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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堂是愛與信仰生命
的傳承

／黃茗芬 採訪

 984年，當時信友堂

會眾約350人，沈

正牧師和長執團隊看見陽明

醫學院附近有一群弟兄姊妹在

教會聚會，他們當中有基督徒

領袖，沈牧師與他們交通植堂

的可能性，這群弟兄姊妹都願

意支持（註1），有9到15人聚

在張溟滄弟兄家裡，在沈牧師

帶領下開始禱告聚會，持續半

年。禱告會凝聚核心同工與植

堂異象，並成為植堂種子，日

僕心樸語─深耕建造〈沈正牧師專訪系列〉(四)

後建立了石牌信友堂，這是台

北信友堂拓植的第一個分堂。

植堂時機

回溯植堂的第一個起步，

談到植堂契機，沈牧師認為當

教會在量與質上都有增長，尤

其主日崇拜人數不斷增加、場

地使用擁擠，造成某些程度困

擾，此時才開始討論設立分堂

是有些晚了。成立分堂應當是

持續放在教會牧者心中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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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著主的恩典有智慧來決定何

時開展工作。事實上，分堂是

教會增長當有的既定目標，是

一定要做的事，當教會人數增

長，看見弟兄姊妹當中出現地

域或族群的明顯特殊性，就能

考慮植堂的可能性。石牌分堂

起於地理和族群的特殊性，內

湖分堂的起步是地理因素。

沈牧師語重心長的說，

「植堂時機是牧者心靈中的領

受，不是『牧者個人喜歡』，

而是有『靈裡的看見』和『清

楚動機』；有了領受後，醞釀

期絕不能少。」醞釀期包括溝

通與禱告，在溝通上，首要與

核心團隊溝通，也要和心中所

想地區/族群的人溝通，確認

他們對設立分堂的負擔。最重

要是禱告，牧者和有負擔的弟

兄姊妹持續一段相當時間，在

當地的合宜地點一起禱告。禱

告會的焦點，是共同尋求上帝

的心意是否在這地區植堂，求

神興起參與禱告會的成員與傳

福音的點。沈牧師認為，「禱

告是植堂的基礎，禱告聚集人

成為真正的團隊（註2）。」

有了禱告、人力與種子後，再

來找聚會場地。

母堂積極承擔

當分堂在做各樣準備（看

見、領受、禱告、委身、找場

地），母堂也需同步有預備。

沈牧師一針見血地說，「這為

期一到兩年的預備期，母堂的

態度很重要，若母堂態度積極

參與支持、寬闊成全，會幫助

分堂能有把握穩健的開始；反

之，若母堂採消極態度，會增

加分堂設立的困難。」

母堂的積極支持態度，涉

及是否願意負起責任，沈牧師

以親子關係為比喻，「就像孩

子出生後父母要負責任一樣，

植堂必須是母堂在屬靈裡的

決定，是屬靈負擔，決定要

承擔。面對新成立的分堂，在

行政、財政、牧養、講台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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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母堂都要承擔，這樣全

方面的承擔當然會有壓力與挑

戰。」回到拓植第一個分堂的

時間點，對有350位會眾的台

北信友堂來說，在當時是有壓

力的承擔，沈牧師目光炯炯有

神地說，「當時我們有心志，

願意承擔。」

對很多教會來說，這樣的

承擔首當其衝的挑戰和困難是

金錢，沈牧師卻認為，若只從

這個角度來衡量是否植堂是很

危險，因為植堂是屬靈的事，

神會對自己的教會負責，沈牧

師感性的說，「若我們樂意順

從上帝的引導所興起的植堂職

分，在財務困難上，神會負責

任、親自供應，母堂應承擔起

來。有一天分堂的奉獻一定會

夠，然而在足夠之前，因為這

是我的孩子，母堂願意無條件

承擔。事實上，當分堂很憂慮

財務需要時，會影響事工發展

和傳道人心志。」在最初的植

堂經驗裡，沈牧師就落實這樣

的理念和堅持，石牌堂開辦的

第一個月起，直到奉獻足夠、

能財務獨立自理前，花費由台

北信友堂支付，這期間台北信

友堂每週都記錄石牌堂的奉獻

金額，當其財務獨立自理時，

將近兩年的奉獻全數交給石牌

堂。這就像父母在孩子成年前

代為存壓歲錢、零用錢，成年

後將整筆存款交給孩子，而孩

子成長過程的花費由父母支

出。

此外，沈牧師盼望母堂對

分堂能在多方面支援，不只

是財務與行政，能在主日崇拜

講台，成人主日學的教導，兒

主教師的訓練，青少年事工訓

練，在屬靈層面務要有更多參

與和幫忙，並能持續兩三年再

回到母堂，使分堂的服事團隊

能更穩當、更深入、更委身，

這是對分堂最大的幫助，他

們受到成熟成長生命的服事，

就能自行長大與展開服事。當

母堂對分堂的支持、成全、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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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和扶持到一個程度，分堂就

