

新加坡的鄺健雄牧師曾經很沈痛㆞說過他們教會的㆒個實例： 

                                                
141 參本文 23-24頁「小組的發展目標」的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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Ю  產筁竧较  澄籈穦硂舱

盿烩砛 獺把舱笵穦琌 玡竒

  獺 竒ㄒ盽 ㄓ硂舱柑 

 玡硂临⊿ 獺 碞ㄓ舱  玡 舱

 ぱи獺瑿縬盿烩и獺瑿縬盾硂舱 

 璶罢 ぱ 璶獺瑿縬   讽

и羭︽舱笵穦 獺 狦硂妓 杠

и厨и  眔毕142 

 

從㆖面這個例子，可以很清楚㆞看見葉忒羅小組目標設定的問

題。那名組長將未信者的得救信主納入其「業績」之㆗。若以這種

方式達到葉忒羅小組所定的㆟數增長目標，從「十架神學」來看，

這種「成功」其實是追求㆟的榮耀、這種所謂的「成功」其實是真

正的失敗。 

其次，「G12 小組」模式的目標，乍看之㆘，似乎不像「葉忒

羅小組」模式那般的急功近利，但仔細思量，也有類似的問題。 

在「G12小組」模式㆘，小組沒有整體的目標，小組整體的目

標被轉移到每位組員身㆖。每位組員都被賦予㆒個目標，就是要達

到「帶領自己的 12位門徒」。不過，此處「門徒」的定義與㆒般的

認知有些差異，這裡所指的「門徒」是指當被帶領的信徒開始培植

新的小組的時候，那位被帶領的信徒才能夠算是該位組員所帶領的

門徒，而可以納入「12門徒」的累積數字㆗143。 

                                                
142 鄺健雄，《超越道德的敗壞》（新加坡：堅信浸信會主日講道，2003），http:// www.goodtv.com.tw/ 

programs/Words/txt/Kuangus21.htm。 

143 參本文 36-37頁「小組的目標」的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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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G12小組」模式也有㆒個「12」的數字作為「成功」的

標準。㆒個組員若成為㆒個 12個㆟的小組長還不夠，因為這 12個

㆟還沒有真正成為「門徒」。要等到這組員所帶領的 12個㆟都能夠

分別去帶領小組之後，才算是完成了「帶領 12 門徒」的目標。改

從小組整體的觀察角度，這是期待㆒個小組能增長到 144個小組。

這「12門徒」其實也是另㆒種「業績」的要求與標準。 

從「十架神學」來看，不論是「葉忒羅小組」模式的「由 7

㆟增長到 14㆟」，或是「G12小組」模式的「帶領 12門徒」，都是

明顯的錯誤。因為當數字成為評判的標準的時候，便走向了榮耀神

學。試想在這種「業績」作為標準的模式㆘，若某㆒個小組長沒有

達到小組增長的標準，甚至所帶領的小組㆟數越來越少，那麼是不

是代表他「失敗」了，相較之㆘是比較沒有價值的呢﹖ 

數字不是絕對的，在十架神學看來，有時受苦和失敗比所謂的

豐盛和成功來得更有價值。就像寡婦的兩個小錢，在耶穌的眼裡比

眾㆟的奉獻還多（路 21：1〜4）。教會的事工，若鼓勵追求業績，

那麼是將信徒放入彼此爭競的競技場㆗，也帶領了信徒落入錯謬的

價值判斷。教會的建造不應該單單以表面數字作為評判依據，而應

該以不斷倚靠㆖帝的過程㆗，信心和生命的淬練與成長為重。 

教會的建造應該避免功利主義的業績掛帥，避免追求個㆟榮耀

的成功而忽略了高舉㆖帝的恩典。所以建造小組教會應該修正目前

主流小組模式所設定的目標，而另尋符合十架價值的前進標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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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2.2 琜 厩浪跌瞷 舱家  笲 

雖然「葉忒羅小組」模式和「G12小組」模式都有著極為優越

的運作。但是從「十架神學」的角度，可以看到這些組織與策略㆖

運作的優點與強項，正是信徒最需要注意避免掉入的危機與陷阱。 

為什麼小組教會在組織和制度㆖運作的優點會成為陷阱呢﹖

在台灣教會可以看到有㆒些信徒與同工會將小組教會的運作模式

當作是解決教會問題的萬靈丹，㆒味㆞在教會推動小組的運作策

略，將小組化教會的許多作法奉為圭臬，認為藉著這些小組教會的

策略與運作可以帶來教會的增長與革新。 

其實，這種作法正是十架神學所指出需要留意的弔詭之處，當

㆟嘗試以小組化教會架構與策略來作為建造教會的圭臬時，反而可

能在不慎之間拆毀了基督的教會。因為藉著小組化教會架構與策略

所建造起來的有形教會，基本㆖都是由㆟的理性所發展出來的，它

的結構愈美麗、策略愈優越，愈容易讓㆟高舉、甚至崇拜這些由㆟

的理性所發展出來的方法，它的華麗反而掩蓋住了真正無形教會的

本質，㆟們會誤認為所謂教會增長的原因是由於採納小組化的管理

策略，卻忽略了看到基督的十架。在這種狀況㆘，教會變成了打著

基督旗號的企業組織。 

當以十架神學的角度來觀察現今㆒些台灣教會推行小組運動

的狀況，便會發現有些㆟會被小組教會那優越的運作策略所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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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落入了以㆘榮耀神學的謬誤㆗：1）不靠㆖帝恩典，單憑㆟自己

的稟賦與努力。2）不時出現的優越與排他心理。3）缺乏自我反省，

㆒味追求成功、繁榮、富足、增長而忽略了㆟的有限，致使虛榮與

驕傲144。 

當然這並不是說，在十架神學的審視㆘，小組化教會的管理是

完全不對的。在前文論及「兩個國度」的時候曾經說過，外在的教

會應用世俗知識建造是合乎自然秩序的法則。在此，十架神學並非

否定了自然秩序，而是讓我們認識自然秩序的有限與被罪汙染的狀

況。所以提醒了牧者要小心落入榮耀神學般的陷阱，督促牧者不斷

進行自我反省：教會的建造是高舉㆟，還是高舉㆖帝﹖教會的依靠

是葉忒羅小組模式、G12小組模式﹖還是基督的恩典﹖ 

或許葉忒羅小組模式與 G12 小組模式是牧會智慧的結晶，或

許它們是建造教會大有功效的工具，但是教會所真正依靠的、所高

舉的、所傳揚的卻不是這些，而是十字架的基督，這是十架神學提

醒每㆒位小組教會的同工所應該謹記在心的。 

所以建造小組教會時，除了教導信徒與同工認識教會建造的運

作之外，更重要的是教導信徒認識「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

的㆟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就枉然儆醒」

（詩 127：1）。 

                                                
144 關於榮耀神學的謬誤，更進㆒步的論述，可詳參：俞繼斌編，《管窺十架神學》（新竹：信神，

1997），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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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造合乎㆖帝心意的教會，牧者應該利用各種管道，包括主

日講道、裝備課程、… 等等，多方提醒信徒與同工不斷以信心倚靠

㆖帝來面對生活與事奉的諸般困難與挑戰。幫助信徒不是倚靠策略

或是才能來尋得生命問題的解決之道，而是以「不再是我，乃是基

督」的十架信念來靠主得勝。 

3.1.3.3 琜 厩  ノ 

今從㆖文的研究與討論，今將「十架神學」的理念應用於「設定成

長領袖小組模式的目標」以及「作為成長領袖小組的理念」兩個方面，

分別說明如㆘： 

3.1.3.3.1 琜 厩砞﹚ 烩砈舱 ヘ夹 

對於教會與小組來說，有清楚的發展目標是重要且關鍵的。因

為㆟的㆝性或說是罪性，使得㆟有耽於安逸，退縮於既有關係的傾

向。也就是說，小組或教會若沒有清楚的目標導向，組員的成長與

關係的外展都會失去動力，而無法看到有效的成長145。 

但是這目標的設定卻有關鍵性的影響，㆒個錯誤的目標，會使

得教會小組抱持著㆒個錯誤價值觀念。而現有主流小組模式的目標

在「十架神學」的檢視之㆘，都有著「業績主義」的色彩，都可能

使得教會與小組成為㆒個追求數字的競技場，而忽略了不斷靠主，

與主同死而得著在基督裡新的生命、價值與生活。 
                                                
145 參：Joel Comiskey, Home Cell Group Explosion, (Houston: Touch, 1998), pp 4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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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過去以小組方式牧養救恩堂的過程㆗，因為現有小組教

會模式的目標皆設定在「小組增殖」之㆖。所以在小組生命週期即

將結束，也就是倍增期時，筆者常會感到小組是否達成㆟數增長目

標的壓力。雖然自己心㆗明白不應太過看重㆟數的增加，但是教會

小組的成功與否，就是以此作為評量，所以在感受到壓力之外，也

對建造教會的方式感到十分矛盾。 

後來幾年，看到有其他更多信徒與同工也在類似情況㆘，出現

了㆒些讓筆者深以為憂的狀況。讓筆者印象深刻的是，在 2000年

時，有㆒位信徒同工因為他所帶領的小組未能如同別㆟㆒般達到

「小組增殖」的目標而有㆒段長時間落在憂鬱之㆗，他深深覺得挫

折，多次傷心落淚並且要請辭去組長的職分，不再希望繼續服事。 

筆者那時多次嘗試以聖經的經文和「十架神學」的概念安慰

他、鼓勵他，並且帶領他明白如何從㆖帝的眼光正確㆞看待自己，

知道帶領教會小組的動機是為了服事主、榮耀主，而不是為了在爭

競比較㆗來尋找與肯定自己的價值。 

在筆者多次以聖經和「十架神學」來輔導該同工的同時，也不

斷面對了自己內在對於小組教會運作方式的壓力和矛盾，從而清楚

看到現有小組教會模式的目標很容易帶來㆟的在爭競㆘的比較、驕

傲或傷害。教會增長的目標不應放在㆟數的增長之㆖，㆟數增長應

該是教會生命成長的副產品，而不應作為教會最看重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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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筆者嘗試以「十架神學」來重新設定小組的目標。期待

「成長領袖小組」的目標設定能夠跳脫「葉忒羅小組」模式那樣追

求在㆒定期限內小組倍增分殖，或是「G12小組」模式那般「帶領

12個門徒」或「從㆒個小組增長到 144個小組」的業績要求。 

因此，筆者將「成長領袖小組」的小組目標設定在信徒的成長

之㆖，期待小組能培育每㆒位組員都能成為㆒個實踐大使命，能「影

響別㆟信主」、「帶領別㆟在主裡成長」的屬靈領袖。 

成為屬靈領袖是㆒個具體的目標，但是㆒位屬靈領袖卻不是以

業績作為標準，而是在這成長的過程㆗，不斷經歷挑戰而呈現日臻

成熟的生命。在成為㆒位屬靈領袖的過程㆗，信徒要面對自我性格

的挑戰、經歷過生活的波折起伏、熟習於事奉的種種問題。在這過

程㆗，是沒有辦法靠著㆟自己的力量而成為「屬靈」的領袖。而必

須不斷靠著釘死自我、倚靠基督十架來更新成長。 

這設定的目標是看重生命的經歷而非業績的擴展。如同馬㆜路

德說過的㆒句話：「㆒個㆟成為神學家，是因為他曾經經歷生死、

面對咒罵，而不是因為他理解深奧道理、博覽經書或沈思默想」146。

如今，這句話的精神也可應用在信徒邁向成為屬靈領袖目標的過

程：「㆒個㆟成為屬靈領袖，是因為他曾倚靠㆖帝勝過生命的種種

挑戰，而不是因為他事奉老練、知識淵博、或業績輝煌。」 

                                                
146 見：蔡麗貞，《十字架討厭的㆞方》（台北：華神，2001），頁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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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3.2 琜 厩  烩砈舱 獺├ 

「十架神學」不單是在神學研究㆖的㆒個理論，也是㆒位屬靈

領袖應該具備的價值觀與信念。保羅曾說：「因為我曾定了主意、

在你們㆗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林前

2：2）。從他的這句話，可以看到保羅是多麼看重基督的十架。另

外，從保羅多處論述十字架的內容（林前 1：18〜2：5；林後 4：7

〜15，5：11〜21；加 2：20，5：11、24，6：14；腓 2：1〜11），

也都顯明了保羅以十字架作為㆟生信念的屬靈領袖模範。 

「成長領袖小組」既然希望能夠跳脫現有主流小組模式具有濃

厚業績色彩的設定目標，而改以幫助信徒「成為屬靈領袖」作為目

標，那麼單單只是設定小組發展的目標還是不夠的，還需要幫助每

㆒位信徒都能夠如保羅那般抱持㆒個十架價值觀與信念。 

筆者牧會至今，曾經歷了許多的困難和挑戰，有些是教會內部

的意見與權力衝突、有些是拓展事工的挑戰和艱難、有些是自我的

罪性與性格、有些是和㆖帝與他㆟的關係。筆者與妻子皆曾因事奉

的重擔和壓力而有身心具疲的經歷，感謝主，後來倚靠㆖帝的恩典

而能重新得力。當筆者回顧㆒路走來的過程，看到「十架神學」的

信念的寶貴，給予了許多的安慰和幫助，也給予了指導和省思的依

據。所以筆者深深期待教會的信徒們也能以此為信念，能夠應用「十

架神學」的精神在自己的生活和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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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十架神學」的信念能幫助我們不斷自省、而靠主勝過驕

傲的老我、讓我們的事奉不是為了追求自我的榮耀與成就，寧可放

慢㆟數增長的速度，也不願落入業績增長的網羅㆗。「十架神學」

的信念也能成為我們生活和事奉的指導，在面對艱難與挑戰時，使

我們靠著基督的恩典來將這些受苦的過程變成是生命成長的幫助。 

另外，在教會強調培育信徒成為領袖之時，需要和屬世領袖的

意義作㆒區別147。因為若僅強調成為領袖的世俗意義，那麼㆟便容

易追求榮耀、卻不願意受苦負重；期望得著冠冕、卻不願意背起十

架；希望作別㆟的主㆟、而不願意作㆖主的僕㆟，結果又落入「榮

耀神學」㆗追求㆟的作為、驕傲和榮耀的陷阱㆗。 

屬靈領袖有另㆒個面向，就是「僕㆟」。聖經㆗最常用來形容

屬靈領袖的詞句就是「㆖帝的僕㆟」。摩西是聖經㆗極佳的領袖範

例，但是聖經沒有這樣說：「以色列的領袖，摩西」，而是說「耶和

華的僕㆟，摩西」(申 34：5)。這和耶穌在福音書的教導是㆒致的。

耶穌曾經多次多方㆞說明門徒應該背起十架、懷抱著僕㆟心志來服

事（可 10：43-44，太 23：11-12、… ），而耶穌本身就是屬靈領袖

以及㆖帝僕㆟的最好模範。耶穌曾說：「㆟子來不是要受㆟的服事，

而是要服事㆟」（太 20：28），而以十架神學作為信念可以提醒基

督徒時時懷抱僕㆟心志：㆒個屬靈領袖並非是要是高舉自我、操弄

職權、或控制他㆟，而是要高舉基督、完成使命、以及服事他㆟。 

                                                
147 有關「屬靈領袖」與「屬世領袖」的差別和比較，㆗國內㆞會的孫德生牧師有非常清楚和極
佳的討論說明。參見：孫德生，《屬靈領袖》（香港：證主，2000），頁 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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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成長領袖小組」的組員都能十架信念來面對生活與事

奉，所以筆者不但嘗試以此信念建立「成長領袖小組」模式，也在

這架構之㆘推動教會信徒抱持此㆒信念，主要藉著㆘面幾個方式： 

首先，將「十架神學」的內容轉化為簡單的口號：「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加：2：20），以便教會信徒容易掌握其精神。也就是

說，每位參加「成長領袖小組」的組員在正式加入小組時都要會背

誦這八個字的「十架銘言」，並承諾以此銘言作為生命成長的信念。 

其次，為了避免「十架銘言」淪於口號化，所以教會裝備課程

重新設計，置入「十架神學」的內容與應用，讓信徒能夠了解「十

架神學」在聖經和神學㆖的意義以及如何實踐在生活㆗。例如，在

禱告、敬拜、生命更新、關係突破、事奉得力、… 等等方面的應用。 

另外，藉著小組的牧養架構幫助信徒在面臨實際需要時知道如

何應用此㆒信念。例如，當有組員軟弱時，組長或組員們便給予福

音的安慰並㆒起以禱告倚靠㆖帝；當有組員表現驕傲的時候，組長

或組員們便給予提醒和規勸等等。讓教會能形塑㆒個互相造就的氣

氛文化，藉著牧養架構建立信徒㆒個合乎十架神學的生命態度。 

最後，教會也不斷以此信念省思與檢視各項事工的㆒致性，如

主日講壇、輔導協談、同工訓練、… 等等，避免教會事奉理念不㆒

致或言行不㆒的錯誤示範，造成信徒混淆和價值觀衝突的情形。藉

此信念統合事工的㆒致性，讓教會可以信行合㆒走在㆖帝的恩典路

㆖，並且實際幫助信徒們在生活和事奉㆗建立十架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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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獺畕  蚌▅烩砈    

㆒般的社會組織也非常重視領袖㆟才的培育，但是培育領袖的結果卻常

落入培育少數菁英擔任領袖的「菁英主義」之窠臼，或者是踏入分門別類的

「階級制度」之網羅。 

教會培育信徒成為屬靈領袖不是為了要培育少數的菁英，也不是為了要

製造層級分明的階級，而是為了完成聖經「信徒皆祭司」的理念。為了能夠

使本研究的「成長領袖小組」能夠有更好的理論基礎，所以本文將研究路德

神學「信徒皆祭司」的教義，以「信徒皆祭司」來檢視目前教會培育信徒領

袖的策略，然後希望研究的結果可以具體㆞應用在「成長領袖小組」的模式。 

3.1.4.1 獺畕  種竡 

「信徒皆祭司」的神學理念基本㆖源於聖經，不過卻是在㆗世紀宗

教改革的時候被馬㆜路德發揚光大。「信徒皆祭司」突破了教會㆗的聖

品階級，肯定了所有信徒在㆖帝面前所共有的尊榮、呼召與權利。 

在教父時代，主教制度開始在教會㆗盛行，直到㆗世紀，神職㆟員

因著主教制度的演化成為㆒種特權階級。不是聖品階級的基督徒幾乎成

了㆓等信徒，這些信徒必須透過這些經由教會按立的神職㆟員才能夠領

受㆖帝的恩典148。 

                                                
148 關於教會聖品階級的濫觴可以溯至教父時代的相關討論以及主教制的演進，可參：谷勒本，
《教會歷史》，李少蘭譯（香港：道聲，1990），頁 12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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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路德在 1520年寫了宗教改革的㆔篇重要著作：《致德意志

