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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漢星

早在數年前，我已經想寫一本有關小組動力的書，但總覺得

需要多一些實踐經驗。經過一段時間的閱讀、觀察、實踐和教學，

終於整理了這本書出版。本書得蒙沙田浸信會朱世平牧師鼓勵出

版，以及播道神學院教務長准許在夜間證書課程教授「滿有生活動

力的小組」課程，謹此致謝。

本書定名「10大團契小組增長祕訣~非一般的小組動力」

是配合沙田浸信會基稻田出版社的「基督教10大系列」的出版構

思。本書得以成為「基督教10大系列」之一，實感榮幸。

九十年代開始，許多教會都推行小組，使教會人數有所增

長，但漸漸地發覺「有量而無質」，甚至「無量亦無質」。組員縱

然經常出席聚會，享受美好的溝通，但卻未見靈命和事奉有所增

長。經我多年的觀察，發現原因是組員沒有相交式的溝通，安於平

穩卻不愛接受挑戰，有信仰卻欠缺使命和見證，雖有恩賜但未能盡

所發揮，有團隊而沒有隊工。要扭轉這情況，其中一個出路便是發

揮小組動力，讓低沉、不活躍的組員也被其他健康、有生命活力的

組員所激發，使每一組員均充滿活力和動力，這也是神賜下小組給

我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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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命便有動力，因為有生命的動物，才會有活躍的行動和

活潑的見證；有生命便會有繁殖力，所以神吩咐亞當和夏娃要生養

眾多，遍佈地面；有繁殖便是有增長，不單是量，還有是質。

《使徒行傳》二章描寫了一個滿有生命動力的小組典範，因

此他們能「天天同心合意」地一起過相交的生活，並因著他們的見

證，神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今天許多教會努力鑽研教

會增長之道，不妨也看看使教會滿有生命動力的方法，相信這也是

合神心意的。

最後，基於有關小組動力的書籍，多如繁星，加上個人學識

和能力的不足，這本書未能完全反映到小組動力的奧祕，但華人教

會人才濟濟，定會有更對華人教會有所裨益的理論和實踐個案可以

公諸於世。

但願這本小書也能發揮些少激發作用，願神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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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非一般的動力」？

本書定名為「10大團契小組增長祕訣~非一般的小組動

力」，原因是本書提及的各項「動力來源」，讀者都似曾相識。雖

然如此，我們卻未必有好好認識及發揮這些力量之源，或我們大概

發揮了一部分，或其中的一種而已。

此書只描述了在小組裡常遇到的八種動力來源，未必等於

世上只有八種動力來源，例如：「馬斯勞需要理論」（參本書頁

17）裡所提及的各項需要，也可以成為動力來源。這八種動力來

源，需要共同發揮，不能厚此薄彼，以收彼此互動和激勵作用，不

應只集中某一力量。

另一方面，有些人假設自己已經使用過這些動力來源，發覺

一點動力作用也沒有，最後便半途而廢地放棄了。但其實這些動力

來源蘊藏著無窮力量，但因為我們沒有恆心地操練，以致我們輕易

放過。

在這本書我只能向讀者提出這些動力來源的重要之處、以及

使用這些力量來源的盲點和發揮動力時的祕訣。每一種動力來源

如：祈禱和讀經，都可以寫上數十或數百本書。假如讀者想進一步

了解某些力量，請到書局購買有關參考書籍作進一步研究。

我深信讀者們憑其無限的學習力量和天父所賦予的智慧，定

能繼續將此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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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種小組動力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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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此書

每章均設下列五點，以幫助讀者溫習重點：

	 ．激發提醒：	 提醒一些信仰盲點，讓讀者留意和反省，激

發作進一步探討。

	 ．動力祕訣：	 提出一些可行的建議和使用例證。

	 ．改變行動： 鼓勵讀者作出的行動方案，發揮小組動力。

	 ．個案研討：	 從個案中讓讀者明白如何應用各樣動力。

	 ．個案提示：	 引導讀者明白如何應用相關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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祕訣一

非一般的小組

小組定義

本書所指的小組，包括團契和小組教會的小組。當我們談及小組

動力時，小組屬於哪種模式並不重要，因為它關乎的是一群人的事，

不論它隸屬於何種組織。簡單而言，小組是指兩個以上的人經常一起

聚集，彼此有共同的活動，產生互動，並完成大家同意努力的目標。

為甚麼要參加小組？

在談小組動力之前，讓我們看看為甚麼要參加小組。我相信有許

多權威的小組書籍都會很詳盡地解釋，讓我們簡單撮要成為下列

各項：

	

