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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友 ｜ 特 稿 信友堂組織更新—「做夢、反省、奠基、築夢、踏實」

近六十年來，信友堂看重神的話語，重視團隊搭配事

奉、教會建造與牧養、宣教事工以及成人與兒童的屬

靈教育。從過去的歷史到現今的榮景，因著神賞賜諸多恩

典，隨著聚會人數的成長，教會迫切面臨到組織更新、建

造與傳承的問題，在組織更新小組近九個月的籌劃，並經

長老會與長執同工會的討論後，規劃出新的組織架構，將

朝往「兩軌十部」的機制發展。

教會事工與團契事工的雙軌制

過去教會屬於略顯扁平的中型教會型態，為因應實際

上已經是大型教會的變化，有必要調整教會的組織，加強

管理的觀念，將「人」與「事」釐清出明確的架構，使

「人」與「事」都能夠符合需求，以求組織之間發揮更佳

的效能，有助於將來發展。

根據2008年訂定的「信友堂國語部事工組織結構」，

新的組織結構劃分為行政、牧養、教育、宣傳、崇拜五個

事工部，明訂出每個職務的工作職掌，重點在「事」。新

教會組織更新回顧與展望：

兩軌十部
／陳偉仁長老 口述、修淑芬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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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加強「事工部」的層級，強化其功能，授權其為對

內、外發展事工的主要策劃及執行單位，期望將內部組織

以漸進式的發展模式，慢慢調整到成熟的組織結構。

而「人」的方面，也就是團契，團契是教會主要牧養

的管道，需要參與教育、宣教、崇拜，更需要行政上的支

持與協調。雙軌架構下的新組織，強調各級團契與事工部

的協調機制，規劃出五大團契：嵩年部、家庭部、社青

部、學生部以及兒童部。其中兒童部原隸屬於教育事工部

之下，經過一年實行後，我們看見兒童部的重要性，故決

定自2009年起獨立出來，專事兒童事工及幼年團契。

事工部與各級團契之間，關係是一致的。舉例來說，

在牧養事工部與團契的雙軌架構下，牧養的主要事工為

禱告會、關懷、探訪、輔導、心理諮商（不涉及醫療行

為）、關懷新來者及未參加團契的弟兄姊妹等。所以，團

契採取雙軌制的好處，在於使事工部組織之間的規模平衡

且便於管理。

「兩軌十部」的架構清楚而明確，將「人」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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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開之後，十個部都會遴選出十個部主任，避免組織過於

扁平化，但這不代表偏重於事工，因為教會不是公司行

號，一定要平衡事工和牧養。

兩軌十部分工表

傳承與交棒

根據教會組織章程的規定，沈正牧師將於2014年初卸

下主任牧師一職，檢討信友堂現行的組織與制度，是否已

經預備好傳承給下一任主任牧師？未來接任的主任牧師是

否只需要獲得長執同工會通過即可，無需在此之前進行預

備與操練？而且，全職同工、長執、弟兄姊妹與新任主任

牧師之間，是否時間到即可正常運作？

教會的全職組織與授權機制，過於扁平化，主任牧師

事工

（事）

團契

（人）

組織 主責 部主任 

牧養事工部	 關懷、禱告	 沈		正牧師

教育事工部	 各級主日學	 胡維華牧師

宣教事工部	 植堂、分堂、差傳	 何玉峯長老

崇拜事工部	 主日崇拜、聖樂	 謝榮生牧師

行政事工部	 財務、總務	 傅紀宏長老（暫代）

組織 對象 部主任

嵩年部	 迦勒、拿俄米、姐妹會	 吳芬蘭傳道

家庭部	 恩典、雅斤、活水、伉儷、婦女查經班	 謝榮生牧師

社青部	 嗎哪、信友、加榮	 林炳宏傳道

學生部	 少年、青少年、青年	 陸尊恩傳道

兒童部	 幼年、兒童主日學	 蔡碧文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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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很重，這並不是理想的結構。沈牧師在教會耕耘三十