基督徒貴族公開書》，《教會巴比倫的被擄》，及《基督徒的自由》。

其㆗有關「信徒皆祭司」的闡述如同㆝雷勾動㆞火㆒般，燒盡了教

會聖品階級的藩籬，讓聖經真理如明光照耀黑夜。馬㆜路德在「基

督徒的自由」㆗指責當時聖品階級的錯謬，他說： 

璶拜璝毙穦柑  琌  或и 

嘿  ╦  籔 獺畕  或だ㎡и

  盢 ╦毙妮艶 妮竧  硂ㄇ

眖ち 膀服畕 ㄓ盡ノи 酚岿

粇 ノ猭嘿 竧   ぶ计 琌﹠硂ㄇ

 竧竒癸硂ㄢ贺⊿ 跋竧竒 筁ノ

磅ㄆ 恨產ㄓ嘿㊣ ㄇ瞷   嘿

 毙毙  ㄤ龟琌 肚笵狝ㄆ

盢膀服 獺籔獺畕 パ毙旧  и瘤礛 琌 

   и  讽 磅︽竧 毙癡碞琌

镑  讽┮玂 狶玡   讽и 

膀服 磅ㄆ 而 ㄆ 恨產 

 恨產  簍跑 硂或   舦墩㎝硂或

 盡璓 毙 瓣┪ 舦墩 礚籔ゑ

  獺畕碞 琌膀服畕硂贺粇ノи碞赤 

膀服毙┮  ㄥ獺パ  醚籔癸膀服  

醚硂 醚パ 杠粂㎝猭 г 竔竕癬τ 

 и瑿μ玸簈┮    碿   

 硂ㄇノи   ―笷焕礚   

辨149 

 

另外，馬㆜路德在《致德意志基督徒貴族公開書》以「進攻㆔

道城牆」來推倒了教會長期以來的教階制度，其㆗㆒段關於「信徒

皆祭司」精彩論述： 

                                                
149 馬㆜路德，「基督徒的自由」，《路德選集》，徐慶譽、湯清譯（香港：基文，1986），頁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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и 璶秈ю材糷 鲤嘿毙毙 

╦㎝笵 妮艶  嘿禥壁㎝笰

 妮  硂痷琌   晾 ㎝店 街 

 璶  稺 ┮ 膀服畕  妮艶  

    叭 ⊿ ㄤ 畉玂 

狶玡 ┮  и 琌 砰–

砰  狝ㄆㄤ 砰硂琌 и

 瑍 褐 獺ヵτ 琌膀服畕

  瑍 褐 ㎝獺ヵㄏи跑 妮艶 ㎝膀

服畕 

毙┪毙┵猳甭 膍┪砏﹚㎝ 

獺畕  狝杆硂 筁ㄏ  ㎝  τ∕

 ㄏ膀服畕┪妮艶 帝瑍 и

產 竧  竧 眔 眔玡 ┮ 

琌碙  琌竧间 瓣币ボ魁  ┮ 

 ノ ﹀и ㎝  и⊿

 ゑ毙┪毙┮︽  甭  或毙┪毙 甭

 ∕ ㄏ ╦⊿ ︽  ┪肚笵┪砵

┮毙甭 琌 砰毙穦甭 琌 眖

讽  ㄓ ︽ㄏ硂贺舦舓

 琌瓣 ㄠ 多讽 匡羭

ㄓ 產恨瞶框  瓣  

  舦 筁羆眔璶〆癠磅︽参獀 砫ヴ150 

 

在㆖文㆗，路德清楚㆞指出聖品階級的錯謬，並指出「聖職」

與「信徒皆祭司」正確的意義來：每㆒位信徒都是「屬靈的階級」，

教皇、主教和㆒般的基督徒除了職務不同之外，沒有㆞位本質的差

別。每㆒位基督徒因著受洗成為君尊的祭司，都肩負著「普世祭司

職」151，神職㆟員並沒有高於弟兄姊妹的特別權力，教會的制度與

神職㆟員設立不過是為了秩序的緣故而已。 

                                                
150 馬㆜路德，「致德意志基督教貴族公開書」，《路德選集》，徐慶譽、湯清譯（香港：基文，1986），

頁 164。 

151 「普世祭司職」Universal Priesthood，此語是為了和教會的公眾傳道職（牧師職）作㆒區分。

這詳細的分別，不在本文主旨㆗，故不多作討論，詳細的解釋與比較可參：米勒爾，《基督

教教義學》，李㆝德譯（香港：路德會文字部 1986），頁 354-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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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藉著強調信徒「普世祭司職」的重要，使得在基督身體裡

的信徒們恢復了在聖經㆗記載那彼此認罪、代禱，那神聖祭司的彼

此服事，教會神職㆟員的㆞位也恢復原本應該有的意義，教會的牧

師是為了教會的秩序而設立的，其㆞位和㆒般信徒是平等的，只是

其職份的呼召有所差異152。 

路德果然成功㆞「推倒了城牆」，他在教會聖禮與聖品階級的

改革，成功㆞使「信徒皆祭司」的意義重新受到教會與基督徒的重

視153。如今，可將路德「信徒皆祭司」教義對信徒的意義歸納為：

「我們站在㆖帝的面前，為他㆟祈禱、代求與奉獻自己給㆖帝，並

彼此宣告㆖帝的道」154，另可從「信徒皆祭司」的角度，簡要㆞將

信徒的職權敘述如㆘155： 

l 每㆒位信徒都是祭司，應該時常向㆖帝獻㆖感恩祭。 

l 每㆒位信徒都是祭司，可隨時直接進到㆖帝面前，無須經

過神父或其他被封聖的基督徒來作為㆗保。 

l 每㆒位信徒都是祭司，負有帶領㆟領受㆖帝恩典的責任。 

                                                
152 關於聖職的呼召，更詳細的討論，可參，Paul Althaus, The Theology of Martin Luther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9), pp. 329-332。 

153 關於這段歷史，詳見：羅倫培登，《這是我的立場》，古樂㆟、陸㆗石譯（香港：道聲，1987），

頁 152-168。 

154 Paul Althaus, The Theology of Martin Luther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9), pp. 313-314。 

155 蕭克諧，《認識信義宗教會》（香港：道聲，1997），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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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2 獺畕  浪跌 

「信徒皆祭司」的教義在改教運動發揮了無比重要的影響力，推翻

了當時教會將某些特權歸與受按立之聖職㆟員的錯誤，回歸新約聖經原

本的精神。如今，「信徒皆祭司」的教義仍然對教會建造的策略仍然有

著幫助和提醒。本文將以此教義檢視教會「信徒的事奉和類別」和「培

育的目標和廣度」兩方面，如㆘所述。 

3.1.4.2.1 獺畕 浪跌獺畕 ㄆ 

身為宗教改革的繼承㆟，我們都同意「信徒皆祭司」的概念，

但是在實踐㆖，教會卻因沒有落實這神學理念，而受到了虧損。曾

經有㆒位牧者詢問韓國㆗央純福音教會的趙鏞基牧師為何美國教

會不如韓國教會復興﹖趙鏞基回答說：「美國的問題在於牧師不願

意釋放他們的信徒擔任牧者的工作」156。 

趙鏞基牧師的回答，從「信徒皆祭司」的觀點來看，是值得每

㆒間教會注意的。㆒般來說，我們可將教會的事工簡要㆞分成兩大

類：牧養的事工以及行政的事工。在台灣㆒般的傳統教會㆗，牧養

的事工主要是由教牧㆟員負責，例如負責社青的牧養、青少年的牧

養、… 等等；而行政的事工主要是由教會的信徒負責，例如擔任「服

務」、「司庫」、「總務」、「聯絡」、… 等等執事或同工來負責教會各

項的行政事工。 

                                                
156  參：Joel Comiskey, Home Cell Group Explosion, (Houston: Touch, 1998), p.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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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信徒皆祭司」嚴格的定義來看，教會的行政事工並不屬

於「祭司」的服事，而是屬於「利未㆟」服事的範圍157。「祭司」

的服事是宣道、敬拜、禱告、帶領㆟來到㆖帝面前的服事。讓信徒

們從事行政的服事，並不代表落實了「信徒皆祭司」的理念。 

不過，路德論到「信徒皆祭司」的時候說：「基督徒有義務為

弟兄的好處，將自己奉獻給㆖帝」158。若從這種較為寬鬆的定義來

看信徒從事行政類別的事奉，也是合乎「信徒皆祭司」的理念的。

因為從事行政類別服事的信徒正是為了其他肢體的好處而參與教

會的服事，他們的服事也是為了教會肢體而在㆖帝面前的奉獻。 

小組教會在這方面，倒是採取嚴格「信徒皆祭司」的定義來看

待信徒的服事。在小組教會的模式㆘，祭司的服事是清楚、實在的，

他們不單透過小組動員每㆒位信徒進行佈道、禱告、敬拜、… 等活

動，並且經由小組的群體關係建立㆒個互相服事的網絡，藉著小

組，將「信徒皆祭司」的概念落實。 

在傳統教會㆗，信徒擔任最常見的職分是「執事」，而在小組

教會㆗，信徒擔任最常見的職分是「組長」。若作㆒簡單比較，組

長因為要負責帶領牧養、關顧代禱，更將祭司職分的意義表明出

來。由此來看，小組教會似是更落實了「信徒皆祭司」的理念。 

                                                
157 關於祭司的服事詳細說明，祭司與利未㆟在工作和職分㆖的分別，可參：彭巴頓，《舊約神
學》（香港：種耔，1987），頁 471-476的介紹。 

158 參：Paul Althaus, The Theology of Martin Luther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9), p.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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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2.2 獺畕 浪跌獺畕 蚌▅ 

首先，從「信徒皆祭司」的神學來看，教會培育信徒應該以裝

備信徒成為祭司作為目標。教會應該致力於幫助造就信徒學習傳揚

福音、為㆟代禱、敬拜奉獻、互相造就、… 等等項目，好幫助他們

完成信主後便承擔的祭司服事。 

從台灣大多數的教會普遍設有成㆟主日學等裝備課程來培育

信徒，但有時教會的信徒培育卻失去了方向。例如，過分偏重聖經

與神學知識的教導，似是將學問淵博當作是培育的目標，但是淵博

的知識卻無法使㆒個信徒成為服事的祭司；有時候，教會把培育信

徒的焦點主要放在信徒自我成長方面，但這樣只顧自我的培育目標

其實落入了個㆟主義的窠臼。這些教會培育信徒的目標都不符合

「信徒皆祭司」的精神。這是將來教會建造時應該留意改進之處。 

其次，教會培育信徒應該有對應信徒成長狀況設計對應的合適

的課程。課程之間應有㆒致性與銜接性，好能夠有系統的逐步帶領

信徒成長與學習服事，能夠活出㆒位屬靈祭司應有的見證。 

有時教會的成㆟主日學，不是只偏重某㆒部份的教導，就是開

了太多令㆟眼花撩亂的課程，例如：開設㆒堆都是偏向查經的課程

或是開了㆒堆類似㆗老年㆟健康講座、基督徒的時間管理… 等等花

樣繁多的課程。但是課程之間缺乏㆒致性與銜接性，結果這些課程

成為片斷性的學習，只帶來片斷性的效果。 



－129－ 

因此，在課程的安排㆖，教會應該考慮信徒靈命的實際需要，

初信者便不適合㆒些艱澀的課程，而服事已久的同工，也不適合㆒

再接受㆒些重複的基要課程。所以信徒培育課程的設計是將來教會

建造時應該留意之處。 

最後，教會應該培育「每㆒位信徒」成為祭司，而不是培育「㆒

部份信徒」成為祭司。教會培育信徒的系統應該避免僅成為少數菁

英的學校，而應該廣泛㆞納入教會每㆒位信徒。 

有時教會的信徒培育並未推廣至每㆒位信徒，可能是因為教會

的信徒培育課程並無強制的約束力，所以常是在教會㆗熱心投入的

信徒參加。不過，這樣教信徒培育的資源很容易集㆗在那些十分之

㆒熱心投入服事、參與裝備訓練的信徒身㆖，而其餘十分之九未主

動熱心參加裝備訓練的信徒則容易受到忽略159。結果造成僅培育

「㆒部份信徒」成為祭司，而不是培育「每㆒位信徒」成為祭司。 

「葉忒羅小組」模式也有類似的問題。在「葉忒羅小組」模式

㆘，組長要揀選㆒位具有潛力的組員成為實習組長，然後在小組的

生命週期㆗培育學習事奉，好能夠在將來增殖分組時能夠承擔組長

的職分。但是這樣的培育，卻忽略了培育小組其他的㆟成為組長，

所以從培育「每㆒位信徒」成為祭司來看，這種實習組長的培育方

式也應該改進。 

                                                
159  ㆒項美國蓋洛普的調查顯示在㆒般北美教會㆗，主動熱心投入事奉的信徒大約佔 10%，見：

Joel Comiskey, Home Cell Group Explosion, (Houston: Touch, 1998), pp.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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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3 獺畕   ノ 

從前文的討論，我們已經可以看到教會應該如何加強「信徒皆

祭司」的理念，本文在此將更進㆒步㆞將㆖述的研究應用於「成長

領袖小組」的模式。以㆘便由「每位信徒都應該進行祭司的服事」

和「每位信徒都應該接受祭司的培育」兩方面來說明。 

3.1.4.3.1 –獺畕  赣秈︽  狝ㄆ 

現代有許多的基督徒誤解了「信徒皆祭司」的意義，以為其意

義只是指每㆒位信徒皆可以自由㆞、直接㆞到㆖帝面前，不需要其

他的㆟作為㆗保。但其實基督徒彼此互為祭司的觀念，其實並非是

如此的偏向「個㆟主義」。路德不斷強調的是，基督徒有義務為弟

兄的好處來到㆖帝面前160。路德曾說：「你應該背起你的十字架，

但不是為你自己背的，而是為了別㆟。這樣，你的鄰舍會因而得益

處，並且受到鼓勵去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161。 

所以，關於信徒的事奉，若能讓他們跳脫以往以行政為主的服

事，而能參與牧養的服事，讓他們能夠彼此關顧、互相代禱、關心

輔導、… 等等，那麼這對「信徒皆祭司」的理念來說，是更直接、

更具意義的實現。那麼，怎麼應用這個理念於「成長領袖小組」呢﹖

筆者嘗試進行以㆘的應用： 

                                                
160 關於這點的詳細討論，見：俞繼斌編，《管窺十架神學》（新竹：信神，1997），頁 30-31。 

161 見：Paul Althaus, The Theology of Martin Luther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9), p.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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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讓每㆒位教會的信徒都能夠認識自己祭司的職分，當信

徒從㆒開始進入小組以及接受裝備訓練時，便教導他們認識因信在

基督裡而得的祭司職分，幫助他們明白「信徒皆祭司」的意義。 

「成長領袖小組」模式將祭司職分和大使命的內容互相結合，

將大使命看作是每㆒位祭司的呼召和使命〜要「影響別㆟信主」、

「帶領別㆟在主裡成長」。因為這大使命將傳福音、為㆟代禱、宣

揚㆖帝的道等等事工都包含在內了，藉此可以讓信徒們能夠更容易

掌握祭司服事的概念，好加以落實。 

其次，讓牧養的事奉不是只聚集在某㆒些㆟身㆖，如教牧㆟員

或是㆒些有恩賜的弟兄姊妹身㆖。「成長領袖小組」嘗試讓每㆒位

信徒都能參與牧養的服事。 

因為小組教會的建造不應只藉由小組的模式來幫助教會信徒

建立群體的互動關係，還更需要更進㆒步㆞幫助信徒們能建立㆒個

彼此互為祭司，彼此關顧的關係，讓小組㆗的每㆒個㆟都能夠去守

望幫助另㆒個㆟，藉著這樣子讓每位信徒可以在小組㆗彼此服事、

互相造就，成全祭司的服事，所以「成長領袖小組」將嘗試在小組

的架構㆗建立㆒個信徒互相服事與關顧的網絡。 

最後，幫助每㆒位組員都能成為組長。㆒位「影響別㆟信主」、

「帶領別㆟在主裡成長」的祭司，用現代的術語講，就是㆒位「屬

靈領袖」。「成長領袖小組」模式期待每㆒位組員都能夠不斷學習成

長，好能夠成為㆒位屬靈領袖，也就是將來的組長〜㆒位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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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3.2 –獺畕  赣   蚌▅ 

從前文「信徒皆祭司」檢視教會的信徒培育課程內容㆗看出了

現今教會的幾個問題。因此，便就這幾個方面應用於「成長領袖小

組」模式，如㆘所述： 

首先，教會的裝備訓練課程配合小組，以祭司的服事作為培育

的依據。也就是說，教會的裝備課程將「屬靈領袖」作為培育的目

標，在此目標㆘重新設計平衡與整全的裝備課程與訓練，好能培育

信徒完成「影響別㆟信主」、「帶領別㆟在主裡成長」的祭司使命。 

以往教會開設課程缺乏清楚的目標，所以可能偏向知識的造

就、偏向個㆟的滿足、或是偏向事奉的需要。但是在這清楚的目標

之㆘，教會每㆒個課程便得到了整合，聖經的教導不是為了培育神

學家、而是為了培育屬靈領袖；個㆟生活的教導不是只為了滿足自

我成長的需求，而是為了培育㆒位影響他㆟的領袖；事奉的訓練不

是只為了㆒時的業績成長，而是為了將來祭司服事的需要。 

其次，為了讓教會的培育訓練課程有㆒致性和銜接性，所以將

信徒的成長分為幾個成長階段，好能夠㆒個階段、㆒個階段、循序

漸進㆞培育信徒從淺到深㆞接受祭司服事的裝備。 

使徒保羅就曾經用㆟的飲食來描述基督徒的成長過程，他形容

初信者有如吃奶的嬰孩，而靈命成熟的信徒〜那些長大成㆟的，就

應該吃屬靈的乾糧。另外，使徒約翰也曾經用小子、少年㆟、父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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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名詞來指稱教會㆗的不同對象162。所以「成長領袖小組」模式借

用保羅和約翰的說法，來安排教會的信徒裝備課程。 

「成長領袖小組」模式在培育信徒方面，將教會信徒分為「嬰

孩」、「小子」、「少年」、「父老」等階段，然後分別設計對應的課程，

希望使每位在主裡初生的嬰孩可以成為小子，小子可以成為少年，

少年可以成為㆒位父老〜㆒位屬靈的領袖、㆖帝與㆟之間的祭司。 

最後，為了教會的培育訓練課程能廣泛㆞遍及每㆒個㆟，避免

只淪為訓練少屬精英的訓練。所以「成長領袖小組」模式以「國民

義務教育」的概念來鼓勵每㆒位信徒接受裝備訓練。教會設立㆒個

「基本裝備課程」的系統，這課程是每㆒位基督徒都具備的基本教

育和訓練，並且符合了㆖述的課程目標與成長階段的設計。藉此能

夠納入教會每㆒位信徒，並且實踐㆖述培育信徒的概念。 

另外，「成長領袖小組」也改變原來小組「實習組長」職銜的

意義。原本小組的實習組長，是由組長指派㆒㆟作為培育的對象，

但是這卻忽略了其它組員的培育。所以「成長領袖小組」對此進行

改變：每㆒位組員都可以被培育為小組帶領㆟，但是若當已經帶領

小組時，卻還沒有完成應具備的課程訓練與資格要求，這類的小組

帶領㆟才稱為「實習組長」。希望藉此改變，能夠更普遍㆞讓每㆒

位組員接受「祭司」的培育，向著「屬靈領袖」的目標前進。 

                                                
162 這裡的用法，主要係參：希伯來書 5：12-14；約翰㆒書 2：12-23。其㆗「父老」㆒詞，原文

英譯為 Father，是父親的意義，而非㆗文字面有另指「年高德邵」的他意。所以，這裡並非

刻意忽略㆗壯年，而是強調屬靈生命的不同階段，參：陳終道，《雅各書、約翰㆒㆓㆔書、

猶大書〜新約書信讀經講義》（台北：校園，1992），約翰㆒書，頁 4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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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烩砈舱家  笲砏  

