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成长小组的策略

基督徒会因着不同的目的参加不同类型的小组：同

工会、管理委员会、诗班、青年小组、培训班、分享勉

励组等等。小组当中有的是为了完成某些任务，有些则

是为了友谊，还有一些是为了教导和学习。这些小组通

常都有一个主要的目标，加上一些附属、次要的效果，

例如让组员从中建立更亲密的关系。

这些不同的小组与多样化的目标是有它们的必要

性；然而，有一种小组是独特具有因属耶稣而来的目

标，明确地拥有属于耶稣的特质。本课程的着重就是传

授、探讨这种小组的重要性与运作方式。其实我们大可

称它为「基督徒小组」，为了更好地表达出这类小组的

目标，在本课中我们命名它为「成长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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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歌罗西书中事工的目标

成长小组的工作与目标究竟是什么？它为什么值

得我们投入时间与精力？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慎

重考虑基督徒聚会的目的，以及新约对基督徒群体的指

示。这样，我们就能明白神藉由他的话透露他对基督徒

群体（也就是教会）的心意。【1】

在课程中我们会专注在歌罗西书上，让这封书信告

诉我们成长小组的目标应该有哪些。不仅歌罗西书可以

提供答案，阅读任何一封写给初期教会的书信都会告诉

我们神对教会的心意；更准确地说，应该研读所有的书

信，因为它们整体都是神给我们的话语。可是因时间与

篇幅的限制，我们只能专注在一本书上，让歌罗西书回

答以下的问题：成长小组最根本的目标有哪些？

歌罗西书的主题句极有可能是第2章6至7节：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

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

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经文中提到的『接受』耶稣并非指某种神秘经历导

致基督进入我们的内心，而是歌罗西的信徒『接受』了�

『所领的教训』（第7节）。新约圣经经常如此描述福

【1】 在课程中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教会」和「小组」有不同吗？在运作
和架构上两者确实有不同，但是从神和圣经的角度来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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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的传递，从这人到那人，从这代到那代（参林前15:1-�

11）。当歌罗西人从以巴弗受了「所学的」福音时，他们

便接受了基督（1:6-7）。

在这第二章里，使徒呼吁他们在信靠福音上要坚

固，抗拒律法主义等异端福音，继续在每日的生活中接

受基督为主宰。

我们也将此教导作为成长小组的目标，就是「以基

督为主」。这包括两方面：

�� �接受基督为主，和

�� �顺从基督为主

成长小组的目标是以基督为中心，而不是以小组为

中心。现在让我们具体来了解到底什么是接受基督为主

与顺从基督为主。

接受基督为主

当歌罗西人领受并信从了基督的福音，他们便接受

了基督自己。他们过去在黑暗的权势下为奴（1:13），

但现在他们「在基督里」（2:6,�7,�10,�11）；他们拥

有了神在他儿子里一切的丰盛。我们不能把基督本身跟

基督的福音分开，就如我们不能说成为基督徒是通过听

福音，而过后才与基督建立个人关系。我们认识的基督

就是福音所呈现的基督，唯有藉着他的福音才能得到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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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与神和好。因此保罗形容他的整个事工为「传扬基

督」：『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各人，教

导各人,�是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1:28）

因此，对基督徒成长小组来说，传递正确的知识

和对真理的理解是最关键的。接受基督意味的是领受教

训，是学习、理解智慧与知识。救恩与敬虔的生活均取

决于此，而这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得到。因此，在成长小

组里我们致力于：

�� �真知道神的恩惠（1:6）

�� �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

旨意（1:9）

�� �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真知道神

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

识、都在他里面藏着（2:2-3）

圣经告诉我们许多关于基督的真理。当我们学习这

些真理，把它们记在心中、并信靠它们时，我们就在对

基督的认识上有所长进。基督通过圣经向我们启示他自

己，当我们学习并全然接受他是谁、以及他为我们所做

的，就得以与他建立个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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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是谁（1:13-20, 2:9-10）

�� �神的像

�� �创造者

�� �宇宙的主人

�� �创造的目的

�� �在万有之先

�� �万有靠他而立

�� �教会之始

�� �元始

�� �从死里首先复生

�� �神的一切丰盛

�� �在凡事上居首位

�� �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

他为我们所做的：

在整本歌罗西书中，描述神救赎工作的动词说明了

在基督里是有何等丰盛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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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与众圣徒同得基业（1:12）

