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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之初

2015年底，當年的伉

儷團契決定要在

家庭團契部中再分植一個新的

團契，將「伉儷團契」留給新

婚及較年輕的夫妻聚會，因

此，第一件大事就是確認「新

的團契名稱」。一個團契該取

甚麼名字，看起來很重要，但

好像又沒有非哪個不可，就像

我們要為孩子命名，左思右

想，有時不知該如何決定。經

與團契牧長討論，重要的是大

家一同參與，讓大家都喜愛這

個新的團契名稱，因此決定開

放網路票選i-voting！

第一階段開放請弟兄姊妹

自由提供團契名稱，但要附上

聖經出處或屬靈意涵說明，果

然立刻引起熱烈的廣大迴響，

經統計契友提供的名字就共達

22個之多！有聖經直接的名稱

如「安提阿」、「尼西米」、

「提摩太」、「以斯拉」、

雅歌團契大紀事
一同在上帝面前立下誓言，一生一世，在柴米油鹽之餘，

仍能享有與神、與配偶的愛情。

■卜遠程

▏雅歌團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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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拿」、「雅歌」等，有

屬靈意涵的「合一」、「果

子」、「多加」、「喜樂」、

「常喜」、「榮上」、「美

福」、「揚聲」、「高臺」、

「主恩」、「榮美」、「揚

恩」、「活石」等，最特別的

是「白石」這個名字，剛提出

時，許多人都在問這是甚麼意

思？出處在啟示錄第二章，希

望團契在未來的征戰中能堅持

得勝，到末後時領受耶穌給我

們的獎賞，白石上刻著耶穌要

給我們的新名字，在天國裡耶

穌也要按新名字認識我們。

第二階段由同工進行投

票，先票選出前5名候選名單

「雅歌」、「迦拿」、「活

石」、「白石」、「合一」，

第三階段則開放全團契的弟兄

姊妹自由票選。2015年12月1

日最後以過半的票數確認新團

契的名稱就是「雅歌團契」，

希望聖經雅歌成為夫妻的寫

照，一同在上帝面前立下誓

言，一生一世，在柴米油鹽之

餘，仍能享有與神、與配偶的

愛情。

雅歌團契的最大特色之一

是人數眾多，從每年的全團

契退修會人數就可以看出來。

2016年雖分成雅歌團契和伉儷

團契，但兩個團契仍共同舉辦

退修會，因此當年參加全團

契退修會總人數高達125個家

庭，大人小孩合計450人；往

後兩年的退修會人數也都大約

350人左右，要找到容納這麼

多親子活動的場地，實在不是

很容易。就連短宣也是全家一

起出動，一梯短宣大約10個家

庭參與，大人小孩總人數往往

高達近40人。

在2018年第一季針對全團

契的人數及孩子年齡結構進行

普查，初步統計8個小組合計

約有160個家庭，孩子人數共

約240位，其中青少年45位、

國小學童130位、學齡前約65

位。而孩子的年齡會隨著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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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年的成長與變化，因

此，家庭結構與團契關心的 

議題也會隨之調整。粗估未來

3年內，團契的家庭中，每年

會增加約25至30位青少年的成

員，但同時國小階段的孩子 

人數卻不會大幅降低，而是學

齡前的孩子人數會大幅下降。

也就是說，未來3年，雅歌團

契的家庭成員將是以孩子為 

青少年與國小階段兩個為主，

各約有120位左右。因此，如

何面對家庭孩子年齡快速轉變

的大型團契，在牧養上是一大

挑戰。

同步和諧，齊鳴雅歌

團契運作最重要核心的就

是有一群願意服事、愛主愛

人的同工，在這些年擔任團契

主席的服事中，最要感謝的也

就是這一群在各小組中默默付

出的同工。過去這4年來，團

契並沒有特別定訂目標願景，

也沒有訂下甚麼特別的年度計

畫，只是按照既有的步調緩步

前進，安排各樣的主題聚會、

承接教會的服事工作、年度獻

詩、兩梯短宣隊、關懷探訪、

持續推動團契讀經、增加跨組

之間的互動等。還好有一群忠

心的同工陪伴，願意在嘗試摸

索中互相容忍不苛責，團契牧

長適時溫暖地提供屬靈亮光的

指引，上帝的祝福也在當中讓

我們的生命逐漸成熟。每每看

到許多家庭攜家帶眷的為了

團契的服事或活動趕來開會討

論、或者夫妻兩人各自分攤照

顧家庭和教會服事的工作，都

讓人更加珍惜有這群願意委身

的同工。

今年起卸下主席服事，也

讓我以新的身分再次投入團契

中學習屬靈生命成熟的功課。

僅藉此機會將過往的歷史稍作

紀錄，成為雅歌團契的一個立

石記號。也願上帝親自帶領新

的服事同工團隊，在團契中寫

下更多上帝的恩典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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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中見證榮耀