經過了前面㆒節在神學理論方面的研究，接㆘來便要將㆖節研究的結果和建

議具體㆞轉化為「成長領袖小組」的模式，以便修正原來小組模式可能的問題，

本節便說明「成長領袖小組」模式運作的規劃設計。 

首先，因為救恩堂已有「葉忒羅小組」的基礎，所以本文所提「成長領袖小

組」的設計都在救恩堂原本的「葉忒羅小組」架構㆖進行轉型。若本文沒有對「成

長領袖小組」的某項運作進行特別說明，那麼當以「葉忒羅小組」模式的運作對

照了解。今從㆖文神學的討論與建議來看，「成長領袖小組」將對原本的小組架

構進行數項轉變，茲從㆘述幾個方面說明： 

3.2.1 膀  舱  

首先，前文已經說明小組的組織在落實「聖徒相通」的理念方面是比較

好的方式之㆒。另外，從「兩個國度」神學檢視，教會組織制度是屬於「世

㆖國度」「自然秩序」的㆒部份。所以，教會組織架構要怎麼設計，係依教

會的需要而定，並無㆒定的「真理」或是絕對模範的作法。 

「成長領袖小組」的組織設計主要建立在「葉忒羅小組」的模式㆖，依

據前文神學研究的建議並參酌「G12小組」模式的運作重新調整163，以期能

                                                
163 南非的 Little Fall Church Centre教會亦曾混合了「G12小組」與「葉忒羅小組」模式作為教
會的架構，該教會稱其小組模式為 J12小組模式。不過，本文所研究的模式與該教會的 J12
並無關連，故不對 J12模式多作介紹，對於該模式之介紹，可參：Little Falls Christian Centre , 
Can you briefly describe your structure, which you call the J12? (Online Essay, Roodepoort：
Little Falls Christian Centre,2003), http://www.cellchurchonline.com/faqanswer.cfm?faq=12。 

http://www.cellchurchonline.com/faqanswer.cfm?faq=12


－135－ 

建立㆒個更能納入本文神學理念的組織架構與運作。 

在「G12小組」運作㆗，小組組織㆗沒有分區，但是「成長領袖小組」

保持維持原本「葉忒羅小組」模式㆗分區與運作，不過因為「成長領袖小組」

係以母子小組模式運作，區牧所牧養的區長們就是區牧所牧養的小組，區長

所牧養的組長團隊也是以小組模式進行，所以小組的規模皆為 7〜14164。所

以，從管理幅度來看，從 5的幅度擴展到了 7〜14。 

也就是說，㆒個區牧牧養 7〜14個分區，㆒個區長牧養 7〜14個小組。

今將此架構參照葉忒羅模式，以 14為管理幅度，將成長領袖小組模型的圖

示繪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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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為什麼是 7-14的數目呢﹖這是因為若要能夠在小組生活㆗真正落實「聖徒相通」的神學理
念，從現代數學算出來的最適合的小組㆟數。可參本文 66-67頁「管理幅度」之介紹，以及
頁 90-93「『聖徒相通』的應用」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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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ヘ夹 砞﹚ 

原本「葉忒羅小組」模式的目標是「在㆒定期限內增殖分組」，「G12小

組」的目標是「快速增長」。在前文「十架神學」的檢視㆗，已指出這兩種

現有小組教會主流模式的目標設定，都受了「功利主義」的影響，小組的目

標雖以傳福音，領㆟得救為主，但是卻渲染著濃濃著業績色彩165。 

像這樣追求數字增長的目標容易使㆟高舉自己的榮耀，或是引起㆟的爭

競，這種業績導向的目標是偏差而且危險的。因此，「成長領袖小組」重新

設定小組的目標，不以這種增長的數字作為最重要的小組目標，而改以將「培

育組員的成長」視為小組的首要目標。不過這並不是說「數字管理」在教會

㆗不重要，而是要避免以數字增長當作目標的偏差與危險。 

筆者歸納綜合前文神學研究的內容以及參酌小組教會的理論，將「成長

領袖小組」的目標放在培育每㆒位組員成為「屬靈領袖」，並將本模式的「屬

靈領袖」清楚定義為：㆒位去影響別㆟信主並且帶領別㆟在主裡成長的㆟。 

從廣義來看，這屬靈領袖的定義可以應用在許多方面，例如，㆒位熱心

傳福音的基督徒老師可以是㆒位屬靈領袖，㆒位有美好見證的政治家，也可

以是㆒位屬靈領袖。不過，單就小組教會的運作來看，㆒個屬靈領袖的最好

的代表㆟物就是㆒位組長。所以，「成長領袖小組」模式將培育每㆒位組員

成為屬靈領袖的理念轉化為㆒句標語，稱為「小組的異象」，以提供給每㆒

位組長背誦以及每㆒位組員認識，如㆘所示： 

                                                
165 關於這目標的詳細說明，參本文 111-113頁「以『十架神學』檢視現有小組模式的目標」的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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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每㆒位組員在愛㆗成長為能生養小組的屬靈父老」。 

首先，這目標將小組重心放在「培育信徒」的精神表明了出來；其次，

這目標也顯明了小組是以「愛」的關係為重的信徒群體；再次，這目標㆗的

「屬靈父老」意味著鼓勵信徒完成由「小子」成為「少年㆟」、從「少年㆟」

成長為「父老」的成長階段目標；最後，這目標以「生養小組」的形容詞將

為何稱為「父老」（Father）的原由標明，並結合了前述「屬靈領袖」的定義

以及小組教會的理論架構，讓「屬靈領袖」㆒詞可以很清楚的被具體化。 

「培育每㆒位組員在愛㆗成長為能生養小組的屬靈父老」的小組目標，

不但合乎神學的檢視，也兼顧了教會增長的根本與實際需要。因為㆒個屬靈

領袖的養成，不單只有信仰知識的造就，還包括了生活的見證以及事奉的訓

練。在這成長的過程裡，㆒個信徒會在彼此負責、互相關愛的環境㆘學習佈

道、見證、輔導、… 等等事工，也面對㆟際關係的更新、自我性格的對付、…

等等十架功課的學習。 

所以，從個㆟來看，這目標使得個㆟在教會㆗有㆒個清楚的前進方向，

並帶來生命性格、生活見證、事奉技能與聖經知識等方面的整合性的成長。

從小組來看，這樣的目標可以幫助組長更清楚知道牧養的重點在於「成全聖

徒」，幫助組員在面對自我性格、生活見證、事奉技能的過程㆗，學習倚靠

基督的十架而不斷成長更新。從教會看來，這目標避免了「業績主義」，並

使得教會更落實「㆟㆟皆祭司」的概念，讓教會能有著豐沛的㆟力資源，這

樣教會的增長就紮實㆞建立在每㆒個㆟的成長㆖，可以使得教會充滿著㆒股

前進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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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琿 

既然小組的異象是「培育每㆒位組員在愛㆗成長為能生養小組的屬靈父

老」，教會與小組是以組員的成長作為首要的目標。為了能夠落實這目標，

幫助組員能夠循序漸進㆞接受裝備以及學習成長，所以「成長領袖小組」參

酌了聖經相關經文將基督徒的成長狀況分為以㆘幾個階段：「嬰孩」、「小

子」、「少年㆟」、「父老」166。 

使用「嬰孩」、「小子」、「少年㆟」與「父老」等用詞的原因，㆒是因為

這些形容詞源於聖經，另外，這些形容詞也可以很清楚㆞將㆒個基督徒成長

的階段表明出來。因此，「成長領袖小組」希望借用聖經這些的用詞，可以

讓每㆒位基督徒明白，信主受洗不是終結，而是屬靈生命成長的開始。 

聖經曾經描述對於真理不熟悉、信仰生命還在初階的信徒為「嬰孩」，「凡

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練仁義的道理。因為他是嬰孩」（來 5：13）。因此，「成

長領袖小組」模式借用此詞來形容剛受洗歸主，或者是教會㆗信主許久但是

仍對信仰懵懵懂懂的信徒。 

另外，使徒約翰在約翰㆒書㆗曾用「少年㆟」、「小子」以及「父老」等

詞來稱呼教會㆗不同的信徒。關於這些用詞，有的聖經學者認為是指教會㆗

不同年齡的㆟，不過大多數學者認為這些用詞是用來指教會㆗不同靈命狀況

                                                
166 這些用詞主要源於約翰㆒書 2：12-14，哥林多前書 3:1，希伯來書 5:13與.彼得前書 2:2。不
過當然各教會可以依需要訂定成長的階段，如採用棒球進壘的第㆒壘、第㆓壘、… 等也是類
似的概念。關於棒球進壘的進階概念，可參，華理克，《直奔標竿》，楊高俐理譯（Paradise：
基督使者協會，1997）頁 15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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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徒167。筆者在此借用後者解經的概念，將這些用詞應用在「成長領袖小

組」模式㆘信徒不同成長階段。關於各個屬靈生命成長階段：嬰孩、小子、

少年㆟與父老的介紹，由㆘表簡要說明168： 

 琿  璶   

  
獺瑍 膀服畕┪竡 膀服畕癸妮艶ㄆ  眔

 ネ 剪眡 

 
竒粄醚 膀服畕秨﹍ 籔剪眡獺ヵ籔闽 妮

艶ㄆ  

ぶ 竒獺 膀服畕秨﹍厩策龟筋痷瞶厩策 癸妮艶 
驹厩策綼筁眔秤ネ  

ρ 竒獺ネ緄妮艶  膀服畕フ 盿烩
粄醚ぱ  種 

瓜 3-3  舱 艶㏑  琿 

將信徒的成長狀況分為不同的階段，不是為了在教會㆗製造階級，而

是希望藉著這些階段，能夠設計出對應的小組關顧牧養以及裝備訓練的策

略，就像學校以「年級」作為區別，幫助學生能夠循序漸進㆞學習成長㆒

般。「成長領袖小組」希望藉此幫助每㆒位會友能從屬靈的嬰孩成長為小

子、小子成長為少年㆟、少年㆟成長為父老〜屬靈領袖；能在小組這愛的

群體㆗得到支持，在作㆗學、在學㆗作、倚靠十架、活出新的生命。 

                                                
167 陳終道說：「這幾節㆗，使徒使用㆔種不同的稱呼（小子、少年㆟、父老），以顯明㆔種不同
靈性程度的信徒。暗示著在光㆗的信徒，他們的靈性生命，必循序漸進」。見陳終道，《雅各

書、約翰㆒㆓㆔書、猶大書〜新約書信讀經講義》（台北：校園，1992），約翰㆒書，頁 49。 

168 本表所列的各項階段，在聖經㆗並非是以年齡作為依據，而是指屬靈成長的的階段。說明的
主要參考係參：陳終道，《雅各書、約翰㆒㆓㆔書、猶大書〜新約書信讀經講義》（台北：校

園，1992），約翰㆒書，頁 49-52。另外，本表所列內容摘自救恩堂信徒基本裝備課程的講義，
見：劉國忠，《信仰與生活》授課講義（台北：救恩堂，2002），頁 3-9〜3-10，劉國忠，《入
會受洗班》授課講義（台北：救恩堂，2002），頁 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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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杆称    

為了落實培育每㆒位信徒成為祭司的理念，所以「成長領袖小組」配合

救恩堂的實際需要，設計了「信徒裝備課程」。這課程是每㆒位救恩堂會友

都必須接受的裝備和訓練，就像國家的義務教育㆒般，提供信徒必須具備的

訓練和教育。這些課程㆖課的方式可以依教會需要不同而變化，包含了課堂

㆖課、個㆟帶領，以及退修會的方式等，救恩堂的「基本裝備課程」169如㆘

圖所示： 

 

 

 

 

 

 

 

瓜 3-4  毕 绑獺畕膀 杆称揭祘 

                                                
169 救恩堂除了開設「基本裝備課程」之外，也因應了其它會友的需要，開設了「其它裝備課程」，
這課程包括了單卷聖經研究、神學講座、交友與婚姻、… 等等課程。不過因為相關內容並非
本文討論範圍，所以不多作介紹。 

穦瑍痁 

膀 笵癡絤 

舦ㄆ策穦 
妮艶 驹揭祘 

艶㏑ 玭 

ネ㏑穝策穦 
穝 チも 

獺ヵ籔ネ  
妮艶膀璶痷瞶 

秈 ┪ㄤ 杆称揭祘 

ネ  狝ㄆ 竧竒 

竧竒 凝 
猭籔菌 

竧竒 凝 
 紌籔  

 
竧竒 凝 
穝 

 

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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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配合「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運作，教會的裝備課程內容需要進

行改變，在教學㆗加入「小組的運作」、「十架神學」、「信徒皆祭司」、… 等

等相關的項目。 

最後，為了配合這小組的目標與組員成長的階段，教會的信徒裝備課程

也必須隨之調整，好能夠在相對應的組員不同靈程階段，給予合適的成長裝

備與訓練。今將這些階段所對應的裝備課程設計，繪如㆘圖表明之170： 

 

瓜 3-5  毕 绑獺畕  琿籔杆称揭祘 

                                                
170 ㆖課的方式，可以因教會不同的需要而訂定。本次在救恩堂設計的裝備課程㆗，「生命更新研
習會」、「權能事奉研習會」、「領袖訓練研習會」是以兩、㆔㆝密集㆖課的退修會方式進行，「靈

命成長指南」與「基礎佈道訓練」是以㆒對㆒的方式傳授，其它的課程則是大班㆖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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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ㄆ 琜篶 

首先，從落實信徒皆祭司的神學理念，要讓每㆒位信徒都能參與祭司的

服事。所以「成長領袖小組」參酌組員的成長階段，將小組的生活、成長與

事奉結合在㆒起，嘗試設計與建構起小組的生活與事奉架構 

首先，考量小組㆗的成員，小組㆗有組長與組員，組員又可依靈程分為

嬰孩、小子、少年㆟和父老。「成長領袖小組」模式將這些不同的組員納入

㆒個生活互動的關係與事奉的網絡，藉此讓「聖徒相通」的精神能夠更加㆞

在小組㆗落實。 

其次，考量小組的事奉，在「成長領袖小組」模式㆘，小組㆗的對內事

奉是組員間彼此關顧的支持與代禱，小組的對外事奉主要是新㆟的關懷探

訪、外展小組和開拓小組。每㆒個組員應該參與這些服事，好能夠實踐每㆒

位組員都參與服事的理念。 

在此，便結合以㆖的考量的項目，將小組生活圖建構如㆘： 

                舱 
                  ê 
秨┹舱         ρ 
                  ê 
甶舱        ぶ 
                  ê 
闽胔 砐           
                  ê 

         

瓜 3-6   烩砈舱 舱ネ ㄆ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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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的主軸代表著小組的構成：組長、父老、少年㆟、少子與嬰孩。細

線箭頭說明了小組㆗「信徒的培育」。每㆒位被關懷探訪的新㆟，被帶領成

為小組㆗的嬰孩，然後循序漸進㆞成長為少年㆟、成為屬靈的父老，這就是

「成長領袖小組」運作的基本概念。 

另外，在㆖圖㆗，除了將成長途徑以細線箭頭標明之外，還有粗線的箭

頭。粗線的箭頭表明了「小組的事奉」，這架構，讓「聖徒相通」與「信徒

皆祭司」的理念不是在小組㆗成為口號，而是具體實踐的指導。 

從㆖圖可以看到小組對內的事奉安排的架構，組長主要負責關顧父老的

需要，父老要關顧少年㆟，少年㆟要關顧小子，小子要關顧新㆟，這樣建立

起了㆒個組員互動的關懷與代禱鍊。 

另外，該圖也顯明了各個不同靈程階段的組員向外的事奉。在小組㆗的

小子要學習去關懷探訪曾參加過小組聚會，但不穩定也尚未受洗歸主的新

㆟，少年㆟要學習帶領外展小組，而父老要帶領開拓小組。關於「外展小組」

與「開拓小組」的介紹，將在後文再作說明。 

如此，小組建立了㆒個事奉網，在小組的生活㆗，每㆒位小組組員都可

以依照自己成長的階段，承接難易較為合適的事奉。若仔細思量小組的事奉

項目，可以觀察到這些服事都與「影響別㆟信主」、「帶領別㆟在主裡成長」

相關，也就是說「成長領袖小組」希望藉著這小組生活的架構可以讓每位組

員在小組得到關顧和支持，能夠在「作㆗學，學㆗作」，彼此提攜，㆒起向

著「成為屬靈領袖」的目標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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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舱 摸 

如同㆖文的「小組生活事奉圖」，㆒個小組㆗因著不同成長階段的服事

還會衍生出另外兩類的小組：「開拓小組」與「外展小組」。「開拓小組」是

由小組㆗的父老們所負責主導的服事，而「外展小組」則是由小組㆗的少年

㆟們所負責主導的。 

這樣，「開拓小組」、「外展小組」、再加㆖原來的小組，便有著㆔種小組

類別。換句話說，「成長領袖小組」模式有著㆔種不同類別的小組171。為了

能夠更明白㆞認識這㆔種小組的運作，因此，今分別簡要說明其特徵如㆘，

以便了解其差別與運作： 

1. 原生小組： 

這類的小組就是教會最常見到㆒般的小組。在小組生命階段的㆒開

始，組長便帶領的組員組成，朝向「建立每位組員在愛㆗成長為能生養

小組的屬靈父老」的小組異象前進。 

這類小組㆒般以㆒年的時間作為小組的生命週期，㆒年期滿以後重

新組構小組成員，這樣，讓每㆒個小組都有更新的重建機會，並讓教會

各小組皆能維持健康與平衡。關於小組生命週期與小組的重新組構會在

後文更清楚㆞說明。 

                                                
171 這㆔類小組的意義、特徵與運作和「G12小組模式」的㆔類小組完全不同，不過在母子小組
的運作方式㆖則是相仿的。可比較：本文 40頁「小組的類別」之內文介紹。 



－145－ 

2. 外展小組： 

這類小組是臨時的、非常設的，主要是提供小組㆗的少年㆟學習帶

領小組與接觸新㆟的機會為目的。 

這類小組屬於過渡性質，聚會六到八次聚會左右，小組的種類可以

依組員的興趣與專長而變化，例：讀書會、電影討論會、登山小組、游

泳小組、編織小組… 等等。 

外展小組結束後，若有新㆟願意繼續參加小組，那麼便帶入原生小

組或者另外成立新小組。若沒有新㆟願意繼續參加小組亦無妨，因為本

小組是以訓練組員為目的，所以評估要旨在於組員學習的的狀況。 

3. 開拓小組： 

這是由原生小組的組員在原來的小組之外，另行向外開拓而成立的

新小組。 

這小組在原生小組的全力支援㆘而能夠有足夠的資源提供運作。小

組領導㆟在㆒周內參加原生小組聚會，隨後則依樣帶領開拓小組的聚

會。所以開拓小組的聚會內容是和原生小組㆒樣的。另外，雖然開拓小

組的成立比原生小組較晚，但生命週期的進行也與原生小組同步。 

這類小組的小組領導㆟若完成了教會組長資格的相關的訓練與要

求則正式授職為「組長」，否則稱為「實習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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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舱 秅戳 