要自己往前走，慢慢能夠奔跑

（註3）。

母堂與分堂的關係：落花生

與屬靈DNA

有了分堂，讓人很快聯想

到組織運作，沈牧師認為不

能只從組織的角度來看分堂和

母堂的關係，兩者關係的關鍵

不是上與下的從屬屬性，兩者

關係的核心應是屬靈DNA，

也就是分堂的路線和母堂是否

一致，在屬靈的路上一同往前

走。事實上，參與設立分堂

的核心同工，都是在母堂長

時間服事、參與和學習的弟兄

姊妹，他們能將母堂的DNA

帶到分堂，DNA包括神學、

信仰路線、崇拜模式和屬靈教

導（註4）。沈牧師用落花生

為比喻，來說明母堂和分堂關

係的精髓，「就像落花生的殼

裡有兩顆花生粒，生出來是兩

顆、卻在同一個殼裡，是一；

母堂大一點，分堂小一點，兩

者生命是一體，是生命相連結

的關係。」

分堂和母堂保有相同的屬

靈DNA，在平時不容易感受

到，一但遇到狀況需處理時，

就會凸顯屬靈DNA的寶貴與

保護。分堂設立後會有新成員

加入，包括初信者和從其他教

會轉來的弟兄姊妹，當碰到某

些事情與解決方法時，後者因

為有過去的經驗或參與不同教

會而帶有的經驗，可能會心

生「為什麼要聽信友堂的做法

呢?」沈牧師說，「神的真理

是絕對的、不會改變，而做法

上分堂選擇和母堂一樣，是因

為分堂的長執和牧者確認母堂

的路線和模式，願意承襲母堂

豐富經驗歷練後的方法來處裡

所面對的狀況，這便是信友堂

的DNA，我們不是用說教的

方式來實踐屬靈DNA，而是

活出來讓會眾知道我們是這樣

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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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埋下去：牧者的長期委身

帶來分堂的屬靈成長

有了母堂的積極承擔為強

力後盾，分堂要拓植成功的另

一個關鍵因素，在於是否有牧

者願意長時間埋下去。沈牧師

和康來昌牧師每每談到教會的

新事工與植堂，兩人共同的第

一個反應，是神興起誰投入？

若有一個傳道家庭願意長時間

委身，委身越長期，植堂越有

把握。牧者的長期委身必會帶

動分堂的屬靈成長，沈牧師

感性的說，「無論大或小的教

會，有人專一、用心、擺上委

身、犧牲地來牧養，教會弟兄

姐妹會知道，神必然會祝福，

因為埋下去便是行走在十字架

的路上，神會記念祂的教會，

使教會靈裡非常富足。」走在

這樣路上的植堂，經過幾年一

定會成長。

石牌堂的諸長樂牧師從植

堂最初委身教會，直到如今餘

30年；內湖堂的馬清璽牧師委

身當中近15年，最初約50到60

人聚會，現在是400到500人聚

會，沈牧師說，「這些年來內

湖堂慢慢成長，秘訣在於馬牧

師非常殷勤、誠懇、肯擺上，

弟兄姊妹能感受到他的委身和

服事。」竹圍堂的林多倫牧

師、關渡堂的林宗煌牧師，都

循了相同心志，忠誠委身教會

牧養，沒有離開。

在「生命長埋下去」的課

題上，來到信友堂牧會起，

沈牧師和沈袁海鴒師母便決定

要長埋下去，兩人攜手一路堅

定地走來，困難不是離開的理

由，而是要忍耐、持續溝通，

直到迎刃而解。在沈牧師心

裡，傳道人的事奉本質是要在

教會長埋下去，如約翰福音

所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

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

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

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十

二24) 沈牧師長埋在信友堂的

生活化落實，是三十多年來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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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天不出去，也就是只要人在