四年前，我的弟兄遠程和

我承接了當時伉儷團契

主席的服事，後來因應教會的

需要，八大小組的大伉儷們一

起分植出來，成立了「雅歌

團契」。雅歌團契家庭的特徵

是：家中長輩進入年邁階段、

兒女進入中小學階段、職場上

可能也在發展事業中或承擔愈

多任務，教會裏可能也有服

事。正是身處多重角色的適應

期，因此除了每週六團契小組

聚會和主日各自相約聚集外，

週間其實大家見面的時間相

對有限。也因此團契便透過每

神的VIP包廂
工人被召來跟在工頭旁邊，才知工頭思維手法的高深莫測。

■吳怡慧

▏雅歌團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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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末收集各小組各家庭隔週的

代禱事項，在一週之初發送團

契代禱信，讓全團契弟兄姐妹

能更快回應彼此的需要，即使

 屬不同小組也更容易立時問

候、追蹤對方代禱事項的結果

與進展。

代禱信裏後來新增了「公

禱事項」，雖只有短短幾項，

但在面臨龐大團契的人事物管

理下，如能為團契牧長執、同

工群、各事工活動、關懷的宣

教師（藍逸明和愛臨）、生活

共同挑戰、或兒少共同議題等

各種需要代禱，似乎頗能減緩

「身為主席的焦慮」，因我們

相信團契中真有一群樂意持續

為我們和團契守望的代禱者。

有時若弟兄姊妹遇到緊急重大

事件而且願意提出來讓全團

契為他們代禱時，都會提出來

放在公禱事項中。透過公禱事

項，弟兄姊妹們或多或少能知

道團契同工正在關注的事工細

節，在心志上也不失為未來自

己參與團契服事作裝備。

而除了書面代禱信，團契

同工LINE群組裏也時常有同

工分享一些緊急代禱訊息，這

時就會看到許多人立即以文字

或貼圖回應同禱，或提出及時

幫忙的意願。過去四年來，代

禱信公禱的第一項未曾更換

過：「求主使雅歌團契成為禱

告的團契，藉由禱告親近神、

蒙造就，也藉此互相關懷守

望，見證神成就祂的榮耀」。

今年三月起，團契因應轉型

需要，代禱信由每週一次改為

每月一次，同時並提昇其他代

禱形式的功能。新時代多形式

的群體代禱氛圍，讓大家身處

多變世界的挑戰中不至感到孤

單，並持續建立緊密網絡。

回首後稱謝感恩

談服事心得，我著實感到

汗顏與不配。若問我：「主席

夫人在做些什麼？」，我所領

受到的，應該是彷彿被請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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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選定的VIP包廂吧！其實是

來「被神服事」的。被選為領

頭羊，不是因為羊自己有多厲

害，而是被神賦予近看祂作為

的祝福，乖乖待在這個短期內

不能任意離開的小地方，觀看

祂為我們和眾家庭精心安排的

一切。不論期間上演的是溫馨

感人的家庭喜劇，或祂特選的

生離死別「震撼教育」，在這

段神所設定的時間內，我們曾

因看見祂賜供應和醫治給弟兄

姊妹而讚歎，也曾看見祂在暗

中作國度大工而敬畏，更也曾

因測不透祂容許某些事臨到團

契而傷心受挫流淚。「我也要

思想祢的經營，默念祢的作

為」（詩七十七12）。

「求祢發出祢的亮光和

真實，好引導我，帶我到祢

的聖山，到祢的居所。我

就走到神的祭壇，到我最

喜樂的神那裏」（詩四十三

3-4）。原來，羊被叫來走在

牧羊人旁邊，就有機會近看牧

羊人的作為；工人被召來跟

在工頭旁邊，才知工頭思維

手法的高深莫測。VIP包廂的

寶貴，在於入內後能看見自己

的渺小有限，藉禱告操練破碎

和忍耐，學習回到肢體中以主

愛相連。感謝主給我們這樣的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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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主上位