「成長領袖小組」為了提供較好的牧養環境，所以仍舊保持小組「生命

週期」的概念。但是這小組的生命週期概念並不是以分組作為最主要的考

量，而是以維持教會各個小組的平衡與健康作為最主要的考量。 

在第㆓章小組的理論介紹㆗，便曾提到小組若能對應不同的生命週期而

設立合適的策略與計畫，這對小組的成長是有益處的。如今「成長領袖小組」

藉著㆒致的生命週期，可此從教會整體的行事曆進行安排配合，讓全教會的

小組能夠同心協力、資源共享，得到更好的果效172。 

當小組生命週期屆滿之後，就應該進行重整分組。但是「成長領袖小組」

的分組並非是因為小組㆟數過多而進行重整。而是為了各個小組的健康與平

衡而進行重組的。 

因為，在㆒年的小組發展㆗，各個小組的發展狀況並不㆒致。有些小組

可能在生命週期末了培育出了許多父老級的屬靈領袖，而有些小組可能在生

命週期末了時充滿著許多剛剛信主的新㆟。因此，在小組重整時，主要依照

各個小組組員成長的分佈狀況，做平均的調配，避免㆒個小組都是新㆟，或

都是父老，使得組長疲於奔命，或是組員缺乏實際服事的機會。藉著定期的

分組，使得「成長領袖小組」能夠維持健康的體質。 

                                                
172 例如，將小組的「外展期」後期與教會的聖誕節聚會結合。那麼教會的聖誕節聚會正可以作
為所有小組的收割聚會。又如小組的「認識期」和教會的復活節郊遊結合在㆒起，那麼可以

收到事半功倍之效。這樣以小組的生命週期與教會的節期結合，更落實了小組化教會理念，

也使得資源也加整合。關於小組生命週期各個時期的介紹，參本文 69-72頁「組織的生命與
行為」之內文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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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烩砈舱家  蝶︳砞璸 

「成長領袖小組」模式在實驗之後，除了由筆者直接觀察以及分析同工的回

應來檢視神學理念的落實狀況，也將以量化的統計數字比較來評估影響的成效。

由於後者牽涉較為研究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故在此介紹後者的評估方法，也就

是「成長領袖小組」模式對教會影響評估研究的設計。 

3.3.1  烩砈舱家  蝶︳よ猭砞璸 

因為教會的現實環境考量，目前無法在為數眾多的教會㆗推行較為嚴謹

的實驗組與控制組的對照。不過，本研究以「時間序列測試設計」（time 

sequential test design）作為研究設計的方法，亦能有相當的信賴參考。關於

時間序練測試設計的研究方法，可用㆘圖簡要說明173： 

O1   O2   O3   Ｘ   O4   O5   O6 

瓜 3-7   烩砈舱 ╯よ猭砞璸 瓜 

在㆖圖㆗ X代表實驗或是處遇，O1、O2、O3、… 是指在不同時間所觀

察的結果，㆒般來說，不同的觀察結果可以作為對照與比較。所以，通常這

也在實驗 X前的觀察 O代表著前測，在實驗 X後的觀察 O代表著後測。 

本評估係針對「救恩堂」在推行「成長領袖小組」模式之前後進行統計

比較，藉此觀察「成長領袖小組」模式所產生的改變狀況。雖然表面㆖缺乏

了㆒般實驗的控制組與之對照，但是在邏輯㆖，同樣可以從新舊對照㆗觀察

                                                
173 本圖及相關實驗名詞與方法，參：簡春安，《社會工作研究法》（台北：巨流，2002），頁 238-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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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明顯變化，也有與實驗組與對照組般類似的前測與後測的比較。 

3.3.2  烩砈舱家  蝶︳┦╯琜篶 

在「成長領袖小組」在教會實際推行後，本研究將進行「成長領袖小組」

的策略對於教會之影響進行評估研究。本文在此以「社會科學研究法」的研

究方法將「成長領袖小組」的評估性研究架構與變項以架構圖標明174。 

在㆘圖㆗，筆者將「成長領袖小組」的模式歸納為數個主要的研究變項，

以便探究這些變項與影響結果的因果關係，今將研究㆗的自變項與依變項的

關係畫出以㆘評估性研究架構圖： 

 

 

 

 

 

 

 

瓜 3-8   烩砈舱 蝶︳╯琜篶瓜 

                                                
174 圖㆗的「自變項」與「依變項」，簡單㆞說，就是「因」和「果」，也就是實驗的變因和影響
的結果。而「屬性變項」則是指可能造成影響的基本背景資料。有關本文所使用社會科學研

究方法、評估研究的架構圖、變項的使用以及相關意義的說明，可詳參：簡春安，《社會工作

研究法》（台北：巨流，2002），頁 423-432以及頁 66-72。 

蝶︳砞璸 妮┦跑  

獺畕 闹毙▅ 祘 
獺   

蝶︳砞璸 跑  

1)  硈  舱ネ  

2) 舱  禜籔ヘ夹 

3) 獺畕 硑碞癡絤 

4) 舱  獺畕龟悔把
籔ㄆ 诀穦 

蝶︳砞璸 ㄌ跑  

1) 毙穦穦ね把籔杆称揭
祘  猵 

2) 獺畕   猵 

3) 蚌▅獺畕烩砈 计ヘ 

4) 毙穦舱  计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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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烩砈舱 跑   

在㆖面的研究架構圖㆗，有「屬性變項」，「自變項」與「依變項」㆔類

變項。本研究將評估該架構圖㆗自變項與依變項的假設與關係程度，藉此來

明白「成長領袖小組」模式對教會的影響。 

為了能夠更清楚㆞明白評估設計㆗各變項的意義，今便分別說明「屬性

變項」、「自變項」與「依變項」㆔類所屬各個變項的意義： 

3.3.3.1 妮┦跑    

在本研究的評估設計架構㆗，屬性變項主要為㆘述㆔項： 

1. 年齡 

    信徒的年齡可能會影響其成為信徒領袖的重要關鍵。所以，年

齡的因素應該列入屬性變項，加以考量。 

2. 教育的程度 

    信徒個㆟的教育程度可能會影響其在教會㆗被培育成為小組

領袖的時間以及素質。所以，教育程度應該列入屬性變項，加以注

意與考量。 

3. 信主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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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徒的信主時間也會成為在教會群體㆗成為領袖的重要因

素。所以，將信主時間列入屬性變項，加以考量。 

3.3.3.2 跑    

筆者將「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簡化為以㆘五個方面的改變策略。這

些改變便為本研究的自變項，今簡要說明之： 

1. 互相連結的小組生活 

    因為教會信徒加入小組的情形意味著信徒的群體生活狀況。教

會信徒在小組互動的關係與彼此的扶持會影響小組培育信徒領袖

的品質，這是本研究提出新模式的重要改進策略之㆒，因此列入自

變項。 

2. 小組的異象與目標 

    因為小組異象與目標的設定會影響小組培育信徒的策略。這是

本研究㆗新模式的重要改進方案之㆒，因此列入自變項。 

3. 信徒的造就訓練 

「成長領袖小組」模式將信徒的成長設定不同的階段並提供對

應於信徒成長階段的造就與裝備。因為信徒的造就與訓練的狀況會

影響信徒成長的品質與數量。這是本研究新模式的重要改進策略之

㆒，為重要自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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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組給予信徒實際參與事奉的機會。 

「成長領袖小組」模式嘗試讓每㆒位參與小組的教會信徒都能

夠有參與實際服事的機會，並認為小組廣泛提供信徒參與服事的策

略對培育信徒領袖的品質與數量有重要的影響。這是本研究的重要

改進策略之㆒，為重要自變項。 

3.3.3.3 ㄌ跑    

在現在救恩堂實驗推行「成長領袖小組」模式之後，主要由以㆘㆕

個依變項來觀察是否有顯著的變化，藉此來評估「成長領袖小組」模式

對教會的影響，㆘面便簡要㆞介紹各個依變項的意義。 

1. 教會會友參與裝備課程的狀況 

在教會推行「成長領袖小組」模式之後，統計教會在推行

新模式前後的信徒參與教會裝備課程狀況。藉此統計數字的比

較來評估「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影響，這是本研究重要的評

估項目之㆒、為重要的依變項。 

2. 信徒個㆟成長的狀況 

    本研究將就「成長領袖小組」模式㆘，教會信徒成長的狀況進

行觀察與比較，以便評估「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影響。這是本研

究㆗的重要觀察結果之㆒，為重要依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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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培育信徒領袖的數目 

    本研究將就教會在「成長領袖小組」模式㆘所培育出的信徒領

袖的數目進行觀察與比較，這是本研究的重要評估項目之㆒，為重

要依變項。 

4. 教會小組成長的數目 

    培育出新的信徒領袖可能有兩方面的意義：首先是取代舊的領

袖、接續舊有小組，其次與舊領袖同工、開拓新的小組。因此，從

教會組成長數目可以觀察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影響。這是本研究

㆗的重要觀察結果之㆒，為重要依變項之㆒。 

3.3.4  烩砈舱家   砞  

本研究提出新的小組教會模式〜「成長領袖小組」〜的背後有其邏輯的

假設，那麼在這新的小組模式試行實驗之，就必須從實證㆗來檢驗這些假設

是否成立。今便將本研究㆗的「主要假設」以及相關的「次要假設」分別說

明如㆘： 

1. 璶 砞 

本文主要是針對原來小組模式進行修正。因為在神學的檢視之㆘，

原有的小組模式有需要修正之處，另外，因應教會實際的需要，因此提

出「成長領袖小組」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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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就是說，在本文研究「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背後，其實有著

㆒個主要的邏輯假設。這主要的假設，如㆘所示：  

「小組的模式會影響信徒的成長，而信徒的成長和教會的發展是息

息相關的。小組若能有更好的運作模式，那麼信徒能有更好的成長，也

使得教會發展更為健康。」 

在實驗評估時，便需要主要檢驗㆖述主要假設是否成立，而作為了

解「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影響依據。 

雖然這主要假設看似清楚，但是在實際進行評估的時候，就必須更

詳細㆞考量這假設所蘊涵的概念，也就是相關的次要假設。例如，這小

組的模式究竟是什麼﹖什麼又是信徒的成長﹖因此，本文在此將此主要

的假設更細分歸納以㆘幾個次要的假設，以便本研究能受實際進行評估

性研究。 

2.  璶 砞 

本研究對於小組的定義是在於「群體」的概念之㆖。所以，信徒參

加小組最重要的是意味著加入了教會群體的互動生活。因此，今將這方

面的次要假設說明如㆘： 

「密切與良好的教會群體生活會幫助信徒的個㆟學習與成長。若教

會能藉著小組有效㆞將弟兄姊妹連結起來，讓他們在小組裡彼此互動與

幫助，那麼便可以更有效㆞培育信徒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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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璶 砞 

本文第㆓章從「十架神學」提出了對於小組目標容易落入「業績主

義」陷阱的提醒，所以「成長領袖小組」在目標方面進行修正。「成長

領袖小組」模式在這方面的假設，如㆘所示： 

「小組的異象與目標會影響著小組與組員的成長是否健康。若教會

能避免『業績導向』的危險，並以成為『屬靈領袖』作為目標，那麼小

組與組員能夠有更健康的成長。」 

4.  璶 砞 

本研究將信徒的成長分清楚的階段，藉此幫助信徒能夠認識成長的

前景，並藉著對應的裝備訓練學習成長。這作法背後的假設，如㆘說明： 

「清楚的成長階段會幫助信徒更好的學習與成長，若教會能夠提供

合適的成長階段與對應的造就裝備幫助信徒依自己的狀況參與學習，那

麼會幫助信徒能更有效率的成長」。 

5.  璶 砞 

本研究藉著小組的運作給予信徒許多的事奉機會。在這作法背後的

假設，如㆘說明： 

「小組給予信徒實際參與事奉的機會會影響著信徒的成長。若在小

組㆗能夠廣泛㆞提供合適的事奉機會，那麼信徒便能更好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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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烩砈舱家  跑  巨 ﹚竡 

㆖文已經將本研究評估設計的假設與變項作㆒說明。但是其㆗所牽涉的

便項如何具體的評估、測量與觀察，就必須再轉化為操作型的定義。 

為了能夠清楚㆞評量，本段便列出本研究評估設計架構㆗的重要變項知

「操作型定義」，以便能夠清楚㆞將這些變項的概念予以量化與評估。 

3.3.5.4 跑  巨 ﹚竡 

首先，分別說明本研究設計㆗「自變項」的操作型定義，如㆘所示： 

1. 互相連結的小組生活 

    由教會會友歸屬小組與參加小組聚會的情形可以窺見教會信

徒的群體生活狀況如何。今試將此操作型定義敘述如㆘： 

『教會㆗參加小組的信徒數目』。 

2. 小組的異象與目標 

    小組的目標會影響小組的運作。而成長領袖小組與以往小組模

式不同的便是以培育每位信徒成長為屬靈領袖作為首要目標。如今

試將此操作型定義敘述如㆘： 

『小組以培育每位信徒成為屬靈領袖作為發展的主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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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徒的造就訓練 

    「成長領袖小組」模式㆗，教會並非只開設許多的課程自由㆞

讓會友選擇，而是設置基本裝備課程以納入所有會友，並設計合適

的造就裝備。今試將此操作型定義說明如㆘： 

『教會設定清楚的信徒成長階段，並提供對應的裝備造就』。 

4. 小組給予信徒實際參與事奉的機會 

    小組是否給予更多且合適的機會好讓更多的信徒參與服事﹖

這可以從在小組㆗有多少信徒參與了事奉可以來評量，今試將此操

作型定義敘述如㆘： 

『小組提供組員參與的服事。』 

3.3.5.5 ㄌ跑  巨 ﹚竡 

其次，分別說明本研究設計㆗「依變項」的操作型定義，如㆘所示： 

1. 教會會友參與裝備課程的狀況 

「成長領袖小組」模式是否能夠讓更多的會友參與教會所提供

的裝備課程與相關訓練，這是可以從參與的會友數目觀察比較得知

的。因此，今嘗試將此項目的操作型定義敘述如㆘： 

『救恩堂已有歸屬小組的信徒參加基本裝備課程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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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徒個㆟成長的狀況 

「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影響也可以從信徒個㆟成長的狀況來

評量。今嘗試將此項目的操作型定義敘述如㆘： 

『信徒個㆟靈命成長進階之㆕級㆟數比較統計。』175 

3. 培育信徒領袖的數目 

「成長領袖小組」模式是不是能幫助教會帶領出更多新的㆒代

的信徒領袖來帶領小組，這可以由實際的數字來比較衡量。今嘗試

將此項目的操作型定義敘述如㆘： 

『在小組㆗接受訓練裝備而成為實際投入事奉、帶領小組的信

徒領袖數目。』 

4. 教會小組成長的數目 

有更多的新的信徒成為領袖，可能意味著教會小組數目的增

加，也可能意味著新的領袖取代了舊的領袖。所以教會小組成長的

數目也可以看出「成長領袖小組」模式所帶來的影響。今嘗試將此

項目的操作型定義敘述如㆘： 

『教會新設小組增加的數目。』 

                                                
175 這裡的「㆕級」，係指：嬰孩、小子、少年、父老等㆕個靈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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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蝶︳戈 籤 籔だ猂 

關於在救恩堂實驗「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評估資料，可以從變項的類

別分為㆔大方面。 

首先，在「屬性變項」方面。這方面的資料主要是從教會的會友檔案，

小組的報表可以得到所有參加小組的㆟之出生年月日；教育的程度以及信主

的年齡。因此，在蒐集㆖較為容易。 

其次，在「自變項」方面。這是「成長領袖小組」模式在救恩堂實際推

動的情形，可能不同的小組落實的情形有些許的差異。這方面的資料可以作

為可行性評估與將來修正運作模式的參考。 

關於「自變項」方面的資料需要從教會區牧配合，回應實際推動的困難

以及落實的狀況。另外，可由小組的每週的報表或是從小組長個㆟的訪談而

得知這些「自變項」在小組㆗落實的情形。 

最後，關於「依變項」的方面。這是在評估設計㆗最重要的參考資料。

根據前文操作型定義的說明可以知道，這方面的資料主要是對教會推行「成

長領袖小組」模式之後，從教會過去的相關數據以及實際發展「成長領袖小

五」模式之後的相關數據的比較與評估而得知。 

因此，「依變項」的資料主要是從教會的統計和分析而得。另外，為了

更能明白實際的狀況，每位組長填寫㆒份對「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感想報

告，以便作為評估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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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烩砈舱家  龟喷崩︽ 

筆者從 2000年起，便開始研究如何將現有教會小組模式轉型為「成長領袖

小組」。在 2001年 2月起，便陸續相關的同工訓練以便預備進行轉型。然後在

2001年㆘半年開始，將「成長領袖小組」的雛型，置入救恩堂成㆟第㆒牧區和

第㆓牧區，在試行㆗進行運作細節的㆒些修正。「成長領袖小組」模式正式在 2002

年初確立，隨即全教會的 56個小組實行此㆒模式。預備在㆒年後，也就是 2003

年初進行本實驗研究的評估。關於「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實驗推行，今可將過

程分為幾個部份，由以㆘分別說明： 

3.4.1 肚  禜㎝芠├ 

首先，「成長領袖小組」在正式運行前，需要先要能夠讓教會所有的同

工能夠了解「成長領袖小組」的異象、理念與運作。並且先傳遞從小組的異

象與目標開始進行。 

因此，筆者在 2001年 2月 3日週末召聚救恩堂全教會的組長與實習組

長舉行為時㆒㆝的「小組事奉更新研習會」。藉著這研習會討論目前救恩堂

小組所欲突破的問題，傳達「成長領袖小組」的理念並建立組長以「培育每

位信徒成為屬靈領袖」作為牧養的異象與目標。 

其次，在 2001年 4〜5月的主日講壇，藉著講道激勵教會信徒都能委身

於「影響㆟信主、帶領㆟成長」的大使命。並以成為「屬靈領袖」作為個㆟

成長的標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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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據聖經以弗所書 4：16以及「成長領袖小組」的運作模式，清

楚㆞將救恩堂的小組異象訂定為：「建立每位組員在愛㆗成長為能生養小組

的屬靈父老」。開始在原來小組每週聚會的「工作時間」㆗，由組長帶領每

位組員背誦該小組異象，也帶領組員㆒起為將來能夠落實小組異象禱告。 

最後，在 2001年 2月以後每月㆒次的「小組長聚會」㆗，更詳盡與深

入㆞向每位小組同工傳遞「成長領袖小組」的模式，讓他們能夠明白「成長

領袖小組」模式與原本「葉忒羅小組」模式和現今流行的「G12小組」模式

的差異，並且教導他們認識「成長領袖小組」的運作，包括了基本架構、目

標設定、成長階段、裝備策略、事奉生活、… 以及小組類別等等。 

3.4.2  俱 緄琜篶籔ㄆ 

為了推行「成長領袖小組模式」所以必須重新規劃原本「葉忒羅小組」

模式的分區架構以及調整救恩堂牧養組織的㆟事。 

首先，將原本的救恩堂小組的分區架構重新進行規劃，讓區長不單只是

監督探訪小組的的角色，還要帶領㆒個由分區㆗所有組長所組成的小組176。

藉此來成立教會牧養架構㆗的「母子小組」運作。 

這「母子小組」在救恩堂的運作乃是這樣：每位組長都要參與這由區長

擔任組長的「母組」，然後再帶領自己的「子組」。區長在這「母組」㆗進行

                                                
176 這種兩個小組的傳承模式（Mother –Daughter Multiplication）在不同的教會㆗作法或有差異，
但原理是㆒致的。詳細的作法與比較可參：Joel Comiskey, Home Cell Group Explosion 
(Houston:Touch,1998), pp12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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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長的牧養與訓練，而組長在「子組」實踐受訓的內容。組長可以藉這兩個

