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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從前
—記錄恩典團契

在歲月的軌跡上，回首細看那一步步的腳踪時，

突然意識到那是上帝背負著我們每個人身軀所烙下的印痕，

與弟兄姊妹一路同行，我們只有感恩。與弟兄姊妹一路同行，我們只有感恩。

／趙麟書

恩典團契的開始

恩典團契成立迄今已有二

十三個年頭，在過往的

歲月當中有許多記錄值得保存

下來。據恩典團契第一任主席

陳民本長老轉述，1992年沈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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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鑑於當時的伉儷團契人數過

多，年齡層參差不齊，於是將

年齡在四十歲以上的弟兄姊妹

劃分出來，另組恩典團契，由

陳長老擔任團契主席，資深長

老徐鳳鳴從旁協助輔導。1993

年開始正式運作，初時每月一

次，在週六晚上七點半至九點

在李賢凱長老家中聚會。次年

聚會場所從李長老家中移至教

會四樓副堂。民本長老極負使

命感，所有活動一人扛下，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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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時間由每月一次增為兩次，

其中一次的聚會由康來昌牧

師帶領契友查考以賽亞書。

除此，每年聖誕節前夕，陳長

老都會安排契友們半日至萬華

「愛愛老人院」陪伴老人聊

天、唱詩歌、或做其他活動，

將基督的「愛」與他們分享。

1996年底民本長老接受沈牧師

請託轉而擔任迦勒團契主席。

恩典主席則由李學志執事接

任，學志是團契中的老大哥，

隨和幽默，對團契弟兄姊妹關

懷備至，照顧有加，深得大家

敬重。團契活動大多是洽請專

人分享不同主題。特別是在他

接任後沒多久與執中弟兄二人

規劃邀約弟兄姊妹週六上午到

台北近郊爬山，藉以鍛練體

力，凝聚契友們的向心力。學

志擔任主席約有七年，任勞任

怨，但他個人覺得主席一位不

宜無限期地擔任，團契應有新

的血脈進入帶動，於是主席一

職進行改選，2004年元月執中

接任，開啟新的一頁。

恩典團契的經營

執中過去曾在觀光局和企

業界，擔任過高級主管，知道

如何帶領團契未來的走向，在

其任 貢獻有五：

1.設置恩典網站，將團契

訊息刊登網站上告知契友。

2.配合教會指示，全體契

友參與第三堂在華神聚會的服

事。

3.成立恩典詩班，每年在

大堂獻唱兩次。

4.探訪機制的設立，固定

於每週五晚拜訪新契友及身體

軟弱的弟兄姊妹。

5.執中認識到團契應該花

更多時間聚焦在神的話語上，

遂將原先在契友彭元璋弟兄家

中的查經班正式納入團契活動

項目中，目前由陶德銘弟兄帶

領。

執中擔任主席兩年，受到

上帝的呼召被教會差派至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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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清邁的「錫安之家」服事，

繼而恩典主席一缺由我（趙麟

書）於2006年初正式接任。接

任主席後個人訂定出兩項首要

任務

安排設立各個活動事工小

組，遴選組長，協助推動事

工。

規劃與邀約年度聚會講

員。

在各組長戮力協助下，往

後三年事工推展極為順利。

團契活動仍舊沿用過去方式，

將每月聚會次數由三次增至四

次。

由於前幾屆主席任期長短

不一，造成一些困擾，最後經

由全體契友一致同意訂立團契

章程，主席任期為三年不得連

任。

2009年元月主席改選由林

剛石弟兄接任，展開另番氣

象。

初接任主席後，首件事就

是訂立年度主題。

第二是設立會前禱告會。

第三是設立小組，由小組

長負責照顧成員並宣達團契活

動。

第四是配合教會宣教事

工，赴台東探訪當地托老日照

中心，將福音介紹給老人，希

望他們與我們一樣同得福音的

好處。

第五是設立小組查經，每

月一次，讓契友有機會得着神

話語的餵養。

愛慕神話語的團契

2012年初由洪元文弟兄接

任主席一職後，他對前任所定

規範極為尊重，活動仍沿用以

前形式，惟內容做了更多的強

化。像是小組查經，邀請教會

牧師協助核心同工先做預查，

事後由各小組長再帶領組員研

讀和分享，產生事半功倍的效

果。元文主席非常注重神的話

語，鼓勵弟兄姊妹投入更多的

時間讀聖經。主席和夫人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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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為謙和，弟兄姊妹非常喜愛