	 補足單軌灌輸的不足：	 教會崇拜和許多聚會都是單軌的，不

能滿足信徒之間對溝通的需要。

	 滿足歸屬感的需要	 ：	 每個人都需要歸屬感，而小組生活可

以滿足組員對歸屬感的需要。

	 栽培信徒靈命	 ：	 	小組活動可補足崇拜信息、主日學等

的教導，並有機會互相鼓勵身體力

行，既聽道又行道。

	 增強彼此交通	 ：	 	在小組裡彼此的關係較密切，所以

交通應更深入，並能互相勉勵，彼

此相顧。

	 訓練信徒事奉	 ：	 	在小組裡可發掘彼此恩賜，並讓組員

有發揮及操練事奉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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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雖如此，有些小組在聚集了一段時間後，會發現有下列問題：

組員只喜歡談天說地或飯聚－	

．不喜歡作較深入的彼此分享	 ．不喜歡查考神的話語

．不喜歡敬拜讚美	 ．不喜歡彼此代禱

．不喜歡參與教會事奉	 ．不喜歡經歷成長

．不喜歡見證福音

有人稱這些小組為「死的小組」1：

死在「沒有了解」的小組：組員無法共處和彼此守望。

死在「不能解決衝突」的小組：與人與神均沒有相交。

死在「沒有異象」的小組：小組攀上高峰後失去動力，因為

組長沒有設立目標，組員之間沒有彼此造就和異象，組員感到沉悶

而紛紛離去。

死在「內聚」的小組：小組雖有彼此交通，卻沒有外展傳福

音，以致不能達至高峰和倍增。小組容易僵化，失去異象，變成慣

性聚會。

簡單而言，這些「死的小組」缺乏生命力和動力。

假如小組只有數量的增長，而沒有動力和生命力是不足夠

的。一個有動力的小組，是有生命、有活力的小組，這有別於那些

靜態、沒有活力的小組。這不是循例式、慣性聚會的小組，而是富

有創意和機動性的小組。

小組動力簡介

「小組動力」這名詞是在1930年後開始出現，由美國一位社會

心理學家黎溫博士	(Dr.	Kurt	Lewin)	所提倡。盧約瑟	(Joseph	Luft)	在

他所著的書中指出「小組動力是個體在小組中相互反應的學習」。

註1	:《沙田浸信會「細胞小組研討會－轉型困局的出路」》講義，1998年，頁60~63。



1� 祕訣一  非一般的小組

構思小組動力的念頭，來自我問妻子為甚麼要把孩子送進幼

稚園，難道我們不懂得教他那些知識嗎？

後來，我發覺兒子竟然懂得自己親手綁鞋帶。從前兒子每天

都趕著上學，我們總是匆匆替他綁鞋帶便算，結果他總是學不懂如

何自己去做。但在學校裡，基於群眾壓力和「不可以給人看小」的

想法，他很努力地在學校學會了自己綁鞋帶。從這個例子，我們可

以明白小組動力的重要性。

另一個例子是教會要我們去派單張。我發覺當組員單獨行

事，便會很害怕，不敢去做。但當一群人一起去的時候，情況便大

大不同，我們馬上充滿力量似的，大夥兒興高采烈地去派單張。這

便是小組動力的另一例子。

因此，若我們能好好發揮小組的力量，組員便能成長和得到滿

足感，從而培養歸屬感和更緊密的相交，這便是小組動力的成果。

從《聖經》和教會歷史看小組動力的果效

相信世上第一個小組，便是三位一體的小組，聖父、聖子、

聖靈彼此和諧共處，分擔工作，完成了創造的大功，並說：「神看

著是好的」(創世記一25)，這便是小組動力的果效。

跟著神吩咐挪亞一家去建造方舟，我們相信這小組一定十分

團結、齊心，他們不怕被人嘲笑，齊心協力完成神的使命。「於

是挪亞和他的妻子、兒子、兒婦都出來了。一切走獸、昆蟲、飛

鳥，和地上所有的動物，各從其類，也都出了方舟。」（創世記八

18~19）這也是小組動力的果效。

在使徒時代，信徒一起聚會，「天天同心合意恆切的在殿裡，且

在家中擘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使徒

行傳二46)。結果，神將得救人數天天加給他們(使徒行傳二47)。基於

他們的隊工精神，作美好的見證，發揮了小組動力的果效。

在中古時代，聖法蘭西斯(St.	Francis	of	Assisi)以小組形式訓練

組員，一起禱告和讀經，在當時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力。德國的「莫

拉維運動」(Moravian)也以小組形式活動，最明顯的是「衛斯理運



十大團契小組增長祕訣 1�

動」，以小組將生命改變，訓練門徒，定期聚集研討《聖經》、禱

告，並進行各種社會關懷事工如：探訪監獄及濟貧等。他們有一定

的活動，發揮隊工團結精神，彼此鼓勵，產生了美好的果效。

小組動力的相關理論

小組動力有許多相關理論，其中之一是「系統理論」，主要

說明「小組就是一系統」。Homans在其著作《人類群體》中提出

了「活動、情感和互動」是小組行為構成的三個要素。「活動」指

團體中個體的一般行為；「情感」指個體在團體中的一些情緒、感

受、回饋或反應；「互動」指團體中成員間彼此交往的接觸行為。

在小組裡，應該有這幾個元素存在。小組是一個群體，群體

藉相互的活動，增加彼此之間的了解和感情；亦因為彼此之間的感

情促進，所以他們一起有所活動。這些活動不僅是他們聚集一起的

目的，也是他們可以建立自己和別人的活動。同時，亦因為這些活

動帶來的成就滿足，使他們對小組有歸屬感，把小組看作他們生活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便是小組動力帶來的奇妙力量。