小組聚會來明白將來如何以這傳承的模式來協助組員開拓新小組〜今後若

有組員成立新的小組也將遵循同樣的模範。 

 

 

瓜 3-9  ダ舱籈穦 闽玒 

其次，從 2002年 2月開始，筆者便調整救恩堂牧養組織的㆟事流程，

取消了原本實習組長與實習區長的職銜，而改賦其它的意義。 

在「成長領袖小組」模式㆘，實習組長不再是由組長選擇派任，任何㆒

位小組組員只要能夠在組長的監督㆘成功㆞開拓㆒個新的小組，便可以成為

小組領導㆟。若這位帶領新小組的組員已經完成了教會所要求的組長相關裝

備課程，那麼便是正式的組長，若尚未完成教會所要求的組長相關裝備課程

那麼便稱為「實習組長」177。 

這是為了落實在前文第㆓章㆗「信徒皆祭司」㆗所提出原本「葉忒羅小

組」的弊病。組長只專注在培育某個有恩賜的㆟，而忽略了培育每位信徒的

培育。因此，在這新的組織㆟事策略㆘，取消了原本每位小組選任㆒位實習

組長的方式，而改以培育㆟㆟成為組長，只要組員實際㆞完成事奉與裝備的

要求，都可以成為小組帶領㆟。 

                                                
177 這種小組組長的選任的方式，見本文 133頁「每位信徒都應接受祭司的培育」之內文介紹。 

ダ舱 籈穦 

厩策癡 

舱 籈穦 

龟筋┮厩 



－162－ 

新區長的選任也是如此，改變了原本實習區長的設置意義，從選任㆒位

有潛力的組長改為培育每㆒位組長成為區長。 

任何㆒位組長只能夠在區長的監督之㆘成功㆞帶領兩位以㆖的組員成

功開拓小組，那麼便可以成為分區帶領㆟。若分區的帶領㆟已經完成了教會

相關裝備課程的要求，那麼便成為正式的區長。若尚未完成，那麼便稱為「實

習區長」。 

附帶㆒提的，救恩堂的分區運作同樣也是以「母子小組」的理念運作。

以往分區的牧養運作是區長每週輪流參加不同的小組聚會，並且每週約談不

同的小組組長。如今在「成長領袖小組」模式㆘，區長每週帶領㆒次由組長

所組成的「母組」，藉著這「母組」的聚會領導各小組的運作，示範聚會的

進行，也進行更為深入的經驗交流與問題分享。 

3.4.3 秸笆籈穦  逼 

因為「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母子小組」運作方式，使得原本的小組

聚會時間必須重新安排。好能夠協調組員與組長在「成長領袖小組」新的架

構㆘繼續小組的每週聚會。 

在「成長領袖小組」模式之㆘，小組的領導㆟每週需要參加兩次小組聚

會，㆒次是「母組」的聚會，另外㆒次是「子組」的聚會。因為子組的聚會

模式是仿效「母組」的聚會，所以原本小組聚會時間必須進行調整，好讓每

位組長的「子組」聚會時間能夠在自己所參加的「母組」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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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 2001年㆘半年於救恩堂成㆟第㆒牧區和第㆓牧區試行的時候，

發現，這樣的聚會模式可能大幅㆞增加組長的負擔，特別在時間的壓力㆖面。 

原本救恩堂小組組長每週除了參加㆒次小組聚會之外，還要在週間挪出

時間來進行㆒對㆒的門徒帶領，以及探訪關顧性質的個㆟工作。有時因為組

員有特別的需要，或是有需要的組員或是新朋友太多，使得組長的負荷量相

當的大。甚至有組長指出在某段時期，他週間每㆒個晚㆖都被組員所佔據了。 

因為在「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組長㆒週必需參加兩個小組，再加㆖

原本的服事，這使得組長不是不勝負荷就是顧此失彼。因此經過了半年的試

行後，決定修正調整小組事奉的運作方式。重新安排原本屬於組長服事的項

目與內容，好能夠減輕組長在時間㆖面的壓力。 

因此，在 2002年在救恩堂正式實驗「成長領袖小組」模式時，將原本

許多由組長㆒對㆒的門徒帶領與關顧牧養的工作轉移到小組全體組員共同

承擔。小組㆗剛信主的小子分擔探訪新㆟的工作、小子的關顧由少年㆟承

擔，少年㆟可以由父老牧養，如同前面「成長領袖小組運作簡圖」所示178。 

這樣在小組㆗建立起了㆒個小型的關顧系統（caring system）179。藉著

組員的互相服事，不但減輕了原本組長在時間㆖的負荷和壓力，能夠讓小組

組員有更多的事奉機會和互動的關係，這樣的調整也符合了前文所述的「成

全聖徒」與「信徒皆祭司」的理念。 

                                                
178 這個牧養的架構，可以參見前文的「成長領袖小組的小組生活事奉圖」，見本文 142頁。 

179 關於小組關顧系統，參本文 130-131頁「每位信徒都應該進行祭司的服事」的內文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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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穝杆称癡絤  甧 

原本教會的信徒裝備課程因「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實施必須隨之調

整。調整的項目包括了裝備訓練的教學內容以及教學的方式。 

在裝備訓練的內容方面。首先，修正原本的教學內容，好與「成長領袖

小組」的異象、目標與策略㆒致。例如，在「組長訓練」與「區長訓練」的

裝備課程需要納入「成長領袖小組」的相關理論與運作策略，好讓組長與區

長們能學習相關的知識與熟悉其運作，這樣才能夠真實㆞落實以新的模式帶

領小組。 

其次，在救恩堂㆒般信徒的造就與訓練內容也需要調整。例如救恩堂為

即將受洗的基督徒所開設的課程「入會受洗班」，便教導受洗之後要在小組

㆗學習成長為㆒位屬靈領袖的目標，另外在教會的「靈命成長指南」、「入會

受洗班」以及「信仰與生活」等課程㆗加入「小組異象」的說明，好讓救恩

堂會友能夠將「成為小組組長」作為靈命成長的㆒個重要目標。 

在裝備訓練進行的方式㆖，將㆒些原本由組長進行的長時期㆒對㆒教導

門徒訓練，改為研習會的方式，如：「生命更新研習會」、「權能事奉研習會」

等。研習會的教導由傳道㆟負責，組長或守望者與受訓組員㆒同參與，好能

在該次研習會㆗仍然進行㆒對㆒的守望與互動關係。這樣的方式，不但使得

在研習會之後能夠繼續在小組㆗跟進受訓學員的狀況，也能夠藉此減少組長

的時間負荷。組長的個㆟工作便由長期固定的帶領轉變成為臨時需要性的關

顧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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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ミ龟筋┮厩 甶舱 

「在成長領袖小組」的模式㆗，組員需要藉著事奉學習成長。而最為了

能夠落實即學即用的概念，就必須建立實習的管道。小組㆗的組長來說，帶

領小組就是他事奉與學習的管道；對小組的父老來說，開拓與原來小組相仿

的新小組是學習的管道；對小組㆗的小子來說，探訪新㆟是事奉與學習的管

道；以㆖這些服事都是在㆒般小組教會㆗常見到的。但是以往的事奉在「成

長領袖小組」的模式㆘，必須新設㆒個專供小組㆗的少年㆟事奉與學習的管

道，這就是「外展小組」180。 

外展小組的運作已經在前文「成長領袖小組」的小組類別㆗已經介紹過

了。這外展小組的服事和㆒般傳統教會的社區服務活動類似。不過外展小組

只為期大概六到八週。這樣不但避免尾大不掉的狀況，也能夠有清楚的學習

與評估過程。另外，這外展小組的師資就是外展小組的領導㆟，也就是原生

小組的少年㆟。 

因此，原生小組的少年㆟可以依據自己的興趣與專長開設不同的外展小

組，如：羽毛球、登山、讀書會… 等等。這外展小組如前所述，也是用「母

子小組」的方式運行，小組帶領㆟在那六到八週期間，每週參加「母組」的

聚會，然後帶領「子組」。這樣可以在原生小組禱告與關顧支持㆘帶領外展

小組，而在帶領外展小組的時候，這些少年㆟學習如何去在㆒個較為輕鬆的

時空氛圍㆘和未信者建立關係，也學習如何帶領團體。 

                                                
180 關於「成長領袖小組」的小組類別，參本文 144-145頁「小組的類別」之內文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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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外展小組結束後，有新㆟信主，那麼便帶入原生小組繼續參加聚

會。若信主的新㆟足夠成立了㆒個的小組，那麼便直接將這外展小組轉變為

開拓小組。原本的少年㆟也開始學習帶領開拓小組的服事。。 

外展小組是以「傳福音」作為訓練組員主要方式，但不是以「傳福音」

作為外展小組最重要的目標。因為若是後者，那麼很容易又陷入「業績主義」

的陷阱：若外展小組帶領了許多新㆟信主，那麼容易讓㆟自高自傲，若有許

多㆟參加外展小組，但是結束之後卻沒有㆟信主或繼續參加原生小組的聚

會，又會讓㆟覺得灰心沮喪。 

外展小組是以「培育少年㆟學習擔任領袖為首要目標的，所以在這過程

㆗組長不斷給予監督、支持和關顧。六到八週的外展小組結束之後，若沒有

新㆟信主或加入原生小組，但是小組領導㆟在這過程㆗有良好的服事態度，

那麼組長應該給予鼓勵。因為對於㆒個小組的少年㆟來說，這都是㆒次難得

的學習和事奉的機會，如同前文的「十架神學」所告訴我們的，在這挫折和

艱難㆘，才能夠讓基督的生命生長茁壯181。 

「外展小組」的運作不但讓組員個㆟能學習向未信者傳福音、學習帶領

團體、學習在小組的支持㆘倚靠㆖帝的服事，也讓整個小組有清楚的禱告目

標、小組的觸角能夠不斷向外開展。 

 

                                                
181 Joel Comiskey 指出這種「作㆗學、學㆗作」（Learning While Doing）是最好訓練組長的方法。
相關的討論請見：Joel Comiskey, Leadership Explosion (Houston: Touch, 2000),pp11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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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 狦蝶︳籔癚阶 
 

 

4.1  厩 浪跌 

4.1.1 直接的觀察 

4.1.1.1 在教會氣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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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眏畓 蝶︳ 

4.3.1 「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強項 

4.3.1.1 更具功能整合性的目標 

4.3.1.2 更有效的領袖培育過程 

4.3.1.3 更為健康的教會體質 

4.3.2 「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弱項 

4.3.2.1 可能削弱了原本較強的個㆟工作 

4.3.2.2 同工資格易於寬鬆 

4.3.2.3 較缺乏監督與控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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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長領袖小組」模式於救恩堂實驗試行之後，要對這實驗的影響與結果

進行評估與檢討。 

首先，本文將從直接的觀察和分析同工的回應來檢視神學理念的應用狀況；

其次，本文將從會科學的角度，以統計數字的比較來評估「成長領袖小組」模式

的變項；最後，本文將對「成長領袖小組」模式之優缺點進行綜合的歸納討論。

也就是說，本章將從㆔個部份來說明「成長領袖小組」模式在救恩堂推行後的評

估，包括了「神學的檢視」、「結果的評估」、「綜合的討論」等㆔方面，如㆘所述。 

4.1  厩 浪跌 

「成長領袖小組」既然是由神學省思㆘所孕育出來的方法，所以也需要從實

驗的結果來評估神學的理念是否能夠藉此模式落實與推廣。 

不過，由於神學的特性，無法對其應用的結果予以量化而用嚴謹的科學方式

來評估轉化與落實的情形。所以，筆者首先將由直接的觀察來檢視教會神學應用

的情形；然後，從歸納分析同工的回應問卷來更深入㆞認識神學的落實與應用的

狀況。 

4.1.1    芠诡 

筆者將針對「成長領袖小組」模式在救恩堂 2001年的預備實驗期以及

2002 年的正式實驗期的這段期間所帶來的影響提出觀察評估。以㆘便分別

就教會氣氛、小組生活、裝備訓練與對信徒個㆟等㆕個方面敘述直接觀察的

影響情況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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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1 毙穦猑よ  

「成長領袖小組」模式藉著異象信念、小組組織、事奉架構、教導

裝備帶給教會肢體更加連結與互助的關係。在 2002年教會所舉辦的多

次活動㆗，可以觀察到教會群體的關係與互動比以往更加熟絡，並且更

有群體的精神。 

例如，救恩堂在這段期間內曾受邀參加台灣信義會北區所舉辦的運

動會。會後，區會主席張復民牧師在曾多次公開表明，在所有參與的教

會㆗，救恩堂的肢體在運動場㆖競技與運動場外加油所表現出來的群體

互助精神是最為突出的、讓㆟印象深刻的。這群體互助精神和救恩堂的

小組架構是密切相關的。 

另外，從教會㆒些本來沒有加入小組的信徒開始與小組建立互動的

關係可見㆒斑。在去年，可以看到㆒些原本只參加救恩堂主日崇拜的會

友在得到小組的關心㆘，開始和教會其他肢體建立關係。雖然不㆒定都

穩定參加小組聚會，但是卻知道自己所歸屬的小組、並且也會時常與小

組肢體互動、在需要的時候，也會尋找小組肢體的協助。換句話說，這

些原本獨來獨往的基督徒，開始有了群體的歸屬感。 

所以，從教會的氣氛來看，小組的架構讓整個教會信徒之間的關係

比以前更為熟絡，互動的情形與氣氛也比以前更好。教會那「聖徒相通」

的本質與精神是更加落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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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2 舱ネ よ  

首先，就小組傳福音的動力來看，雖然「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

小組雖然不以增長的㆟數作為目標，小組的領導㆟明顯㆞減輕在原本在

㆒定期間會面臨㆟數增長的壓力，但是卻明顯㆞加重了信徒培育的責任

感。因著信徒培育的內容㆗包括了佈道與見證的項目，所以整體來看，

小組傳福音的動力並未消逝，因為傳福音的使命仍然因著成為培育信徒

成為屬靈領袖的目標而能繼續維持其動力。 

其次，在「成長領袖小組」模式推展後，小組的每位組員都能夠有

清楚的位置在小組㆗進行服事。觀察小組的情形，小組㆗的組員彼此關

懷代禱是相當普遍的事，另外，從教會小組的報表與相關記錄㆗，可以

看到小組組員探訪新朋友的工作不斷㆞開展，組員也在組長和傳道㆟的

帶領㆘進行了許多外展小組和開拓小組的服事。也就是說，有更多的組

員參與了小組事奉。 

大體而言，前文「信徒皆祭司」神學研究㆗「每位組員皆參與服事」

的理念在「成長領袖小組」的模式㆘落實的狀況是不錯的。 

4.1.1.3 杆称癡絤よ  

在「成長領袖小組」模式推行後，教會會友對於接受裝備，追求生

命成長的氣氛明顯㆞比以前更為濃厚，信徒們比以前更積極㆞參與教會

所提供的信徒裝備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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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參與裝備課程的狀況從參與的年齡層擴展可見㆒斑。以前救恩堂

的裝備課程大多為 40 歲以㆘的青年㆟參加，但是從 2001 年㆘半年與

2002年的裝備課程報名參與結業的㆟來觀察，教會 40歲以㆖年齡層的

信徒比以前明顯㆞增加許多。這狀況和信徒裝備課程與小組的運作結合

以及小組的推動有極大的關係。 

所以，在「信徒皆祭司」神學㆘的「將每㆒位信徒納入祭司的培育」

的理念，是可以藉著小組的架構更加擴展的。關於這㆒點，後文將從統

計數字來進行更為精準的比較分析。 

4.1.1.4 獺畕よ  

關於信徒個㆟是否能吸收、認識並應用「成長領袖小組」模式背後

的神學理念﹖為了明白這方面，筆者曾多次私㆘與公開㆞詢問各別的信

徒對於「小組生活」、「聖徒相通」、「信徒皆祭司」的意義的瞭解以及對

於所屬小組群體關係的滿意度，得到的答案大多是相當肯定的。㆒般會

友對於基督徒應有的群體生活都有相當的認識，並且認為救恩堂從推行

小組以來，肢體關係比以前更加密切了。從這些信徒的回應可以知道「成

長領袖小組」的模式對信徒的相互關係與彼此建造有正面的影響。 

另外，除了個㆟詢問之外，筆者也在信徒裝備課程的試卷㆗設計了

相關的題目，藉此來測試並了解組員對「成長領袖小組」的神學理念的

認識，如「聖徒相通」、「兩個國度」、「十架神學」、… 等等。從這些問

卷的答案觀察，救恩堂會友對相關神學的理念也有相當不錯的了解，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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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初步知道應該如何應用這些神學理念在自己的生活與事奉之㆗182。 

最後，在「成長領袖小組」模式推動之後，教會成立了㆒個殘障的

小組。該小組的組員有嚴重腦性麻痺的患者、有俗稱「玻璃娃娃」的成

骨不全症患者等等。這些組員在「成長領袖小組」模式㆘得著了支持與

牧養，並且也能發揮影響力不斷帶領其他肢體殘障的朋友參加小組。對

於這些肢體殘障的信徒也能學習成為屬靈領袖，這是筆者最感欣慰的。 

大體而言，救恩堂的會友都能認識「成長領袖小組」背後的神學理

念，並且知道這神學理念是如何應用在教會的事奉、如何應用在自己的

生活。例如，救恩堂的會友幾乎都知道要以「成為屬靈領袖」作為自己

成長的目標；都會背誦「十架銘言」，並且知道如何應用於自我的生命

的成長、教會的事奉以及生活的挑戰。當然「知」與「行」之間，還有

很長的距離，能知不㆒定能行。不過，從㆒般信徒的狀況來看，本文所

強調的神學理念比傳統教會以及以往的小組模式是更加㆞落實了。 

從以㆖㆕個方面的直接觀察來看，因著「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推行，

使得救恩堂避免了以往小組模式強調㆟數增長的偏差與壓力；相關的神學理

念也更實際㆞在教會㆗推廣；教會的氣氛與生命的呈現更為健康；信徒個㆟

也普遍有良好的學習與成長；這些應該是可喜的發展現象。 

                                                
182 這些神學理念的教導分散在救恩堂「基本裝備課程」各個課程內容㆗，不過其㆗的「信仰與
生活」課程是最主要的部份。該堂課程於每次㆖課後皆有考試。這些考試除了有複習的意義

外，這些題目也常有「以事奉或生活舉例」的題型，藉此來明白信徒吸收神學理念以及應用

的狀況。例如：「面對苦難㆗的組員，你如何以基督十架的精神幫助他﹖」，「如何以『兩個

國度』的觀念來面對祭祖的問題﹖」… 等等。參見：劉國忠，《信仰與生活》授課講義（台
北：救恩堂，2002），頁 4-9以及該講義第㆕章測驗之第九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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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為了能更深入㆞明白「成長領袖小組」模式在神學方面的應用狀況，所

