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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把它称为在事工里一次“ah-ha”的机遇。我一位朋
友常言道：“我们在碰撞及挫折中学习。” 说实
话，“三人组”的实践与其价值，是我约三十年前“碰
到”的。如今，我仍然视它为我得到的最重要的启
示。人在三人组（或四人组也可以）内有最佳的成
长。

我所主要实行的三人组及四人组，是在刻意的门徒
训练背景下，以真诚、坦白的关系与互动为关键要
素，使我们提炼出神话语中的基要真理，并将真理
运用在生命中。陈思恩牧师也一样，他把三人组应
用在基督徒友谊当中。我的朋友思恩所倡导的基督
徒友谊概念，你可称之为 “相互辅导”。他把三人组
的概念应用在刻意经营的友谊中，所营造的环境利
于创建深厚、充满信任、安全的关系。这样的关系
对我们的生活质量至关重要，它彰显了人照着神的
形象所造的真谛。



xii

当我在阅读这本富有实践性意义的作品时，几个形
容词浮现在脑海里：

1. 简单：人能从对话中成长。其中一个我在自己
的三人组经历中首要注意到的，与十人组相
比，三人组的核心乃是相互交流，而十人组通
常需要受过训练的领导人协调运作，方能应付
复杂的小组动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以一些简
单的指导原则（思恩将在这本书提供指导原
则）参与一段有意义的对话。我发现自己经常
带着“一丝歉意”地对学生说：“我教导你们的，
并非什么高深莫测的理论，相反的，它极度简
单。”《三二一》背后的概念十分简单。而这
那，就是它的奇妙之处。

2. 可行：思恩的 “三二一” 模式，由三个人每月聚
会两个小时，在我们忙忙碌碌的城市生活中是
可行的。我们总是有能力把这段必要时间分别
出来。当然，因家庭与工作上的要求，以及生
活中快速的节奏，委身三人组绝非易事。

3. 必要：除非生命中能有那些与我们分享内心渴
望及深刻遗憾的人，否则我们也就缺少了塑造
我们更像基督的环境，那就是与人深刻共享跟
随基督的旅途，就是与人共享跟随基督的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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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并在其中真诚的分享生命。 

4. 意义深厚： 很多时候，最亲密的友谊也能转化
成一种相聚时仅仅是寒暄、闲聊的关系。这样
的聚会迟早会令人感到烦琐与无谓。思恩在此
书中描述了聚会该有的关键部分，帮助我们有
效地运用两小时的相聚时间。组员可彼此分享
生命中的喜悦与挣扎，帮助彼此辨别上帝对各
人的旨意，帮助对方在家庭、工作、社会中活
出基督信仰，又为彼此代祷。

5. 完整全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阅读了《三
二一》后，我就想：“实践基督徒友谊所需的知
识都在这本书里了！” 思恩所提供的，不仅是
属灵友谊的宗旨与概要，也是有效运用每月两
小时相聚时光的原则与步骤。

思恩说，我是那位将“三人组”的概念与价值观传授

给他的启蒙老师。不过，多年从事这方面教导的

我，常常惊叹又欣慰：“青出于蓝胜于蓝！”。看到

思恩将“三人组”的概念应用于友谊，我不禁发现到

自己这样说：“我自己从来没想过把三人组的概念

应用在朋友之间互相栽培的关系中。” 我的思想被

捆锁在自己的门徒训练框架里。思恩开阔了我的视

角，使我学习刻意去建立属灵友谊关系，扶助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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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心跟随耶稣。如今，这本书已成为我“工具箱”中

的工具之一，而我也迫不及待地将它的内容实践出

来，并将其传授给代代学子。

格雷格·奥顿 (Greg Ogden)

门徒训练专题的讲员、 教师及作者 



导 论

我常常教授“属灵友谊”的相关课题，也常提醒会众
我们需要朋友，尤其身为基督追随者的我们，更需
要与志同道合的属灵朋友一同跟随耶稣。这份信
息，在这 21 世纪越发孤寂的人心中，产生巨大共
鸣。