激發提醒

在今日你所屬的小組裡，「活動、情感和互動」是否存在和

活躍地運作？

你的小組是否有產生果效，發揮小組動力，榮神益人呢？

動力祕訣

要發揮小組動力，需要以下八種動力來源發揮互動作用，但

要發揮得淋漓盡致，需經不斷努力和探索。原因之一是各組員的背

境不同，有時候需按情況而有所調整，有時候需要從失敗中學習。

世上沒有真正的失敗，唯有不願從失敗中取得教訓，方為失敗。

這八種動力來源包括：	使命、相交、凝聚、合一、

 扶助、建立、讀經、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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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八種動力來源不是甚麼新的發現，乃是你我所常聽到的名

詞，只不過是未曾在小組裡將它們化為動力。另一方面是沒有將

這八種動力相互交替使用，而只集中在其中一二，所以不覺其力

量之大。

例如：許多人都知道「祈禱」的重要性，但卻忽略「代禱」

在小組裡的重要性；但要組員對「代禱」有負擔，「相交」卻是十

分重要。再者，要組員有「代禱」的負擔，其日常的靈修生活也影

響甚大。所以，要鼓勵組員彼此代禱，其中一個方法是鼓勵他們有

活潑的靈修，要組員保持慣常的靈修，不是單靠組長的力量，而是

靠整體組員彼此的鼓勵。

由此可見，這八種動力來源是交換使用，然而有些人會比較

接受某種動力，而忽略了其他。這基於他們對各種動力的認識和認

同有所不同，但應盡量克服這些障礙。

這八種動力來源被稱為「非一般」，原因是許多人都知道並熟

悉這些名詞，但忽略了他們可以成為小組增長的非一般力量。

舉例來說，小組裡常有查經項目，但假若我們只著重字面釋

經，只理會甚麼觀察、理解，而沒有花時間去應用，挑戰組員承擔

使命，放下自我，作出個人反省和回應，願意經歷神更多，這樣的

查經就沒有產生非一般的動力。相反地，善加利用神的話語，便能

產生使命的動力。

滿足需要

為甚麼這八種動力來源能產生動力？其中一個原因是「滿

足感」。

人類與生俱來有不同的需要，例如：身體的需要。我們會採

取不同的行動，去滿足這些需要，例如：人們耕作、打獵等，以尋

找食物滿足身體的需要。因此，滿足感便成了行動的動力，或可以

說為了身體飽足的動機，我們會耕作和打獵。

動機是引發人從事某種行為的力量和念頭，而動力便是實踐

這念頭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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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大師亞伯拉罕．馬斯勞	 (Abraham	Maslow)	研究人類心

態，曾提出舉世矚目的「人類需要層級」理論，這些需要層是漸

進的層級：基層需要首先要得滿足，然後才滿足更高層的需要。

滿足需要的慾望能驅使人有所行為。按馬斯勞的見解，當一層

的需要階層經已滿足，便會有動力去追求滿足更高層次的需要階

層，直到最高層的需要。滿足人類這些需要，不一定要嚴格依照

其層次逐級提升。每一個人會按照本身的喜好和積極追求向上的

強弱程度而定。一些人寧願維持個人的尊嚴，也不會不顧一切地

為填飽肚子而作奸犯科；一些人為求溫飽，會做出違背良心的事

情；一些人為了增強個人知識，會暫時自我犧牲，爭取進修時間

以達成所定目標	。	

這些需要層依次為：

1.	生理需要(physiological	needs)：
				例如日用飲食。

2.	安全感(safety/security)：
				例如有生活保障、棲身之所。

3.	愛與歸屬	(love	and	belongings)或社交需要(social	needs)：
				例如朋友支援、愛與被愛。

4.	自尊(self-esteem)：
				被人欣賞、接納、尊重、名聲。

5.	自我成就(self-actualization)：
				發揮潛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作為神的兒女，我們還有一種更超

然的需要：屬靈的需要，與神同在的

滿足可以勝過許多其他的滿足。所

以主耶穌可以對魔鬼說：「人活

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

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馬太福音四4)。

馬斯勞的需要層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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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的是，基於組員來自不同的背景，他們可能各自落在