以筆者請教會帶領小組的同工填寫對於轉型成長領袖小組的比較與帶領的

感想，請每㆟能夠填寫㆒千字左右的報告繳回。希望能夠從這些同工的回應

㆗，能更觀察到神學理念的落實狀況。 

因神學主題的特性較難具體㆞以量化來檢測，並且教會的樣本數尚不足

以作科學統計之分析。所以這次發給同工的問卷並未設計以量表形式作答，

而是以開放式的題目詢問受訪者對於教會推動「成長領袖小組」模式以來的

感想與心得，藉著同工們開放性的回應作為類似質性研究之參考183。 

此次問卷之題目由 2003 年 1 月 7 日的同工會告知與會帶領小組的同

工，在㆔月初回收，計有 51份，另有多位同工尚未繳回。從回收的問卷，

每份約㆒千字計算，共約有五萬餘字。因為篇幅龐大，又因本問卷只作㆒般

參考，不作統計分析之用，所以本文不予㆒㆒列出這些問卷的內容，而將從

這些回應問卷內容的幾個較為明顯的要點，進行分析與歸納。 

這些回收的問卷內容主要可以歸納分為兩大類：第㆒、是關於自己帶領

成長領袖小組的過程㆗所面對的挫折、挑戰與成長的心得和感想，第㆓是帶

領成長領袖小組之後，對以模式和以往帶領小組的經驗比較。在此便從這兩

方面來進行更為深入的分析和討論。 

                                                
183 關於質性研究的介紹，參：簡春安，《社會工作研究法》（台北：巨流，2002），頁 12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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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1 盿烩 烩砈舱 ч珼驹籔  

首先，在這些回收問卷㆗談論最多的內容，便是在帶領成長領袖小

組所面對的挫折、挑戰和個㆟成長。從這些同工的回應可以看到在「成

長領袖小組」模式㆘，同工個㆟常面對的問題不是事奉技能的學習，而

是個㆟生命的成長。 

「成長領袖小組」提供了事奉的機會，也提供了㆒個支持關顧的系

統，這兩者所構成的環境使得事奉的㆟可以在得到較佳關顧的情形㆘於

事奉㆗認識自己的生命的真實情形，當基督徒認識自我的軟弱與不足

時，伴隨而來的就是對㆖帝的尋求和倚靠。以㆘從眾多回應問卷的摘選

㆒些內容為例。 

目前正在大學就讀，第㆒次在教會帶領小組的林宛萱姊妹，在回應

的問卷㆗談到他帶領小組時的成長： 

材 盿烩舱 稰琌讽舱痷琌 甧ㄆ 龟

穦秆虹  逮 

玡舱  禜の癸艶活 眔毕⊿  或荐

讽舱 碞癸 禜㎝艶活眔毕禫ㄓ禫 璽踞癸舱

秨﹍ 砫ヴ稰 眔и 赣璶玂臔盿烩粄醚

 蚌緄闽み 策篋 稱玡 ㎝

瞷 瘤礛临 秈˙ 痷琌э跑 

 緄ο 筁祘  ネ㏑  璉癴  狝…
  ㄇ拜肈и み碞穦螟筁穦稱筁摸

 ㄆ τ 帝и 璉癴  狝籔 那   τ

 玡 э腀種 τэ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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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㆒位於 2001年大學畢業、在 2002年第㆒次帶領小組的林信旭

弟兄也是談到他在事奉㆗成長與突破： 

硂穝 秅戳厩策盿烩舱癸 ネ㏑   

瘆祇瞷ㄇネ㏑  拜肈㎝绊㏕犁耂… . 

硓筁舱 狝ㄆ祇瞷  镀籔秨﹍羆琌咎帝

﹀狝ㄆ甧癬ㄇ 膙ゑ耕 み琌硓筁狝ㄆ

琵и瞏 フи⊿ 快猭綼帝 秖э跑⊿

快猭э跑舱  琵и厩策  篈

綼 …  

曾經擔任過救恩堂過往小組的組長，如今亦擔任「成長領袖小組」

組長的林容榕姊妹說： 

硂 踞ヴ舱и 眔程   馋筁琌厩策

 綼痷 砰穦 或  厩厩 

ㄒ璶 纘ο狝ㄆ〆  盽盽穦祇瞷 镑盡

猔 镑稲狝ㄆ盽 硁畓τ ㄏи

碝― 

  み临琌 ㄆ      

或 絋﹚琌    虑パ吏挂琵и   

磝舦琵и痷 眖み柑フ 琌綼墩 琌綼

琌綼瘤礛瞷и临厩策獺み 揭 临琌穦

р舱 猵 胊㎝ 基稰硈癬稰谅 耞

 眶и穝и… и 眔 硂ㄇ诀穦巨絤㎝厩策琌
螟眔τ腳禥  

另外㆒位類似背景的林岳峙弟兄說： 

и尺舧杠碞琌 荷繷碞琌 秨﹍讽

舱 筁祘盽盽竒菌笵 贺荷繷 稰 琌硓筁硂ㄇ

 竒喷禫ㄓ禫秆癸и 稲 ㎝糴甧… 玡и
琌綼 尺舧綼 瘤礛и竒獺

琌秈狝ㄆ 猔種笵琌硂妓  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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瞷盿烩и琵и镑㈱礛 癸ч紐納и 

  瞷碞 癸眔琌и 笵柑琌禫ㄓ

禫 眃 

剛結婚半年的曾淑卿姊妹說： 

獀 ρи 甧螟и龟悔盿烩舱 筁祘 獽

疊瞷ㄓ–讽窱舱 拜肈璶―舱 碞璶

 癸 ネ㏑拜肈… и 眔 ノ吏挂鹅硑и虑
帝ㄆ 盿烩и 耞厩策 瘤礛ネ㏑┦ 硁畓

糷 絘琌稰谅綼  镑 耞穝

秸俱 

分析以㆖這些回應問卷的內容，可以發現「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

「培育組員成為屬靈領袖」目標對小組帶領者也發揮果效。因為這目標

不僅帶來如字面意義的影響，好像只有期待組長培育組員成為屬靈領

袖，其實這目標也讓組長更深㆞自我的認識與更新。因為當組長要培育

他㆟成為屬靈領袖的過程㆗，常常所面對的挑戰就是自己要先成為㆒位

屬靈領袖。所以在培育組員成為屬靈領袖時，他們也會不斷面對自我生

命的㆒些問題，而尋求生命的更新。 

所以在所有同工的回應問卷㆗，大多數皆提到在「成長領袖小組」

模式㆘，自我生命認識、對付與成長。在這些回應內容，可以看到有著

很濃厚「十架神學」的色彩，對㆒個基督徒來說，「不再是我、乃是基

督」的信念實在是對挫折、挑戰時的力量和幫助。這些小組的領導㆟在

實際的事奉㆗實際體會了基督十架的意義，認識到自己的不能，而尋求

倚靠㆖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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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2 穝侣舱家  盿烩竒喷ゑ耕 

在同工回應的問卷㆗，除了對於事奉的感想與心得之外，另外就是

談到新舊小組模式的比較。在這方面，「成長領袖小組」模式得到了相

當的肯定，也得到了㆒些提醒。如今由㆘分別舉例說明： 

首先，「成長領袖小組」的設定目標，幫助了組長能夠有更清楚的

小組牧養和帶領。陳澤民弟兄說： 

筁舱 ヘ夹琌舱 糤琌龟悔и玱盽盽  

 ㄏ眔舱镑 糤疭琌笿ㄇч㎝挂 

 и硈ㄣ砰    笵盽穦み 稱帝舱

 ヘ夹计 ―礛 ㄇ 眔 糤舱

计 ㄆ  

瞷毙穦蹦ノ 烩砈舱 よ  и睲 籔

盡猔 ヘ夹 碞琌蚌▅烩砈τ蚌▅ 癸禜碞琌舱  

–硂琵и睲   笵  舱 镑秤

筁ネ㏑  ρи腀種〆 蛤繦瑿縬籔舱  禜

и 笵璶  璶   篯妓ㄆ み

琌籔︽  

其次，「成長領袖小組」的模式比舊模式更能「成全聖徒」並且避

免了以業績論成敗。劉德諒弟兄說： 

и 眔筁 舱家 璶琌舱 盿烩 舱

や舱 狝ㄆ璶 舱 眔诀 剪穦篊

篊琵ㄇ耕 舱巨絤琘ㄇ狝ㄆ琌 烩砈

舱玱琌舱 狝ㄆ 舱や 狝ㄆ 

璽砫  ㎝盿烩甶舱㎝秨┹舱ㄏ硂ㄇ狝

ㄆ  狦 毖琌蚌▅厩策  ㄓ 琌  

筁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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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嘉倩姊妹也談到類似的情形，他說「成長領袖小組」模式能夠給

予更好更廣的培育： 

 烩砈舱  荷ㄤ ノ琵┮ 舱

  诀穦祇 ㄤ┮ㄓ肚褐 烩耴舱  

砆杆称 度琌ㄆ 癡絤玃ㄏ舱妮艶 

  ㎝竒菌 

呂百森弟兄認為「成長領袖小組」可以避免了以前小組模式在選擇

同工㆖所面臨的困擾，也使得小組更有群體的向心力。他說： 

玡侣家  舱盿烩龟策舱  舱 緄程 璶 

ㄆ琌龟策舱 舱  ㄇ舱穦 ㄓ毙穦

 戈耕瞏 眔稲琌玱⊿ 砆匡 龟策

舱み瞶穦 眔  稲ㄤτ紇臫硂舱ㄆ

 み 

  侣家 盽盽 舱㎝龟策舱ゑ耕镑

み狝ㄆㄤ 舱癸舱 み㎝舱肚褐  笆耕

 ゑ耕畓 

鄧曉晴姊妹認為「成長領袖小組」模式比舊有小組模式相較，減輕

了服事的壓力，並帶給小組更快的增長。： 

眖 2002毙穦锣  烩砈舱家  и祇 狝ㄆ 
筁 妓琵и稰℉ ㄤ  琌ㄓ舱

┮甶瞷 ネ㏑ 烩砈舱 –舱  狝

ㄆ 诀穦帝 耞 纘舱 厩  狦舱 

璽踞ゑ玡 舱 耞 狝ㄆ籔秨┹ 筁祘

 ﹏ゝ癸肚褐   禜 粄и祇瞷舱 

糤ゑ玡е 

不過，對於以㆖這些論述，也有㆟對相同的作法提出了不同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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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例如，有㆟表達了他對於「成長領袖小組」模式如此廣泛㆞培育組

員成為小組領袖的憂慮。邱皇銘弟兄說： 

玡 舱穦ゑ耕甧瞷ㄇ娩絫 舱癸舱⊿ 把籔

稰狝ㄆ琵 碞琌琌瞷 烩砈舱 –

舱 砆珼驹  妮艶ρㄏ–舱娩厩娩讽 

穝妮艶 ネ㏑ 

 筁筁 舱 癸琘舱秈︽戳 

┮ 赣  蚌▅借琌穝家 –舱 

 蚌▅τゑ玡е踞璽癬盿烩舱 砫ヴ

┮┮  杆称癡絤 眖玡 妓だ и 眔

舱 借 耕畉  

另外，前述有㆟認為「成長領袖小組」模式減輕了服事的壓力，但

也有㆟認為「成長領袖小組」增加了時間的壓力。劉暖姊妹說： 

穝家 舱盿烩–秅璶把ㄢ  舱籈穦硂穦硑 

   癸 產  痁壁ㄓ 穦琵発磷

τ 腀  烩砈 

所有回收的問卷在救恩堂新舊小組模式的比較㆖，對「成長領袖小

組」都是持相較肯定的態度。因為救恩堂以前已經有小組教會的基礎，

所以此次轉型，小組的同工較能體會其㆗的不同，但對㆒般教會信徒來

說，感受並不十分的強烈。普遍的反應是最近教會對於信徒培育的事工

做得不錯，小組的組員都能感受到成長的重要。 

㆖述列舉㆒些組長對於新舊模式的比較觀感，可以從其回應較為深

入㆞窺見「成長領袖小組」模式施行的影響。關於較為客觀與科學的評

估，㆘節便由教會的各項統計數字進行變項的比較。至於㆖面兩項較為

負面的回應看法，將在後文的「強弱項評估」時，進行進㆒步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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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参璸┦蝶︳ 

在進行統計性評估時，要將這「成長領袖小組」模式所進行的革新與改變歸

納為數個自變項，然後要觀察這些自變項帶來依變項什麼樣影響，藉著依變項的

變化比較來作為評估的依據。 

在這次「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評估研究設計㆗，筆者將所進行的革新與改

變歸納為「互相連結的小組生活」、「小組的異象和目標」、「信徒的造就和訓練」、

「小組給予信徒實際參與事奉的機會」等㆕項自變項。在實驗結束後，將觀察與

比較「會友參與裝備課程的狀況」、「信徒個㆟成長的狀況」、「培育信徒領袖的數

目」以及「小組成長的數目」等㆕個依變項。在此便針對這㆕個依變項進行統計

性的比較，分別由㆘簡述之184。 

4.2.1 穦ね把籔杆称揭祘  猵 

在教會推行「成長領袖小組」模式之後，對於救恩堂推行新模式前後，

信徒參加教會裝備課程的狀況作㆒統計數字的比較，藉此來評估「成長領袖

小組」的影響。 

本變項的操作型定義為：「救恩堂已有歸屬小組的信徒參加基本裝備課

程的㆟數」。㆘表便列出了救恩堂近年來已有小組的信徒參加救恩堂基本裝

備課程的統計數字185： 

                                                
184 關於研究的變項，參本文 147-152頁的說明。 

185 本表僅含教救恩堂開設之「基本裝備課程」，教會另外開設之「其它裝備課程」與「進階裝
備課程」之㆖課㆟數並未計入。資料來源參見：台灣信義會救恩堂，「教會概況統計」，《救

恩堂 2003年教友大會手冊》，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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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開課數 14 10 13 14 15 18 

參與㆟次 200 250 287 354 401 542 

每班平均㆟數 14.28 25 22.07 25.28 26.73 30.1 

瓜 4-1  毕 绑菌獺畕膀 杆称揭祘计参璸 

從以㆖的圖表可以看到救恩堂信徒接受基本裝備裝備的㆟數在不斷增

加㆗，而 2002 年的參與㆟次的成長幅度更是明顯，從 401 ㆟次增長至 542

㆟次，每班平均㆟數由 26.73增長到 30.11。 

2002 年的參與教會基本裝備訓練的統計數目已經和當時救恩堂小組聚

會㆟數相當。換句話說，這意味著救恩堂參與小組的每㆒位信徒皆參與了基

本裝備課程的教育訓練。 

若再仔細分析屬性變項的因素，會發現因為在尚未推行「成長領袖小組」

模式的裝備系統前，參加裝備課程的信徒以在學學生和社青居多，信主較久

與年齡較長的信徒接受裝備訓練的比例相對較少。但是推行「成長領袖小組

模式」的裝備系統之後，所有參加小組的信徒幾乎都納入了裝備訓練之㆗，

所以年齡、教育程度與信主的時日在「是否參加基本裝備課程」方面並沒有

顯著影響。 

從這統計數字比較來看，「成長領袖小組」模式在可以更廣泛㆞推動信

徒接受教會的信徒訓練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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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獺畕   猵 

在救恩堂推行「成長領袖小組」模式後，對於教會信徒成長的狀況進行

觀察與比較，關於本依變項的操作型定義為：「信徒個㆟靈命成長進階之㆕

級㆟數比較」。這㆕級乃是依照救恩堂信徒裝備課程的完成狀分為：「嬰孩」、

「小子」、「少年」與「父老」。關於救恩堂已有歸屬小組之信徒的裝備與成

長狀況統計圖表，如㆘所示186： 

年 2000 2001 2002 

嬰孩 100 25% 76 17% 84 16% 

小子 242 60% 300 65% 314 60% 

少年 20 5% 31 7% 48 9% 

父老 42 10% 53 11% 73 15% 

年底小組總㆟數 404 100% 461 100% 520 100% 

瓜 4-2  毕 绑獺畕  猵参璸 

在解讀㆖表時需留意，若教會的㆟數增長處於靜態，也就是總㆟數為固

定的數字，那麼可以很容易的從各階段比例改變看出影響來。但是，因為救

恩堂處在㆟數增長的狀態，每年增加的新會友㆟數都會使得小組總㆟數的分

母以及嬰孩的分子數目加大，也就是說，因著新信主者的增加，會使得嬰孩

的比例增加，但是小子、少年、父老的分子數目隨之減小，所以解讀以表時

必須考慮這種效應。 

                                                
186 資料來源參見：台灣信義會救恩堂，「教會概況統計」，《救恩堂 2003年教友大會手冊》，頁

3-4以及救恩堂裝備部的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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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表的統計數字例統計增幅雖然不大，但卻意味著信徒裝備狀況堪

稱進步的情形。也就是說，從㆖表比較歷年的狀況，可以發現 2002 年的成

長狀況是最好的。這可以從㆘面兩點觀察出「成長領袖小組」模式所帶來的

正面影響： 

第㆒，救恩堂於推行新模式後，嬰孩階段的㆟數佔總㆟數的比例是歷年

最低的，這代表著雖然救恩堂新信主㆟數是增加的趨勢，但是教會裝備系統

培育信徒成長的速度卻更快、更普遍，所以嬰孩階段的㆟數佔總㆟數的的比

例是降低的。 

第㆓，救恩堂在推行新模式後，雖然小子階段㆟數的比例和 2000年時

同為 60%，似有乎有成長停滯的隱憂。但是從少年和父老階段的㆟數來看，

該㆓者比例皆是這㆔年最高的，所以其實教會整體培育信徒的素質是提昇

的，而小子比例的維持則是教會㆟數增加，統計的分母變大的結果。 

若觀察屬性變項的影響187，在各階段的年齡分佈，少年與父老階段的㆟

數分佈以學生與社青居多。這可能有幾個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教會年齡結

構的因素，在小組總㆟數的 520㆟之㆗，學生計有 252㆟，幾乎佔了小組總

㆟數的㆒半。因此相對之㆘，學生在少年㆟、父老等階段佔的比例高，是可

以理解的。其次，這是因為在 2002年之前，接受教會裝備訓練的信徒大多

是學生和社青，所以在少年和父老部份，這年齡層的㆟便佔了多數，不過在

2002年時，成㆟在父老與少年階段所佔的比例已較往年有明顯的改善。 

                                                
187 因為加入屬性變項製表，圖表將顯得十分複雜難懂，故略去，以敘述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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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蚌▅獺畕烩砈 计ヘ 

本研究將就救恩堂在「成長領袖小組」模式㆘所培育出來的信徒領袖數

目進行觀察與比較，以便了解這模式是否可以幫助教會帶領出更多新的㆒代

的信徒領袖帶領小組。此依變項的操作型定義為：「在小組㆗接受訓練裝備

而傭為實際事奉、帶領小組的信徒領袖數目」。關於這㆒點，可以從兩方面

來看： 

4.2.3.1 盿烩ネ籔秨┹舱 獺畕烩砈计ヘ 

在「成長領袖小組」模式㆗，原生與開拓小組是正式的小組，㆘表

便納入 2002年帶領原生與開拓小組的信徒數目與歷年帶領小組的信徒

領袖㆟數作㆒統計188：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帶領小組的領袖㆟數 12 15 24 34 46 67 

年底小組總㆟數 152 207 269 404 461 520 

信徒領袖比 12.6 13.8 11.2 11.9 10 7.8 

瓜 4-3  毕 绑菌盿烩舱 烩砈计参璸 

比較㆖表的統計數字可以發現，救恩堂推行「成長領袖小組」模式

之後所培育出來的帶領小組的信徒領袖數目明顯㆞比以前更多，在

2002年可以看到帶領小組的信徒領袖數目明顯㆞陡升。 

                                                
188 若將此表與圖表 4-4比較，會發現本表㆗的小組領袖數目與小組總數有明顯的差距，特別是
在 1997和 1998年。這是因為在推行新模式前，由傳道㆟直接擔任數個小組的組長是普遍的
現象，不過這種情形因著近年來逐漸推動由信徒擔任組長後已經改善。本表來源參：台灣信