台北，他就在信友堂聚會，不

受邀請到外教會講道，他深信

委身帶來和信徒生命的連結是

很深的。

沈牧師回憶，「長埋在信

友堂服事並非沒有困難，信

友堂最初的氛圍和屬靈光景和

今天截然不同，三十年多來的

改變有神的憐憫與恩典，也是

一間教會成長的真實過程。」

「長埋下去」必然會面臨困難

與落實改變，沈牧師認為當中

的關鍵是耐心的等待與改變，

他說，「當時某些年長會友

對我推動改變的作法是有微

詞，但我仍按著聖經的教導來

牧養與展開改變，感謝上帝給

予的恩典，我和沈師母人際關

係都很好，能慢慢和人溝通，

我不和人有衝突或吵架，當有

不同意見時，我樂於傾聽，能

忍耐、可以等待、進而慢慢改

變對方，因為心裡知道這是對

的，就不需要去衝撞。」

以迄今舉辦了28屆的差傳

年會為例，看重宣教的沈牧師

1979年到信友堂，直到1987年

才開始第一屆差傳年會，中間

有八年的忍耐溝通與等候，而

八年中第一次提出時被拒絕

了，沈牧師接受了拒絕、沒

有衝撞、更沒有因此放棄，這

就是傳道人長埋下去要經歷的

過程。在沈牧師說，「傳道人

要肯長埋在教會，滿了五年、

到第六年、第七年，所做的事

奉和最初來到教會做的內容一

樣，但結果會不同，因為信任

度不同了，和長執與同工之間

累積了信任能量。」

牧者和長執同工之間的信

任基礎，也體現在所提的方

案上，沈牧師說，「牧者提出

一個方案，是心中有底，靈裡

是穩的，禱告足夠，事前有充

足溝通。」沈牧師服事許多

年來，提案沒有不通過，關鍵

在於不提心裡感覺不會通過的

案子。而沈牧師內心如何分



信友通訊│2016.01

29

辨呢？他說，「因為事前充

分溝通過，會知道時機是否成

熟。牧者是要有這樣靈裡的感

受和分辨力，這是我的牧會哲

學。」透過提案與否，長執們

逐漸認識他不隨意行事，不為

自己考慮。這個牧會哲學背後

的深邃心意，是因為沈牧師看

重和長執之間能持續累積彼此

信任，而信任度的累積慢慢成

為整個長執團隊能同心同行的

能量。此外，能順遂提案的基

礎和信友堂屬靈DNA有關，

因為建立在聖經與屬靈的基

礎上，這一點一滴雕塑了信友

堂行走在中庸帶著深度與穩健

中，不會突然跳出來要做什麼

事，才能持久且穩健的行走。

愛與生命的連結

信友堂目前有五個堂，迄

今並沒有用總會制或聯會制

來處理彼此間的關係，這是因

為在沈牧師心底有個想望與堅

持，盼望不用行政和組織來治

理，而是用愛和扶持，用支持

和成全，來打造五個堂之間愛

與生命的連結。當分堂遇到問

題與困難，母堂不用制度性的

方式來解決，而是透過彼此間

生命的緊密連結來共同面對。

在這樣的基礎上，沈牧師說，

「面對分堂開口的需要，我的

原則是能力所及的母堂盡量給

予，我們不需要摩擦，分堂希

望什麼，想要什麼，我們盡量

成全。若有不對的地方，我會

說出來，但仍給予分堂相當的

空間和自由去嚐試，因為若真

走錯了，分堂會回頭的。」

為了落實五個堂之間的愛

與生命的連結，目前有五個

堂的傳道同工退修會，沈牧師

說，「這不是會議，是退修

會，當我們在一起交通時能說

出難處，彼此的關係和互動是

基於愛，能存有感情。」在沈

牧師心裡這幅植堂的屬靈圖畫

願景裡，畫面並不止於台北

母堂與四個分堂，沈牧師深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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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每個分堂在母堂的成全扶

持中成長茁壯、獨當一面自理

後，也能升級成為母堂，去拓

殖新分堂，而台北信友堂能持

續拓植新分堂，透過持續的植

堂將愛與生命傳承下去，並廣

傳福音。

註1：韓偉長老心裡一直存有在

石牌植堂的負擔，當地的醫

師、教授、弟兄姊妹都有相

同負擔，這些人便成為禱告

會與植堂的共同基礎。

註2：多年經驗累積後，沈牧師

對植堂的另一個看見，是盼

望植堂人數不要從零開始。

因為聚會人數從0增長到30人

的過程非常辛苦與漫長，五

年都未必能達成，特別在非

基督教文化的台灣社會裡，

單就在社區裡的據會地點，

就要面對許多細節問題。鼓

勵推動有30人一起去植堂，

省卻人數從0增長到30的種種

艱難。

註3：關於分堂獨立的合適時

機，沈牧師認為當分堂清楚

神從他們當中興起兩位長

老，是合適的時機。因為牧

者與兩位長老成為三股合成

的繩子，關係能較和緩與協

調。

註4：屬靈DNA的落實方式，包

括主日崇拜一開始唱〈要等

候主〉，唱傳統詩歌為多，

相同的主日崇拜流程，看重

神話語的傳遞和教導，重視

兒童主日學與宣教，循著母

堂模式，分堂都有差派自己

的宣教士，並依相同的方式

支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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