年，有其背景、歷史、熟悉度、風評、信任度，下一位主

任牧師絕對不可能擁有相同的背景資源，所以需要更多組

織功能來協助下一任的主任牧師，以求發揮教會功能，協

助主管者。

有鑑於此，信友堂全職組織的更新刻不容緩，這件事

情不可能等到沈牧師交棒後，才來倉促進行。在去年12月

27日的主日講道之中，我曾提到傳承時所需要考慮的組

織因素，因為如果一個組織不對，讓對的人來接棒，那麼

接棒的人會很辛苦；反之，如果組織是對的，即使接棒者

的條件沒有這麼好，組織仍可以發揮功能，提供適當的協

助。

依據新的組織架構，採取「兩軌十部」的分工，十部

的目的就是希望規劃出多一個層級出來，著重在分工的功

能，增加橫向及縱向的溝通，讓組織不至於過度扁平化。

所以，在最後的這四、五年間，沈牧師有一件非常重要的

任務，就是coach(培訓、教練)，協助每一位部主任成長，

建構出好的團隊來接棒，將每一部的事工做得盡善盡美。

一套新的組織運作模式需要一段磨合期，必須由上而

下來推動，主任牧師、事工部主任及長老執事是發動者、

也是參與建造者。然而，最重要的是，所有同工要能看見

神對信友堂的異象與使命，認同及委身於教會的更新、建

造與傳承，願意謙卑、改變及接受挑戰，並更新服務觀念

與帶領同工的方式。

經過一年多的改造規劃後，組織更新的階段任務已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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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組織更新規劃小組」業已更名為「組織更新推動

小組」，今年最重要的任務是持續推動組織更新提案，讓

每一位同工了解自己的定位和角色，如何恰如其分。在未

來將從四個層面來繼續推動，包括教會組織結構與制度的

更新與運作、教會更新組織所需ｅ化系統的規劃與運作、

教會成長策略的計畫與運作、教會對外法人組織的計畫與

運作。

2010年的看見：硬體擴建

信友堂主日崇拜人數持續增長，分組場地明顯不足，

必定導致牧養與肢體關係的困難。未來信友堂會轉型成只

提供更多堂主日崇拜的教會嗎？場地限制必會帶來人數的

飽和點，當它發生時，信友堂的成長勢必開始反轉而下，

展望未來的挑戰與遠景，我們當如何面對這議題？

過去幾年教會關注在植堂的成長與擴展理念，現在則

轉變於專注本堂的成長，採取「中央廚房」的概念，突破

現有硬體無法繼續成長的障礙，也就是說，本堂的建築物

可以是分散的，但弟兄姊妹、全職同工與長執同屬本堂的

體制之下。在各地的本堂聚會地，可以同時舉辦不同或相

同性質的團契聚會、禱告會、同工會或兒童及成人主日學

課程，亦可採取視訊連線，分地同時進行。

「中央廚房」的教會成長策略，不是植新的分堂，而

是延伸本堂的建築、組織、運作到各處。雖然教會辦公室

與聚會場所分散在各處，但彼此之間不是本堂與分堂的關

係，全都隸屬於本堂，各地的全職同工、長執也是本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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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就是說，各處所有聚會安排、場地使用、同工聘用