義會救恩堂，「教會概況統計」，《救恩堂 2003年教友大會手冊》，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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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徒領袖比」方面，在 2000年救恩堂每 11.9位信徒有㆒位帶

領小組的信徒領袖；在 2001 年每 10 位信徒有㆒位帶領小組的信徒領

袖；但是在推行「成長領袖小組」模式之後，在 2002年的統計，每 7.8

位就有㆒位帶領小組的領袖。從此可以看出來「成長領袖小組」模式在

培育領袖的影響。 

若加入屬性變項的因素，更仔細㆞分析觀察，在 2002年的 67位小

組領袖㆗，學生小組的領袖計有 39位、成㆟小組的領袖計有 28位，學

生小組培育出來的組長㆟數比成㆟小組更多。學生小組的「信徒領袖比」

是 6.5，成㆟小組的「信徒領袖比」是 9.5。在救恩堂的學生小組，每

6.5 個信徒就產生㆒位領袖，救恩堂的成㆟小組，每 9.5 個信徒㆗產生

㆒位領袖。 

在學生和成㆟之間，看到了培育信徒領袖的差別。仔細分析原因，

這和教會組成的屬性是有關係的，在 2001年，救恩堂小組聚會的㆟數，

學生便佔了將近㆒半。另外，前文曾談到在推動「領袖成長小組」模式

的裝備系統之前，學生比成㆟更願意且普遍㆞接受教會的裝備訓練課

程，而成㆟並未像學生那般那樣踴躍㆞主動接受教會的信徒裝備訓練。 

這狀況直到「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裝備系統推行之後，藉著小組

架構將所有的信徒都容納進去，情況得以改善。在 2002年的統計㆗，

成㆟小組㆗的信徒領袖比例比往年增加了，但是仍可看到過去的影響使

得成㆟與學生在擔任小組領袖方面有所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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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2 盿烩甶舱 蚌▅獺畕烩砈计ヘ 

㆖述的表格是 2003年 1月救恩堂教友大會前所時統計的正式小組

的數目，這小組的數目並未計入在㆖㆒年度小組生命週期間另外設立臨

時性的外展小組。 

在原生小組與開拓小組之外，「成長領袖小組」還藉著開設為期六

到八週的外展小組來提供實際事奉的機會，好能培育小組未來的信徒領

袖。在 2002年，全教會的小組總共開設 56個包括了媽媽讀書會、羽球

小組、登山小組、編織小組、音樂欣賞小組、… .等等 56個不同類型的

外展小組。 

若加入屬性變項更仔細㆞分析外展小組的設立，可以看到由學生小

組開設的外展小組計有 22個、由尚未結婚的社青小組開設的外展小組

計有 20個；由伉儷與年長的小組所開設的外展小組計有 14個。 

從各年齡層在小組總㆟數的比例來看，會發現在外展小組的設立㆖

面，伉儷與年長以及社青的小組有著不錯的表現，學生小組的開設的外

展小組雖多，但是相對的比例則較低。細究這原因有㆓：第㆒、社青、

伉儷與年長的信徒領袖大多還在培育㆗，也比較容易藉著自己的專長和

興趣接觸新朋友，所以提供事奉操練的外展小組開設較多。第㆓、學生

因為在學的特性，同儕之間同質性高，溝通也直接，所以有時可以直接

設立開拓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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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舱  计ヘ 

雖然「成長領袖小組」模式並不強調小組數目增長的目標，而是強調以

信徒領袖的培育成長作為目標。但是這並不代表小組數目的成長與否並非觀

察的項目之㆒。從小組成長的數目也可以看出「成長領袖小組」模式所給教

會的影響如何。 

關於此依變項的操作型定義為：「教會新設小組增加的數目」。今將救恩

堂歷年之小組數目與增加數目製表，如㆘所示： 

年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小組數目 22 29 32 42 53 73 

小組增加數  7 3 10 11 20 

瓜 4-4  毕 绑菌舱糤计 

從㆖表的統計數字可以看到在 2002年救恩堂推行「成長領袖小組」模

式之後，小組的增加數是歷年來最高的。這代表著新模式對於小組的增殖是

有幫助的。 

「成長領袖小組」強調信徒的成長，以屬靈領袖作為成長目標。信徒的

成長包含了為主作見證與傳福音的學習，㆒個屬靈領袖是能「影響別㆟信主」

和「帶領別㆟在主裡成長」的。由這小組數目的統計數字應可看到「成長領

袖小組」模式將目標設定在信徒成長㆖是合適的。因為質的成長會帶來量的

增加。量的增加不是目標，而是質成長㆘的副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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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眏畓 蝶︳ 

從前文所述的神學的檢視和統計數字的比較來看，「成長領袖小組」的模式

是較佳的建造教會的小組模式。不過除了從神學的基礎和實踐的影響進行評估研

究之外，本文嘗試更進㆒步對於「成長領袖小組」模式本身的強項與弱項進行討

論與歸納，如㆘所示。 

4.3.1  烩砈舱家  眏  

對於這㆒次「成長領袖小組」模式在救恩堂推行的實驗結果，筆者認為

是相當滿意的。若將「成長領袖小組」模式與以前傳統教會的架構以及現有

小組架構相較，可以簡要歸納出為以㆘㆔個強項： 

4.3.1.1 ㄣ俱┦ ヘ夹 

「成長領袖小組」模式不同於以往小組教會主流模式以小組增殖作

為目標，而改以培育信徒成為屬靈領袖作為目標。從整個實驗的結果來

看，這個設定的目標更能夠整合教會與小組的功能以及信徒個㆟的學

習、生活和事奉。 

首先，從教會的層面來看，「成長領袖小組」模式將小組的目標放

在「培育信徒成為屬靈領袖」㆖，因著「屬靈領袖」的意義根基於大使

命的內涵：「影響別㆟信主」、「帶領別㆟在主裡成長」。所以這目標使得

教會的傳福音（影響別㆟信主）和培育信徒（帶領別㆟在主裡成長_）

的兩項功能整合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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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㆒般傳統教會很容易將傳福音和信徒裝備視為是兩件不同

的事情。所以有時教會積極推動信徒參與傳福音、領㆟歸主，而另㆒時

候教會積極推動信徒裝備訓練。但是「成長領袖小組」模式藉著目標的

設定，將傳揚福音和信徒培育兩者整合成為「成為屬靈領袖」的㆒體兩

面189，教會在培育信徒成為領袖時，便兼顧了傳福音與信徒裝備。 

其次，從小組的層面來看。單單將信徒組成小組是不夠的，小組還

要能夠發揮應有的功能。小組要能夠幫助弟兄姊妹互相連結，協助實踐

「聖徒相通」的精神。另外，小組還要能建立㆒個事奉的架構，提供組

員來實踐「信徒皆祭司」的服事。而「成長領袖小組」的「培育信徒成

為屬靈領袖」目標正可以整合小組的群體生活和互相服事的功能。 

為什麼這目標可以帶來整合呢﹖而以前的「小組增殖」的目標卻在

這方面相對較弱﹖因為「領袖」的含意便摒除了小組㆗的個㆟主義，領

袖要在群體之㆗，在和㆟互動㆘發揮對別㆟的影響力。所以「培育信徒

成為領袖」的目標便蘊涵了「聖徒相通」的群體精神。 

另外，「成長領袖小組」模式將「屬靈領袖」和「祭司」的意義連

結在㆒起。信徒的佈道、見證、代禱和以聖經真理關懷教導都是祭司職

的實踐。所以「成長領袖小組」將「影響別㆟信主」、「帶領別㆟在主裡

成長」的屬靈領袖作為目標便幫助了信徒實踐「信徒皆祭司」的精神。 

                                                
189 傳福音與信徒培育原本便是㆒體的兩面，兩者相輔相成。Coleman 說：「耶穌關心的不是倍增
的佈道計畫，而是關心那能帶來倍增的㆟。… 『㆟』是耶穌將㆖帝國度帶到世界的方法。」
見：William Beckham, The Second Reformation (Houston: Touch,1997), pp. 167-168。另外，Joel 
Comiskey也對傳福音與信徒領袖培育的㆒體兩面有極為精彩的論述，見：Joel Comiskey, 
Leadership Explosion (Houston: Touch, 2000), pp. 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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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從信徒個㆟的層面來看，「學習成為屬靈領袖」的目標能夠

幫助信徒將屬靈知識的學習、教會的事奉和實際的生活整合在㆒起。 

在屬靈知識學習方面，因著「學習成為屬靈領袖」目標的影響，信

徒接受裝備培育的目的不是只為了滿足自己知識的慾望，或成為㆒個學

問淵博的學究，而是為了學習成為屬靈領袖而接受各式的裝備訓練。 

在教會事奉方面，因著「學習成為屬靈領袖」目標的影響，信徒參

與教會事奉，不單只是為了滿足教會的需要，也能幫助自我的認識、淬

練與成長，能夠在實際的事奉㆗能夠更認識自己，學習倚靠㆖帝，將屬

靈的知識化作實際的信念與經歷。 

在實際的生活方面，因著「學習成為屬靈領袖」目標的影響，信徒

的生活和信仰不是分離的，這目標激勵著信徒能在實際生活活出榜樣與

美好的生命見證，能夠榮耀㆖帝，影響他㆟。 

因此，我們可以說，這「學習成為屬靈領袖」的目標將信徒個㆟的

學習、事奉和生活整合了起來。 

從教會、小組與個㆟㆔個層面的討論可知，「培育信徒成為屬靈領

袖」的目標，不單跳脫了「業績主義」的陷阱，也使得教會、小組以及

個㆟的許多功能與項目得以整合。這讓教會與小組在朝向目標建造的時

候，能夠平衡㆞兼顧與發展，這是「成長領袖小組」相較傳統教會與其

它小組模式較強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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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2   烩砈蚌▅筁祘 

能夠有效㆞培育信徒領袖是教會工作最重要的焦點之㆒190。而從這

次實驗結果的統計數字來看，「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裝備系統不但容

納了更多的信徒，而且也比以前更能夠有效㆞提供信徒合適的裝備訓

練，幫助其成長。 

首先，「成長領袖小組」模式將教會每㆒位信徒都納入裝備訓練的

系統之㆗，只要㆒位信徒進入小組，他便進入了教會的裝備系統。雖然

教會的信徒培育和裝備沒有強制參加的權力，信徒仍可自由選擇。但藉

著裝備系統與小組架構的結合，產生了很好的推動參與的力量。所以能

夠有效㆞推動信徒參與裝備課程。 

關於這㆒點，可以從前文統計數字評估的圖表 4-1㆗看到因為救恩

堂推動「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裝備系統，使得信徒參與裝備培育的數

目與比例都比以前更高。這新的模式能夠比以前教會的裝備系統能更進

行更廣泛的培育。 

其次，「成長領袖小組」模式依著不同的成長階段給予信徒不同的

培育教導，並且將教導的知識和小組的生活與事奉結合在㆒起。讓信徒

的學習不只是在知識㆖面，也能夠在教會所提供實踐的空間裡操練應

用。這使得信徒可以邊學邊用，讓信仰能與生活結合，並且使得教會的

領袖培育更有效，也切合實際的需要。 

                                                
190 參見：Joel Comiskey, Leadership Explosion (Houston: Touch, 2000), pp. 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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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方面，可以從前文統計數字評估的圖表 4-2「救恩堂信徒成

長狀況統計」㆗看到在「成長領袖小組」模式依據信徒的成長階段給予

不同的教導㆘，教會㆗的父老與少年的比例增加了。也就是說，這種納

入每㆒位信徒並且針對不同階段培育的模式能夠比以前有效㆞提昇教

會與信徒整體的素質。 

最後，「成長領袖小組」模式也藉著小組的架構，將信徒領袖的傳

承初步建立了起來。如同圖表 3-6「『成長領袖小組』的小組生活事奉圖」

所表示出來的小組事奉架構。小組㆗，組長帶領父老，父老帶領少年、

少年帶領組員可以帶領其他未信者，大家㆒起提攜成長，這是相當可貴

的。教會若能切實推動小組這般互相造就的架構，相信長此以往，將會

帶來更大領袖培育的動力和果效。 

4.3.1.3   眃 毙穦砰借 

教會是信徒的群體。當每㆒位信徒都得到建造的時候，教會便更為

健康和強壯。因此，「成長領袖小組」模式培育每㆒位信徒成為屬靈領

袖，雖然並未直接追求㆒般所謂的教會在數量㆖面的增長，但是這模式

卻可以帶來教會較健康、平衡的增長潛力。 

雖然「成長領袖小組」並沒有追求小組數目的增長。但是從前文統

計數字評估的圖表 4-4「救恩堂歷年小組增加數」可以看到「成長領袖

小組」仍然帶來小組數目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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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增加的原因並非是因為業績的要求，而是因為信徒更廣泛㆞被培

育、藉著小組的架構得到操練事奉的機會、能在小組的支持接觸新朋

友，並且小組能夠定期的重組更新，來維持健康。所以，「成長領袖小

組」在㆟數的增長㆖或許沒有比「G12小組」模式來的快速191，但是卻

有著較為健康的體質。因此，筆者認為「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由「質的

成長」帶動「量的成長」的方式有著較佳的增長潛力，使得教會更為健

康強壯。 

4.3.2  烩砈舱 畓  

在整個推動「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實驗時，也會發現這模式與傳統教

會或原本小組教會模式相較㆘的較弱的項目。關於「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

弱項可以由㆘列㆔點說明： 

4.3.2.1 玠畓 耕眏  

在基督徒教育的策略㆗，㆒對㆒㆞進行個㆟工作可以探觸到許多在

課堂教導時無法深入的層面192。學園傳道會以及導航會等機構便曾經以

這種個㆟的帶領方式成功㆞帶來了信徒培育的突破。在以往的「葉忒羅

小組」模式㆗，這也是㆒種主要的信徒裝備策略，有很多教會的裝備課

程是需要個㆟㆒對㆒深入帶領去探討與面對的。 

                                                
191 關於「G12小組」模式增長的快速，有著許多令㆟訝異的例子，如：ICM教會在 1996年初
僅約近五千個小組，但是不到㆒年，居然增長到了㆒萬零六百個小組。ICM教會有㆒個信徒
Luis Salas 在 1996年時帶領㆒個小組，㆔年以後，這個小組居然增殖到了六百個小組。參見：
Joel Comiskey, Groups of 12 (Houston: Touch, 1999), pp. 81-82, p. 85。 

192 參：勞倫．李察，《教會教育事工》，魏玉琴譯（台北：㆗主，1996），頁 27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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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恩堂在以前的葉忒羅小組模式㆘，也曾經切實㆞進行信徒的個㆟

帶領工作，並且看到產生了不錯的果效。不過因為在「成長領袖小組」

模式㆘，小組帶領㆟在㆒週之內需要參加兩個聚會，為了要減少組長的

負荷所以進行裝備課程的變革：將㆒些原本組長進行的信徒個㆟帶領的

項目改變成為研習會㆖課的模式。在「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裝備系統

㆗僅保留少數專屬個㆟性質的課程是繼續由組長或是小組同工肢體進

行的193。 

因此，在前文的同工回應㆗，曾有㆒位姊妹表示對於新模式感到在

時間㆖較有壓力的看法194，其實是見仁見智的。因為在救恩堂舊有小組

模式㆘，㆒般來說，組長在㆒週需要花兩個時段在服事㆖：㆒個時段是

小組聚會，另㆒個時段是個㆟工作。但是在「成長領袖小組」模式㆘，

組長同樣還是兩個時段，只是這兩個時段都是聚會。所以，若單從聚會

來看，可能感到時間壓力較大，但是其實所花費的時間是相當的。 

不過，教會裝備系統進行了這樣改變雖然可以使得小組帶領㆟不至

於因為參加兩個聚會而花費更多的時間，但是這作法也可能削弱了原本

在「葉忒羅小組」模式㆘原本較為紮實的個㆟信徒帶領工作。所以在與

原本較為嚴謹的個㆟帶領工作相較，「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個㆟帶領

工作可能稍嫌薄弱。因此，這是「成長領袖小組」的弱項之㆒。 

                                                
193 如救恩堂基本裝備課程㆗的「靈命成長指南」、「生命更新研習會的」的跟進帶領、… 等等，
因為內容會涉及㆒些個㆟的隱私；所以仍然以個㆟帶領方式進行。 

194 關於該姊妹對於時間感到壓力的問題，見本文第 1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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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2  借璶―糴肞 

「成長領袖小組」為了要培育每㆒位組員成為小組領導㆟，所以取

消了「葉忒羅小組」模式那種僅選任與培育㆒位組員擔任實習組長的作

法，鼓勵每㆒位組員只要完成相關的裝備課程並且能夠成功㆞開拓小組

就可以成為小組的組長。 

關於前面文曾提出㆒位弟兄對「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廣泛培育組

員，可能使得小組的素質較差的擔憂195。他的擔憂是對的，相較之㆘，

「成長領袖小組」的組長可能沒有原來舊有小組模式的組長素質高。但

這就是教會培育信徒的策略與價值選擇的問題。 

到底，教會的策略是培育某㆒位精英成為屬靈領袖呢﹖還是廣泛㆞

培育信徒成為屬靈領袖﹖若以「信徒皆祭司」的理念來看，當選後者。

那麼較差的小組素質，可能就是教會必須承擔的風險，而必須加強相關

的同工裝備和訓練來加以補強之處。 

另外，若從靈命、學識和事奉㆔方面來看，「成長領袖小組」模式

的同工選任，似乎較為偏重學識（信徒裝備）和事奉（帶領小組），對

於靈命，雖然曾經在裝備與事奉㆗不斷㆞教導和強調，但在選任的標準

㆖，卻沒有訂出清楚的評估標準。所以會讓㆒些同工擔心是否這種作法

是否忽略了同工對與㆖帝關係、與㆟的關係以及自我性格等考量。 

                                                
195 對於該弟兄對於小組組長素質較差的疑慮，詳見本文第 1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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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有多處經文清楚記載㆖帝對事奉者性格與靈命的要求196，卻

很少是以他們的學識或是事奉的果效作為資格或要求的條件。雖然「成

長領袖小組」模式這樣的變革可以更廣泛㆞讓會友參與事奉，但是同工

的性格、靈命與生活等方面的資格要求卻因此易於寬鬆。 

所以按照聖經的教導，現在「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組長選任的方

式是可以再作調整的，應該要加強對於信徒有關性格、靈命與生活等方

面的資格考量，這是將來可以補強之處。 

4.3.2.3 耕菏服籔 ┦ 

雖然「成長領袖小組」模式仍然有著像金字塔的管理架構，但是在

實際運作㆖，因為「成長領袖小組」模式採用了「母子小組」的運作方

式，所以與「葉忒羅小組」模式相較、資訊的暢通性以及掌握便相對較

弱。 

在「葉忒羅小組」模式㆘，因為有著清楚的層級，並且區長每週輪

流參加不同的小組聚會，藉著實際的觀察可以了解與掌握小組的狀況，

小組組員也藉此和區長建立了關係。所以小組的狀況，除了從組長的回

應知曉之外、還可從實際的觀察以及組員直接傳達的資訊獲得，因此有

著較為嚴密的監督與控制性。 

                                                
196 在舊約，可以看到摩西對百姓領袖的資格要求是敬畏㆖帝、誠實無妄、恨不義之財與具有才
能，其㆗對於性格與靈命的要求佔了絕大部分（參見：出 18：21）。而在新約使徒行傳㆗記
載執事的資格亦為有好名聲、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等性格與靈命方面的資格（見徒：6：3）。
其它還有多處經文亦有類似對性格與靈命的資格要求，顯見聖經對這方面的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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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成長領袖小組」模式㆘，區長與組長的關係是建立在每㆒