�� �得蒙/以：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

� � ���（1:14,�2:13）

�� �救：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1:13）

�� �迁到：爱子的国度里（1:13）

�� �叫/使：你们与自己[基督]和好，都成了圣洁，�

� � 没有瑕疵，无可责备（1:22）

�� �行了割礼：在他（基督）里面，也受了�……�割�

� � �����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

� � �����的割礼（2:11）

�� �复活：与他（基督）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

� �������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2:12）

�� �得了丰盛：在基督里面得了丰盛（2:10）

�� �埋葬：受洗与他一同埋葬（2:12）

�� �叫/使活过来：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2:13）

�� �死：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2:20）

�� �复活：与他（基督）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

� ��������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2:12）

�� �复活：与基督一同复活（3:1）

�� �显现：与他（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3:4）



第一课：成长小组的策略  |  17    

借着认识基督，我们得以被救、脱离黑暗的权势、

进入光明的国度。信心就是每个人发自内心地对基督有

真实的认识，明白他是谁，以及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以至完全地信靠、依赖他。

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

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

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

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至被

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歌罗西书1:22-23）

接受基督绝不是学术研究，也非仅仅是知识上的接

受。这个与耶稣的个人关系是建立在信靠「所学的」上

的一个关系。我们的成长小组必须鼓励组员如此接受基

督，建立这样的关系，并且能够在众多其他代替品的诱

惑下坚定、站立得稳。

顺从基督为主

接受基督为救主意味着在生活里顺服基督为主宰。

这表示我们应当：

持守忠诚——拒绝别的为主宰与其他宗教

在基督的救赎中我们已经得到了一切的丰盛与完

全。无需任何别的知识也没有任何多余的义务，我们只

需单单地信靠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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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

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

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

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

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

的元首。（歌罗西书2:8-10）

这里对于宗教的警戒不断地被重复：我们不可被

花言巧语所迷惑（2:4）；我们不可在饮食上被人论断

（2:16）；我们不可假谦卑和敬拜天使（2:18）；我们

不可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基督（2:19）。

相比之下，经文两次勉励我们持守：继续在所信的

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诱离弃福音

的盼望（1:23），并且继续遵他而行（2:6）。以巴弗的

祷告也正是我们小组的祷告：『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

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4:12）

在生活每一方面都顺服基督

『无论作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

名，借着他感谢父神。』（3:17）这新生命的来源对世

界来说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生命现在是『与基督一

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而这只有在他显

现的时候才会显现出来（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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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罗西书中有许多其他的动词都强调基督徒生命的

全面转变：

�� �行事为人：对得起主（1:10）

�� �蒙喜悦：凡事蒙他（主）喜悦（1:10）

�� �结果子：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1:10）

�� �力上加力：照他荣耀的权能，得以在各样的力�

� � �����上加力（1:11）

�� �坚固：信心（2:7）

�� �忍耐宽容（1:11）

�� �感谢：欢欢喜喜地感谢父（1:12）

�� �奉主耶稣的名，藉着他感谢父神（3:17）

�� �存感谢的心（3:15）

�� �增长：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2:7）

�� �求：求在上面的事（3:1）

�� �思念：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3:2）

�� �治死：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3:5）

�� �弃绝：弃绝这一切的事（3:8）

�� �穿上：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

� ��������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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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穿：爱心（3:14）

�� �存/穿：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 ��������（3:12）

�� �包容：彼此包容（3:13）

�� �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

� ��������人（3:13）

�� �把：把基督的道理存在心里（3:16）

�� �顺服：顺服自己的丈夫（3:18）

�� �爱：爱你们的妻子（3:19）

�� �听从：听从父母（3:20）

�� �不要：不要惹儿女的气（3:21）

�� �听从：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3:22）

�� �待：公公平平地待仆人（4:1）

�� �恒切：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4:2）

�� �用智慧：用智慧与外人交往（4:5）

基督徒的生命总结为三个特质，活出：

�� �信──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1:4,�2:5）

�� �爱──向众圣徒的爱心（1:4）

�� �望──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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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成长目标

在歌罗西书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就是成长。这

告诉我们基督徒小组的目标，也就是成长小组这名字的

由来。

福音的增长

保罗为着福音的蔓延与和累累果实而喜乐（1:6）。

他的使命就是向所有的人传扬基督，包括外邦人（1:24-

29），而他能说：『这福音已经传与普天下的万人听』

（1:23）。他希望歌罗西人为他普世宣教的使命而祷告,�

并叫他们用智慧来赢得外人（4:2-6）。

基督徒小组是会致力于传播福音的。小组是藉由听

信真理的道而成立的，所以自然而然的在福音的事工上

有份。【2】� 如果要正确评估成长小组的话我们必需问：福

音有没有通过我们的小组传达到更多的人？

基督徒的成长

福音的增长意味着生命的转变。我们对神的认识是

日日增加（1:10），而神也藉由与元首的连结使全身体

茁壮成长（2:19）。以巴弗更为着生命迈向成熟而祷告

（4:12）。

【2】 【第9课：成长小组增长福音】会有更多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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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总结基督徒生命成长的目的：

��接受基督为主，意味着发自内心对基督的认

识，信靠他的身份和他所做的一切。

�� �顺从基督为主，意味着持守对耶稣的忠诚，拒

绝别的为主宰和其他宗教,�并在生活的每个层面

都顺服耶稣。

在评估成长小组时我们要问：

�� �小组成员是否接受基督为主？

�� �小组成员有没有顺服基督的主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