或按牧、長執的按立都是由本堂負責。在「中央廚房」的

概念下，所有事工都是由本堂統一規劃，都是在相同的主

任牧師與執行長老監責下進行，不會產生執行偏差。

選擇「中央廚房」的擴充點，原則上，優先考慮大台

北地區，在現有教會附近優先考慮。教會主日崇拜可以外

租更大的場地舉行，亦可利用現有建築但增加更多下午場

次，或者利用現場視訊連線，分散在各地進行。也可以在

不同地點各自舉行主日聚會。

2010年的異象：擴展影響力

好的組織架構有三要素：結構、流程及文化。結構和

流程必須隨著時代、環境和人數變化來進行調整，文化則

必須持守。信友堂持守的核心價值，是建立以上帝話語為

根基的教會、全職事奉同工與長執同工整合搭配的教會、

國內宣教與海外宣教並重的教會。

信友堂現在的組織文化是很美的文化，看重神的話語

教導，強調團隊同心同工，重視長執和全職同工，我們必

須持續保有這樣的文化，無需特別改變。對全教會來說，

組織更新目的不是換湯不換藥，組織更新的另一個重要目

標，是如何擴張信友堂的影響力。

如何擴張信友堂在福音事工的影響力，這是每一部都

要來參與的，這也是信友堂一直努力中的使命和異象，信

友堂本來就是以神話語為更新的教會，有責任分享出去，

這是我們本身原有使命和異象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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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16日，當年最後一次的信友堂長執同工

會，針對實施一整年的組織更新「兩軌十部」，

有一份更新進展的評估報告；報告顯示，結果是相當肯定

與正面的。2009年12月27日，當年最後一次的主日，主任

牧師沈正在崇拜中分享，在兩千多人的教會實施改變不小

的組織更新案，卻能做到不太「驚動」大家，這實在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

雖然，可以說，信友堂的組織更新進展其實是相當

「傑出的成就」，但我們不會說：「為什麼我們這麼

棒！」，也不會去傳：「為什麼我們可以做到！」

不過，今天，為了紀念仁德長老，我有很強的感動要

告訴大家：為什麼我們可以做到！

當然，這不是用簡單幾句話就可以清楚說明的；但

是，我要帶領大家來品嘗仁德長老所寫的八封信，從信件

的內容，你一定可以明瞭，而且還能夠體會。

在仁德長老的追思禮拜，新任執行長老紀宏宣讀了，

為什麼

我們可以做到！
／張仁德、陳偉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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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友堂屬靈大家庭裡，許多家人寫給仁德長老的信；我

相信，仁德長老所寫的這八封信，也是要回應所有家人的

家書。

讓我們從2007年12月7日仁德長老寫的第一封信談起。

偉仁：平安

昨晚接到你的電話，談到教會未來組織運作的改變，

面對教會的規模變大以及「後沈牧師時期」的逐漸來到，

這條路如果要走的好，似乎改變是不可避免的，我有些片

段的想法如下：

一、組織及工作執掌的調整，會改變長執同工服事教會的

態度，過去教會優良的傳統──和諧與尊重傳道人的

文化，要想辦法在機制中保留。

二、過去教會的方向、政策及執行面的決定與推動，主任

牧師的角色相當重，未來的決策及執行要落在事工部

的成員，可能傳道人與同工的觀念要調整，過去只管

執行，只管交付的任務範圍，現在要以教會立場，關

顧整個事工全面的的責任；對於長執非全職同工的服

事態度可能也要調整，要學習更多的參與教會的建

造，更多的以神國、教會的觀點看事情，更多的以謙

卑的態度去表達參與事工，順服可能是要學的重要功

課。

三、有半年的時間做規劃，下半年作計畫，因應2009年

的事工推動，應是合宜的，但是在觀念上，應持續溝

通，以現今各事工部就開始可以整體教會的需要，開

始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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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另外，重要的是人力問題，未來事工的推動，仍然大