他們，每次主持領會或禱告都

不疾不徐，他的禱告常帶有神

話語的力量，弟兄姊妹很受激

勵，也讓團契變成一個愛慕神

話語的團契。

現任主席陳鴻基弟兄擔任

主席迄今已逾一年半，接掌主

席後積極配合教會宣教工作，

去年聖誕節假期帶領數十位弟

兄姊妹至泰北錫安之家訪問，

探望前主席執中及錫安院童。

除此之外還多次與契友南下虎

尾福音中心，協助中心牧者做

不同事工。團契2016年主題目

標是「做基督門徒」，鴻基主

席衷心祈盼藉著禱告求聖靈幫

助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新的年

度不只是愛慕神的話語，竭力

追求認識祂；更要在日常生活

中活出我們所信的，成為基督

美好的見證，同時透過各個小

組做更多的肢體關懷，讓契友

們體會到「我們愛，因為神先

愛我們」（約壹四19）。

恩典的軌跡

時光飛逝，我們這批契友

當初以四十來歲壯碩之年相聚

在一起敬拜神，並組成「恩典

團契」，如今已邁入了六十退

休之年，那是上帝的恩典，在

歲月的軌跡上，回首細看那一

步步的腳踪時，突然意識到那

是上帝背負著我們每個人身軀

所烙下的印痕，與弟兄姊妹一

路同行，我們只有感恩。詩篇

65篇11節：「你以恩典為年

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

脂油。」願神祝福我們這個

團契，也繼續帶領前面的路，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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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滿滿
由這些小事，讓我經歷：

我們是在基督的身體裏，

基督是頭，我們各作肢體，彼此相愛

／李邕邕

如果上「台北信友堂」網站看它的簡介，由開

宗明義宣告的「神學立場與核心價值」，可

以發現本堂重視三件事情：一、神的話語。二、

傳揚福音。 三、以愛彼此服事及信徒靈性生活。

我們「恩典團契」是教會「家庭團契部」下的五

個團契之一，歡迎第一個孩子為社會青年之伉儷

或成年弟兄姊妹參加。

以我這幾年在團契的經歷及觀察，我們團契

完全恪遵教會原則，推動事工，努力往前，神的

恩典，滿滿地在這個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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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分下列三點說明。

一、我們在身體裏，彼此相

愛

例一、關懷

那年小弟肝病住院，嚴重

到要換肝，他才五十出頭，

惟一的兒子還在讀大學，卻在

死亡邊緣，我們三個兄姊，瞞

著年老體弱的母親，急得不知

如何是好。主日我仍乖乖去崇

拜，但低落的心情，讓我不想

跟任何人說話，因為一開口，

就有止不住的淚水。那天崇拜

完後，我低頭快步準備離去，

猛一抬頭，卻看到團契大哥

夫婦關懷的眼睛，欲言又止的

表情，一股暖流，霎時充滿全

身。

例二、支持

有一天我五點半起床，天

色朦朧，瞄到書桌上的手機

有line信息進來，點進一看，

是組長四點五十一分在醫院發

出，請求禱告。她父親胃部大

量出血，肺部有感染，正在急

救，父親還未信主。情況似乎

危急，我思緒有點亂，正在打

禱告詞，咻的一下，已有姊妹

傳禱告信息進來，兩分鐘後，

我發出信息，接二連三，又有

弟兄姊妹傳信息進來，大家著

急關切，溢於言表。我想這背

後的支持，觸動每個人的心。

例三、謙卑

一個主日的晚上，為了團

契一點小事，打電話給負責弟

兄，他姊妹（太太）接的，弟

兄不在。當我瑣碎地描述這不

大的一件事後，連自己都覺得

有點囉嗦，不想這位平常不多

言的姊妹，發出的訊息，讓我

感動。她安靜地聽完全部，溫

柔謙卑的回應，充滿愛心。而

這位弟兄平日工作繁忙，事後

與他碰面商議，亦謙遜有禮，

不因事小，推託不耐，讓我聞

到馨香之氣。

由這些小事，讓我經歷：

2016_08Aug.indd   34 16/8/5   上午11:12



信友通訊│2016.08

35

我們是在基督的身體裏，基

督是頭，我們各作肢體，彼此

相愛（林前十二12–27；弗一

22–23）。

二、我們學習神的話語，也

操練禱告

2016年團契聚會45次，其

中專題（與聖經有關部分）、

查經、退修會共30次。我們努

力學習神的話語，希望：1、

裝備信徒、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提後三16–17），2、藉著

這屬靈的吃喝（約六35、63，

彼前二2），使生命長大改變

（林後四16），在人前有見

證。

另外，2016年團契還安排

2次禱告聚會，希望藉著禱告

與神交流（接觸）：（一）承

認自己的罪（約壹一9），獻

上讚美感恩（腓四6），自求

也代求（太七7–8，腓四6，弗

六18）。（二）說出神的心意

（結三十六37）。

三、我們在團契操練服事，

出外協助宣教

（一）目前團契設主席一

人，總管服事，下分小組，由

小組長主要負責照顧組員。另

外還有詩班、活動、司庫/司

帳、司琴、宣教等事工，也有

同工幫忙。大家同心合力，很

有秩序。

（二）團契配搭「虎尾福

音中心」事工，2016年每兩個

月會去虎尾一次，透過親子活

動，協助傳揚福音。另外，團

契也不定時到本堂支持的泰國

清邁錫安之家探訪宣教同工及

院童。

看了以上所述，您對「恩

典團契」有感動嗎？心動不如

行動，歡迎加入，您也將獲得

滿滿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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