无可避免的，听我教导相关课题的会众多半都认同
我们需要属灵友谊，但是他们却无暇建立这种友
谊。在今日繁忙的世代中，我们如何实践属灵友谊
的纪律？我想创制一种可行的属灵友谊纪律模式。

你是否因忙碌的生活而无法与朋友相聚？诚然如 
此，不过相信大家都需要饮食。耶稣本身就花了许
多时间，通过用餐与他人建立关系。为何不与朋友
一同用餐相聚呢？耶稣虽有 12 个门徒，但耶稣花
更多的时间与其中三人相处：彼得、雅各、约 
翰。随着我本身更多的阅读，我开始发现越来越多
的作者提议在社群中以三人一组为基本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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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三人共进一餐聚会，这是体验属灵友谊的可行
方法。“三二一”是总结这概念的简单口号——三个
朋友，两个小时，一月一次，共进一餐。“三二一”
也是一个简单标语，帮助人记得这个概念。

这本简短小书含有的全部内容能够帮助你在属灵友
谊的模式中理解和实行 三二一。它将解释为何需
要三人组，及如何实行三人组。属灵友谊不是一项
节目程序，而是一段关系。故此，此书的内容不是
硬性规定，而是为了鼓励和提供一般指导原则。

我由衷盼望，众人都能与朋友共走人生路。相信这
本简短小书会对你有帮助。



第一章
人 需 要 属 灵 友 谊

友谊是人生的基本需要之一。汤姆·拉斯（Tom 

Rath) 的《人生一定要有的八个朋友》(Vital 

Friends)1 里写到，朋友在从个人健康、圆满婚姻、
个人发展、工作效率以及工作满意度方面都扮演着
极重要角色。拉特如此总结：

……友情乃人类最大基本需求。事实上，人
类对关系的需求是本能性的，我们的生活环
境天天凸显这一点。少了朋友，别说要生活
丰富多彩，就连度过每一天都是艰难的。2

圣经与友谊
圣经向来明确指出：人都需要朋友。圣经中的智慧
书尤为强调这项教导。3 箴言 17:17 说：“朋友乃时
常亲爱，兄弟为患难而生。” 好友与兄弟都将会与
我们共度生活的甜酸苦辣,我们却无法选择出生的家
庭。然而我们能选择自己的朋友，又选择委身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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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传道书，可说是圣经里最现实的书卷，它祈
求我们与朋友同行人生路: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
若是跌倒，
  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
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
  这人就有祸了。
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
  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
有人攻胜孤身一人，
  若有二人便能敌挡他。
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
(传道书 4:9–12）

耶稣也亲自确认了友情的重要性——祂称自己与门
徒为朋友关系（約翰福音 15:12–17）。耶稣还如
此定义友情的真实性质：“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
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約翰福音 15:13），祂又吩咐
门徒如此相爱及真诚相待。

“一伙儿同行跟随主”
基督徒的生命确实能以“一伙儿同行跟随主”来形
容。耶稣呼召我们跟随祂（路加福音 9: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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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熬心费力建立了一个团体（路加福音 
6:12–16），使门徒在团体中跟随祂。主内的朋友
将在跟随耶稣基督的共同道路上彼此鼓励。

在罗马书 8:29 中，保罗告诉我们，神的子民已被
拣选，预定成为“他儿子的模样”；也要更像基督。
经文如帖撒罗尼迦前书 5:11 也说到，我们要彼此
建立。在更像耶稣的过程中，主内朋友将彼此帮
助。保罗·J·沃德尔（Paul J. Wadell）如此形容  
“属灵友谊”：

一种门徒生活的操练。委身在基督里成长的
人，通过属灵友谊，能帮助彼此效法基督，
激励对方在一切与福音相称的美善的德行中
结出果子。属灵朋友一同共享生命，彼此学
习门徒训练的意义以及如何获取及培养基督
的态度与美德——彼此的帮助将使我们成为
更好的神的朋友。4

换句话说，属灵友谊扎根于基督，以帮助追随耶稣
的信徒在基督里成长为目的。不过我们眼前有个难
题：我们如何在今日大家都忙碌的繁忙生活中抽出
时间建立和延续属灵友谊呢？接下来，我们将探讨
一个帮助我们许多人经历属灵友谊的简单方案。