不同的滿足階層裡。但無論如何，每一組員都希望在其滿足階層

上不斷被提升。這滿足的動機成為他們的生命動力。人需要不斷

地滿足，亦因此有動力去裝備和實踐。屬世的人，可能因為要滿

足權力和金錢的慾望，而願望不顧一切地付代價去滿足自己的要

求。屬神的兒女，會滿足屬世的需要，也會滿足屬靈的需要。較

屬靈的基督徒，便會以滿足屬靈的需要為首要的事。

基督徒其實在屬世與屬靈之間，不斷左搖右擺。組員有時候

會落在某一階層，但有時會因環境或試探，而落入另一階層。因

此組長需要明瞭每一組員的「價值觀」和「需要」。不然的話，

他們沒有動力去按你所推動的目標前進。

這是十分吊詭的，但可以慢慢推動他們學習，嘗試讓他們在

靈裡成長，叫他們追求屬靈的滿足，而不是其他需要的滿足。

需要階層與動力來源

這六層需要階層，可以用八大動力來源去滿足：

		 屬靈的滿足	 ：		可以藉讀經、祈禱、使命和相交去滿足。

		 自我成就的滿足	：	可以藉建立組員去滿足，讓組員發揮恩賜。

		 自尊的滿足	 ：		可以藉合一認同與扶助組員去滿足，讓

組員感到被接納和肯定。

		 社交需要的滿足	：	可以藉團結凝聚和相交去滿足，讓組員感

到愛與歸屬感。

		 安全感的滿足	 ：	可以藉扶助和團結去滿足，使組員感到當他

們面對困難和危機時，會有人拔刀相助。

		 生理需要的滿足	：	也可以藉扶助和團結去滿足，若組員生活

有缺乏的時候，組員基於愛心的緣故，

願意對有缺乏的組員有所施予。同時，

集腋成裘，縱然一己力量幫不上忙，眾

人集合力量便可以有一定的實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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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所屬的小組裡，所有組員都有上述的需要。但許多時

候，我們不以為意或以為已經滿足了他們的需要。當組員一個一個

的離開小組，我們或會摸不著頭腦，不明白背後的原因為何。

需要滿足過程

組員參加小組有其個別原因，無論是基於社交原因、自我成

就，抑或屬靈原因，他們都希望在小組裡能滿足到這些需要。為了

滿足這些需要，他們會用各樣方法和行動，直到需要被滿足。這便

是需要滿足的過程。

但組員參與小組的原因，未必是正確的，例如有些組員只希

望在小組裡結識異性。所以，組長應對組員那些不正確的目標有所

提防。相反地，假若組長能了解這過程，便很容易引導組員向著正

確的目標前進。

改變行動

組長應了解各組員現時的需要。

組長及組員應檢視小組能滿足到組員哪些需要。

組長應思考採取甚麼行動以滿足組員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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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討

某教會青年部剛成功舉辦夏令退修營，各團契屬下的小組組

員均認為在退修營內很有得著，各人認為應該更委身歸向神，將

神放在首位。教會傳道人及團契各導師對此甚感欣慰，並讚美神。

一星期後，退修會籌委會認為應有所跟進，邀請各小組齊參

加周五的教會祈禱會，一同感謝讚美神。但各小組組員均以工作為

理由，推辭參加祈禱會。

再過了數星期，某小組向組員發出電郵，說有某大日本餐廳的自

助餐半價優待券，只限該周五使用，故邀請組員一同前往吃自助餐。

討論問題：

你認為組員有空參加此自助餐嗎？

你認為組員對這「不屬靈的聚會」感到興趣嗎？

你認為該小組應該向組員發出這邀請嗎？

個案提示

小組的組員，來自不同的背景是眾所周知的，但我們卻很容易忽

略到，除了屬靈的滿足外，他們還有基本的需要，包括：生理的需要。

籌委們以為參加者經過退修會後便立刻成為「屬靈人」，對

其他需要沒有興趣。這假設是錯誤的，除非參加者是穩固地落在某

需要階層，而對其他需要階層不感到有渴求。

人類的基本階層需要是生理所需，因此，主耶穌用了許多話

語，提醒我們不要為這憂慮，叫我們追求屬靈的滿足(祂的國和祂

的義)，可惜祂的兒女常常心懷二意。主耶穌從來沒有反對我們要

吃喝，主耶穌也經常和門徒參加筵席，祂只不過要求我們，不能因

為食物而對信仰有所衝突而已。

因此，縱使組員對自助餐有所反應，也不是甚麼不屬靈的表

現。小組有機會藉飲食活動，聯絡感情、增加溝通，也是無可厚非

的。但組長應提醒組員，主耶穌對此的教訓。組長們也應醒覺，不

要以為組員只追求屬靈的需要，而忽略其生理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