有人說：今年起我們家就

是「苦主」，要常常在

「苦惱中、仰望主」，要成為

「苦中喜樂的主席」。時值去

年全國九合一大選新舊交替之

際，雅歌團契亦自2016年由伉

儷團契分離成立以來，於2019

年初進行第一次的主席更替，

同樣的改變也深刻地經歷到我

們家，希望在蒙召主席職分 

服事裡「做中學、學中做」，

以謙卑的心仰望、以禱告堅固

果效、以弟兄姊妹來扶持整全

事工。

回想前年教會於徵詢及按

立「執事」之際，我家太座

夫人還非常淡定的表示：「聖

經記載，執事不就是『管飯食

的』，大不了以後好好幫教會

『訂便當』不就得了！」所

以，曾經也一度認為，團契

主席不過也就是名字「響亮一

點」的另類組長（而組員也剛

雅歌是所羅門的歌，
是歌中之歌
我們處在這「上有老、下有小」的三明治世代，

在柴米油鹽之中，能繼續向神頌讚、與主共歌。

■李豪偉

▏雅歌團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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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全都是小組長罷了）。結果

從去年第四季接任副主席的

預備認識，到今年正式主席接

任，漸漸深入了解後，太座很

慌張地說：「慘了，好像是

亂入黑森林的小白兔！」，

接著還問「團契退修會去哪

裡？」、「不知道去哪找短宣

隊隊員？」、「啊，都五音不

全了，還要大堂詩班獻詩？還

是獻醜！」、「代禱信有人看

嗎？意義是什麼？」。帶著

「頭洗一半、鴨子上架」的心

情，也只能幽默詼諧、彼此打

氣的說：「『意義』不重要，

現在開始要講『義氣』啦！」

義氣相挺

翻閱細數團契近十年過

往，那歷任主席（呂安樂、王

裕華長老及卜遠程執事伉儷）

「超人」般的恩賜及能力，個

人自認深感不足比配，遂今年

初甫接任新主席之時，立即明

白以「中繼投手型」角色，宣

布籌組「服事者聯盟」，以強

調團體服事方式，希望提供多

樣化讓弟兄姊妹「發揮恩賜、

彼此扶持」愛的平台，亦是希

望能從服事中「分工合作」、

彼此間「同工同心」，建構朝

向貼近上帝心意的屬靈肢體的

大家庭。

按團契成員規模目前分8

小組、約110個家庭、成人及

兒童共約330餘人，以這樣不

算小的屬靈家庭，在「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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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建立關係上，除持續

原小組方式外，今年也新成

立「關懷活動組」，強化跨小

組運作，並由前資深組長鈞凱

弟兄擔任執行組長；從另一面

向來看，以「非最強先發之中

繼投手型」的主席角色，可以

輕易感受到全團契恩賜豐沛、

人才濟濟，因著上帝厚賜恩待

我們，所以在「外展宣教」事

工上必定有神更大託付，按著

福音使命的感動、以及前主席

遠程執事「退而不休」的扶持

下，整合原團契任務編組之

台東及埔里二短宣隊，成立新

「宣教執行組」，專責為團契

探索尋求及計畫執行各項宣教

多元化事工，這是回應教會新

年之異象，也是成為我們在

2019年定團契年度主題「傳揚

基督」，以回應神給我們呼召

的大使命。

家庭之歌

我們團契的成員是由夫妻

一方於1980年前出生、或孩

子在小學及國中階段的夫妻為

主，團契成立的目標是建立

合神心意的基督化家庭，團

契以「雅歌」為名，自是取

材舊約聖經中「雅歌書」，依

西元一世紀猶太拉比亞基帕所

言，「雅歌」是舊約「歌中之

歌」，是人與人間最甜蜜美好

的詩（情）歌，也是舊約「聖

中之聖」，是人與神間於至聖

所中最聖潔的新郎新婦關係，

期盼我們處在這「上有老、下

有小」的三明治世代，團契

每一對夫妻之間，在柴米油鹽

之中，能繼續向神頌讚、與主 

共歌，我們可以對上帝說：我

心愛的人屬我，我也屬我心愛

的人。

（作者為現任雅歌團契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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