第二章
帮 助 我 们 相 连 的 组 合

真诚的友谊需要长时间发展及培育。今日各式各类
的互联网工具，例如电邮和面簿（Facebook），能
够“增长”朋友之间面对面的沟通，但是这绝对不
可，也不能，取代面对面的交流。使徒约翰明白信
件的强大沟通能力，不过他也非常清楚信件是有限
的。有些层面的沟通仍然需要当面说。

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
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
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约翰二书 1:12）

友情需要时间培养

神造我们为有肉有血的生物。所以，最佳的沟通方
式是当面的交通。不过，当面的交通需要时间。理
查德·兰姆（Richard Lamb）如此精辟地概述：

时间是交情的货币……小组也好，友情也好, 
都无法在短期内产生不可磨灭的果效。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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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的友情是需要长年累月地经营与累积
的。建立深厚的友情……可能包括到彼此的
舍下做客，敞开心扉邀请他人进入我们的生
命， 并且双方也要愿意付出宝贵的时间来建
立这份友谊……5

“时间”正是我们所面对的矛盾。要维持健康的属灵
生活，我们就需要属灵朋友与我们同心跟随主。但
属灵友谊与其他的友谊一样，得花上时间培养。那
我们要如何抽出时间来建立这重要的属灵友谊呢？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我们只能有少数亲密的属灵朋
友，故此我们的时间将集中在他们身上。

在《寻找归属》(The Search to Belong) 中，约瑟
夫·R·迈尔斯 (Joseph R. Myers) 列出人类参与的
四种社交群体：大众、社交、个人、亲密。6 吉
米·隆恩 (Jimmy Long) 引用了迈尔斯的教导，于
每个群体的性质进行讲解：

一场盛大的体育赛事是社会中大众空间的例
子之一。大批支持者涌入现场，目标心志一
律统一：为比赛队伍加油打气……在教会，
大众空间就是每周日大型的崇拜聚会。尽管
信徒之间可能各不相同，但聚集在一起敬拜
时，则共享一份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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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的社交空间是我们最常忽略的……这其
实是个非常关键的非正式社交范围，使教会
成员感受到自己是教会大群体中的一分
子……在美国南部，教会每周日傍晚举办的
百味餐 (potluck) 是教会中重要的社交空间。

一个小组是理想的个人空间。多数正在考虑
参与某个群体的人，会最终寻找某种正式的
或非正式的小组群体。

人最亲密的空间是为最好的朋友或伴侣所预
留的。在亲密的关系与空间中，你能敞开心
胸分享所有，对方仍然会爱你。在其他三种
群体空间里（大众、社交、个人），或许得
适当地注意我们的分享内容，但在亲密的关
系里，我们可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一切。7

属灵朋友为亲密之友 
有趣的是，耶稣在祂与社区人士的交流中也存在这
四种关系的区别。

首先，祂服事大众群体（马可福音 2:13）。这大批
人不认识耶稣，但他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全心一致
想聆听耶稣的教导以及领受祂的祝福。从这大众群
体中，耶稣与更小的 72 人（或 70 人）建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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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10:1）。可想而知，72 人会比其他大
众群体拥有更大的共同点。毕竟他们是被耶稣认
定，差派作神事工的人。第三组人，就是耶稣的 
12 门徒（路加 6:12–16）。耶稣将自己大部份时
间给了 12 门徒。确实，耶稣门徒训练的焦点正是
与12门徒同行的那 3 年旅程。最后还有第四组人，
这三人与耶稣有亲密关系：彼得、雅各、约翰（参
马可福音 9:2）。耶稣与这最后一组人共享祂生命
中最重要的时刻。

耶稣在这几种不同的社交圈子中生活与侍奉。祂没
有，也不可能在四个群组中的所有人身上付出相同
的时间。我们当然也不例外。因此属灵友谊是在个
人空间与亲密关系中萌生的，这在亲密关系中尤为
突出。我们无法以相同的亲密度对待所有的朋友，
但终究会有那么“两三个朋友，神呼召我们在他们
的生命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彼此深切相爱”。8 因
此，为了维持与这两三个朋友的有意义地亲密相
交，我们必须有个简单可行的操练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