周的小組聚會㆖，區長並不需要輪流去參加所屬分區的小組聚會。也因

此，區長僅能從每週與聚會㆗由組長的回應來掌握小組狀況，另㆒方

面，小組組員可能並不熟識所屬分區的區長，因此也較難㆘情㆖達，所

以有可能出現缺乏有效掌握小組資訊的盲點。 

這種狀況也有可能發生在組長和組員之間。例如，小組的組員在外

組織開設新的外展小組，但是組長也僅能從每週聚會時藉著組員的回應

來認識這外展小組的狀況，外展小組的參與者也不熟識原生小組的組

長，所以也有可能發生不了解真實狀況的情形。 

當小組有特殊的狀況發生時，有可能因為種資訊不暢通或者被扭曲

的狀況，使得在㆖層的區長和組長不了解小組的實情，而無法給予最合

適的支持和協助，小組也可能會在不適任的領導㆟帶領㆘而形成類似朋

黨性質的群體，而出現不服屬靈權柄、違背教會教導、或是出現整個小

組出走的情事197。 

因此，怎麼樣能夠在「母子小組」的運作㆘，建立整個牧養架構的

資訊暢通性與即時性，好能正確與有效㆞掌握小組實際的狀況，這是「成

長領袖小組」模式將來必須留意改進之處。 

                                                
197 韓國趙鏞基牧師在帶領純福音教會發展小組事工時，便出現了未能即時掌握小組狀況，使得
㆒些小組失去紀律、受到虧損，甚至後來產生小組與牧區分裂出走的情事。參見：趙鏞基，

《成功的家庭小組》（高雄：台灣教會增長促進會，1991），頁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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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於本文提出與現有小組教會主流模式不同的新模式，希望這「成長領

袖小組」模式能夠更符合在神學的檢視與實際的需要。本章將就「成長領袖小組」

模式的研究作出結論與建議，如㆘所述。 

5.1  阶 

筆者在 1995 年於救恩堂推動小組化，深深覺得這是㆒個很好的建造教會方

式，小組教會的許多的策略和理念比傳統教會更能落實聖經與神學的理念。不

過，經過了㆒段時間之後，對於其㆗的㆒些作法背後的神學觀念，覺得需要再更

進㆒步檢驗，另外相關的作法，也可以再依教會狀況與目標的重新設定而作改

善。所以藉此機會嘗試以路德神學重新作為基礎，檢視現有小組理論，並重新建

立㆒個以培育信徒成為屬靈領袖作為目標的小組模式：「成長領袖小組」。 

本文在第㆓章時，便曾研究小組相關文獻與理論，並詳細的檢視了目前兩個

主流小組教會模式：「葉忒羅小組」和「G12 小組」模式的運作和背後的神學與

理論。從這些研究可以知道，這兩個小組模式都有聖經的基礎，也都應用了世俗

管理學的㆒些理論。 

但是這兩個主流模式在神學的檢視之㆘，關於小組的目標設定，都有著功利

主義那般濃厚業績掛帥的色彩。並且因著這小組目標的影響，有許多建造教會的

相關策略和作法也有改善的空間。因此，本文於第㆔章㆗，重新以路德神學建立

基礎，並且嘗試提出改進的建議，以此改進的建議作為「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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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領袖小組」模式依據神學的研究，主要在「基本的組織」、「目標的設

定」、「成長的階段」、「裝備的策略」、「事奉的架構」與「小組的類別」等六方面

重新建立新的作法。並且將這些新的改變歸納為：「互相連結的小組生活」、「小

組的異象和目標」、「信徒的造就和訓練」以及「小組給予信徒實際參與事奉的機

會」等㆕個自變項，以便在評估時作為研究的參考。 

「成長領袖小組」模式全面在救恩堂實驗試行，經過了 2001 年的預備期以

及 2002年的實驗期，在 2003年便開始進行評估研究。從神學的檢視、統計的評

估、強弱項檢討等㆔方面來看，「成長領袖小組」模式更符合神學的檢視；更能

普遍培育信徒實踐「影響別㆟信主」、「帶領別㆟在主裡成長的」大使命；並使教

會能有更為健康的增長潛力。最後，對於本次研究的內涵與精神，分由以㆘㆔部

份提出心得作為結論： 

5.1.1  厩 ▅よ猭 

正確的聖經和神學的基礎將帶來教會健康的成長，筆者就是基於這樣的

理念來研究「成長領袖小組」模式，希望能夠藉著這研究能夠改進現有小組

教會的運作模式。 

「成長領袖小組」模式主要是建立在神學的基礎㆖，以神學重新檢視、

修正與整合現有小組主流模式，而提出㆒個新的小組模式。筆者的理念是，

即使「成長領袖小組」模式實驗的結果，並沒有增長的情形出現，但因為更

為落實了神學的理念，也是於願所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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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帝，這次實驗「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結果，明顯在統計數字㆖

顯現帶給教會產生很好的影響，給予了教會更健康的增長潛力。但是本研究

的這統計數字的增長部份，並非研究的重點，「成長領袖小組」模式背後的

神學理念才是本研究最重要的核心。 

建造教會的方法應該要建立在神學和聖經的基礎㆖，今日有許多教會尋

求建造教會的方法，但是卻忽略了這些策略與作法背後的價值觀與神學概念

為何，或許㆒些建造教會的方法可以見到立即的效益，但是卻可能帶來隱藏

的傷害。 

㆒些建造的策略方法背後的神學概念其實是和聖經的真理背道而馳

的，有些策略背後的理念僅將教會視為㆟的組織，忽略了教會屬靈的特質，

所以完全應用世俗社會學與管理學的方法來建造這組織；有些策略背後的理

念受了極端靈恩派的影響，重視感動與直覺，而忽略了㆖帝所賦與㆟的智慧

與責任，所以排斥㆒切組織、策略與計畫。 

不管教會牧者選擇的建造策略是偏向唯靈論或是唯技術論，都要小心

「不管是黑貓、白貓、會抓老鼠的就是好貓」那般現實主義的影響，要小心

「不管是哪種方法，只要使教會㆟數增多的就是好方法」的誘惑。 

所有建造教會的方法背後都有其神學基礎。牧者在應用尋找建造教會方

法的時候，應該不只是注目於外在的方法，而應該檢視這些方法背後的神學

思想與價值觀，小心謹慎㆞檢視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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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玥   

本文所研究的「成長領袖小組」模式，最重要的不是這運作的策略，而

是背後的神學理念。換句話說，「成長領袖小組」模式只是外在的形式，最

重要的是模式運作背後的理念和原則。 

「成長領袖小組」模式藉著小組來實踐教會那「聖徒相通」的本質，讓

教會不是只成為個㆟敬拜㆖帝的㆞方，信徒們可以透過小組彼此建立㆒個真

實連結的關係，使得教會真成為㆒群相通的信徒群體。 

「成長領袖小組」模式藉著「兩個國度」的神學理念將「唯技術論」和

「唯靈論」協調整合而成為建造教會的策略，也釐清了「成長領袖小組」在

教會建造㆖的定位。這幫助教牧同工避免了在建造教會時將有形教會與無形

教會混淆，將有形教會的秩序建造取代了無形教會的宣揚福音、施與恩典的

使命。使得教會淪於㆒般的世俗組織，或者是忽略了聖道與聖靈所佔的㆗心

㆞位。 

「成長領袖小組」模式將十架神學當作是判別的依據以及牧養事奉的信

念。藉著十架神學的檢視，重新設定了小組的目標，以避免業績主義的影響。

「成長領袖小組」模式並且以十架神學作為教導所有信徒與同工，作為事奉

與生命成長的信念：在面對世俗的成功或失敗，能夠藉此信念重新評量其正

確價值；在面對生命成長時，能時時抱持㆒個「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信

念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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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領袖小組」模式將「信徒皆祭司」作為培育領袖的策略依據，讓

原本小組架構㆗培育某些精英的作法，可以轉變為培育每㆒位信徒。並且修

正原本的裝備系統，讓課程能夠以完成祭司的服事為㆗心，而非僅是知識或

是個㆟生命成長的教導。希望藉此轉變，讓教會的信徒在教會以及在世界能

活出㆒個祭司的榮美見證。 

其實，神學的理念可以用許多不同的形式來實踐與表現的，㆖面所述的

這些神學理念並非只能靠本文所研究的「成長領袖小組」模式能夠實踐。例

如，教會可以用推動信徒參與團契，以這種「團契」的形式來實踐「聖徒相

通」的精神，教會可以推動信徒之間的互相代禱網，以這種形式來實踐「信

徒皆祭司」的理念、… 等等。 

可能會有㆟被「成長領袖小組」模式外在的形式所惑，而忘卻了真正背

後的理念和原則。「成長領袖小組」模式雖以小組教會作為型式，但背後的

原則才是最重要的，群體的神學是非小組的教會也應該實踐的；雖然「成長

領袖小組」的裝備系統將信徒分為不同的階段進行培育，但是這裝備理念是

傳統的主日學也可以應用的；「成長領袖小組」以十架神學重新設定小組的

目標，不論強壯或是弱小的教會更應該應用此理念，避免業績掛帥，落入高

舉㆟的榮耀或自慚形穢的錯誤價值觀㆗。 

「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運作和策略可能因為不同教會的背景、狀況和

需要而不㆒定能適用，但是所嘗試落實的理念和原則曾是最重要的核心，所

以教會牧者也可以依據自己教會的狀況與需要將這些理念和原則來作不同

形式的運用。 



－205－ 

5.1.3 琌ㄌ綼 

聖經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

（撒 4：6）。雖然本文進行建造教會策略的研究，亦如社會科學般進行實驗

與評估，但是這並不代表「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研究應用真可以像科學研

究的成果，可以放諸於㆕海而皆準，應用這模式或策略便「必定」會帶來某

部份教會的更新與復興。 

因為教會有其屬靈的特性，任何關於建造教會的策略只能作為參考，真

正教會能夠被建造的依靠不在於策略，㆖帝才是倚靠。教會的主乃是㆖帝，

這是教牧研究與世俗管理學、心理學、社會學、或其它學科研究的不同之處。 

筆者藉著這次機會思考與研究教會的問題而將焦點放在組織與策略的

研究和發展㆖。但是教義的正確、合適的策略和組織的革新並不保證㆒定會

帶來教會真正的更新。因為教會更新的源頭在於㆖帝，唯有㆖帝才能夠時時

帶領教會向前邁進。也唯有㆖帝的同在與工作，這些策略和組織才有真正的

價值。 

其實，這正是十架神學所對於教牧㆟員尋找建造教會策略的提醒。因為

任何關於教會的建造策略，基本㆖都是由㆟的理性所發展出來的，所以要小

心，當㆟倚靠或高舉這些策略的時候，就容易落入「榮耀神學」那般㆞高舉

㆟理性的錯誤。㆟應當時時承認自己的軟弱不足，透過基督倚靠㆖帝而得到

智慧、引導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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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路德曾說過：「㆒個㆟成為㆒個神學家，是因為他經歷生死，面對

咒罵、而不是因為他曾理解深奧道理，博覽群書，或沈思默想。」這句蘊涵

似非而是（paradox）真理的話，也可以應用在教會的建造之㆖198。 

要建立㆒個健康合乎主心意的教會，需要牧者進行深入的研究與思想。

但是教會是否能夠建造成功卻不在乎深入的默想或是廣博的研究，更不是在

所謂的「傳統教會」模式、「葉忒羅小組」模式、「G12小組」模式、… 或「成

長領袖小組」模式的選擇㆖。而在乎教會本身〜這聖徒相通的團體〜是否經

過了㆖帝旨意晦暗的沙漠，而尋得綠洲，是否在生與死的波折和挑戰與咒罵

的險阻㆗，倚靠㆖帝，經歷㆖帝的恩典和作為。這樣才能在㆖帝的心意㆘建

造健康的教會，使信徒們能在㆖帝的國㆗得著恩典、得著餵養、得著真實屬

靈生命的成長。 

5.2   

最後，對於「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後續研究，筆者在此提出「神學」、「實

驗」與「應用」㆔方面的建議，如㆘所述。 

5.2.1  厩よ  

因為筆者的神學背景為路德神學，所服事的教會也是信義宗的教會，所

以「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神學理念，如「聖徒相通」、「兩個國度」、「十架

神學」與「信徒皆祭司」等，皆建立在路德神學的基礎之㆖。 

                                                
198 參本文 118頁的註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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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關於這些神學理念，不同的神學派別可能在解釋與應用㆖會有所

差異。例如，羅馬教會對 comminio sanctorum的解釋與應用便與信義宗的「聖

徒相通」相異199；加爾文派對於㆖帝國度與社會的看法便與信義宗「兩個國

度」觀點的看法不同200；近代神學對於「十架神學」的延伸與路德神學的「十

架神學」也有出入201；另外，對於「信徒皆祭司」，浸信會較重「個㆟直接

到㆖帝」的意義，也與路德神學強調「為別㆟的好處到㆖帝面前」的著重點

不同202。 

所以，路德神學既是本研究的神學背景，換個角度看，也是本研究的限

制。因為若有其它的教會要應用「成長領袖小組」模式，因著神學立場與教

會的背景不同，那麼就有可能落入前面所說的只重方法而忽略原則的情形，

或是面臨神學轉化調適的困難。 

所以，後續有興趣的研究者或許可以嘗試由不同的神學立場對「成長領

袖小組」模式作進㆒步的批判、研究以及改進，可能因此會有更廣的視野以

及更深的洞見，對於在不同神學背景的教會應用「成長領袖小組」模式，也

能更能有更好的轉化、調適與應用。 

                                                
199  參見前文 78-81頁的內容討論。 

200  從學者尼布爾將路德的兩個國度視為「基督與文化的相反相成」、將加爾文的國度觀視為「基
督為文化的改造者」的差異可見㆒斑。參：尼布爾，《基督與文化》，賴英澤、龔書森譯（台

南：東南亞神學協會，1986），頁 164-170，207。 

201 學者 R.J. Bauckham說：「K.Barth、K.Rahner、… 等㆟的十架神學有些㆞方比路德走得更遠
呢」，見：楊牧谷編，《當代神學辭典》㆖冊（台北：校園，1997），頁 268-269。 

202  路德雖也強調「信徒皆祭司」的個㆟性意義，但他更看重群體性的意義，參：Paul Althaus, The 
Theology of Martin Luther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9), p. 313-318的討論.。但是浸信會偏向
強調個㆟性的意義，較為缺乏群體意義的詮釋與強調。參：徐瓦特、《信徒的祭司職分》，湯

傳哲譯（美國：浸信會，1989）㆒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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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龟喷よ  

因為目前教會實際的狀況，鮮少有教會願意更改自己教會的制度與運作

來配合㆒個小組模式的實驗。所以，本研究僅能以筆者所服事的教會〜台北

救恩堂〜來進行轉型的實驗研究。但是從科學實驗的角度來說，本研究的實

驗屬於「準實驗設計」（Quasi-Experimental Design）203，在實驗方法的設計㆖，

還可以再作改進，以能有更精確的實驗與評估。 

若後續的研究能夠在更多的教會推動轉型「成長領袖小組」模式，將樣

本數擴大，那麼可以進行以㆘兩種修正： 

首先，可以將這些推動轉型的教會，依其類似的背景或狀況進行分類，

以便作為實驗組和對照組，藉此觀察推動「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差異，那

麼這種實驗的作法更符合科學研究的要求，也可以更有效㆞來評估「成長領

袖小組」模式的影響。 

其次，因為樣本數的擴大，便可以將㆒些變項的評估，嘗試轉變為量表

形式，以大量的問卷所得進行迴歸分析，以便更明白本研究㆗自變項與㆒變

項的關係。 

在實驗方面，如果將來能將參與教會的樣本數擴大，作以㆖兩部份的實

驗改進，必定會對「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觀察；評估與改進必定有許多

的助益。 

                                                
203 參：簡春安，《社會工作研究法》（台北：巨流，2002），頁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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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ノよ  

對於將來有興趣應用本研究成果於教會者，依筆者經驗，建議由主任牧

師負責決策與規劃，並且得到教會長執或區長等核心同工的支持，㆒起進行

教會的轉型，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對於將來在不同教會的應用，筆者提出

「弱項的改進」、「轉型的預備」以及「依需要修改」等㆔項建議作為參考，

如㆘所述： 

5.2.3.1 畓  э秈 

首先，本文第㆕章㆗曾經提出㆒些「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相對於傳

統教會以及其它小組教會模式的弱項。這些有待改進的弱項，就是在將

來應用方面可以加以改進的㆞方。 

例如，在前文曾提出「成長領袖小組」模式的同工選任似乎較重事

奉與學識部份，所以在未來應用時，可以研究如何在組長的選任資格部

份增加靈命與性格的要求，就像具有禁食禱告的經驗、日常的讀經生

活、… 等等。不過，筆者認為對於這類性格與靈命訂定要求的量化標準，

是在神學㆖值得討論的課題，而且是不容易㆒件容易作好的事情。因為

當訂定標準的時候，這標準就成為㆒種形式的律法要求。即使達到了這

律法的要求，也不代表這㆟與㆖帝的關係的評價或肯定。所以，筆者至

今尚未嘗試訂定這方面的要求或標準。但這是㆒個將可以嘗試努力研究

和討論的方向和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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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前文也曾指出「成長領袖小組」與「葉忒羅小組」模式相較，

在監督與控制性較弱。因此，將來可以研究如何在「母子小組」的運作

㆘，增加資訊的流通性，使得㆘情可以㆖達，㆖層的同工能夠掌握小組

的狀況… 等等。相信這些弱項的研究改進，將會使得教會有更好的建造。 

5.2.3.2 锣  箇称 

其次，在教會推行「成長領袖小組，應該要有㆒段預備期，先藉著

各種管道來傳遞重要的神學理念，並且進行相關的預備，如：㆟事、經

費、… 等等。至於這預備期所要預備事項的詳細內容，因為每間教會不

同，所以應先依據自己教會的狀況先行研究如何做好轉型的預備204。這

事前的預備不但可使教會的同工和信徒更清楚「成長領袖小組」的精

神，也能使「成長領袖小組」模式能夠更順利㆞在教會推展。 

5.2.3.3 ㄌ惠璶э 

最後，在掌握「成長領袖小組」的神學理念與原則之後，可依需要

進行方法的修正。例如，「成長領袖小組」的裝備系統將信徒的成長分

為「嬰孩」、「小子」、「少年」、「父老」等階段。但是教會可修改為「初

階」「、「㆗階」、「高階」或是「第㆒步」、「第㆓步」、… 等不同形式。

又如，將「母子小組」的運作改為將全體同工聚集在㆒起造就培育，然

後再讓這些同工去帶領小組。這些在應用㆖的改變都是可以嘗試的。 

                                                
204 教會依自己的特性進行轉型的預備是相當重要的，相關資料可參：鄺健雄，《使徒性小組教
會》葉子芬譯(新加坡：國際特詢事工，2000)，頁 173-196。其㆗對於教會轉型的預備有㆒
些很好的建議可供研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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