部分是落在全職同工身上，目前教會人力的晉用與調

配，要積極規劃，以因應事工的增加。

五、未來主任牧師仍是關鍵，他的規劃與決策權下放後，

他仍應掌握哪些主要部份，才不會使教會方向有所偏

差？在各事工部的決策中，他應有的地位為何？各事

工部的協調，與事工推動，他的角色為何？都值得思

考。

六、可能要與全職傳道人與同工多溝通！工作可能會增

多！

以上是我的一些直覺的看法，我想會有一段時間大家

再好好討論。（仁德 2007/12/7）

仁德長老說，他的看法是「直覺的」，但其實，這

「直覺的」看法是有深度的、有內涵的，而且一切都是從

神國與教會的理念出發，因為他就是有這樣生命的長老。

第二封信是2008年1月3日，仁德長老寫給紀宏長老的

信。

紀宏：平安

……很多時候我們做的是在補破口的事，事情在發生

之初可能是被忽略或是不被重視，總有人在默默的補足，

使他不致或延緩發生；這一直是我的學習，在自己可及的

範圍做到該做的，也就對神對自己有交代了。至於環境會

改變多少，我就必須在相信我的有限及神的全知中，尋求

答案並調整內心的心情；不過感謝主，神給人的感動，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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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在人心中有共鳴的，偉仁這次在推動的組織架構也是如

此。我想，我們都有幸參與這樣的服事，可以與牧者有好

的時機來討論各樣的觀念及作法；當然，這絕對是吃力不

討好的事，求神給我們智慧及話語表達的恩賜，來協助偉

仁共同完成此任務，偉仁參與教會的服事比我深，有他看

見我們看不見的地方，他願推動此事，也需要更多的支持

與幫助，特別在我們看見他看不見的事上。今晚，已收到

他的召集令，我們應即時有所回應，以表支持。

……我想該說的我仍然會表達，當然尊重傳道人是信

友堂的傳統，這也是要學習順服的。

願神帶領合一的心，共同來建造主的教會（仁德 

2008/1/3）

這一封紀宏長老轉給我的信，我一直留在身邊，因為

每讀一遍，我的心就被激勵一次。最近，每讀一遍，除了

受激勵，還有感恩，還有眼淚……。很明顯的，仁德長老

的生命還有一個特質，就是激勵人心來倚靠神。

在這封信，仁德長老說：「應即時有所回應，以表支

持。」隔天，2008年1月4日，他就寫了一封信給我。

偉仁：平安

仔細讀了你的文章「傳道人所忽略的專業」，深有同

感，教會的運作要融入管理的思維，實有助於教會未來各

樣事工的推展，傳道人應要有此體認，方能推的下去。今

日在往苗栗出差的車上，思想該如何進行此工作，基本上

制度或組織架構的建立，建議分為幾個程序，請參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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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一、做夢：我們要一起做夢，刻劃出教會在各層面未來的

願景，大家凝聚共識。

二、反省：要坦承、深切、謙卑的面對教會現今的狀況，

全面性檢討，包含個案部分：

（一）什麼是我們的優點？

（二）什麼是我們的缺點？

（三）會友對教會的期待是什麼？

（四）什麼是我們要保留的？捨棄的？

（五）什麼屬靈原則要持守的？

（六）人的努力限度要停在何處？

（七）神的帶領從何開始？

（八）其他……。

三、奠基：針對願景及現況，建構未來教會發展組織架

構。

四、築夢：針對組織架構，發展權責關係及工作描述。

五、踏實：思考模擬各種情境，測試此組織架構是否能因

應，並就結果修正。（仁德 2008/1/4）

在這第三封信裡，仁德長老對於組織更新的主要架

構，只用10字就清楚地描繪出來，就是「做夢、反省、奠

基、築夢、踏實」。

第四封信是在2008年3月23日寄出的，那時，組織更

新小組已經討論了三個多月，討論到──如何擴張信友堂

在福音事工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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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仁：平安

寄上五年前某次長執同工會所寫的老人院初步籌設構

想，請參考！

有關教會未來發展的還有什麼有關議題（今天你提到

的），有一個想法在心中有一段時間，就是在信友堂的會

友中，不乏有許多在教會以外的地方負責，或參與福音有

關之服事或工作，但並未在教會中有服事或積極的服事；

我想，教會似乎可以有些想法或做法，表達教會支持他們

在他們所委身的事工上，如此亦是信友堂擴大對福音事工

的投入或影響。（仁德 2008/3/23）

從這封信，可以看見仁德長老的生命有很寬廣的視

野，不僅是事工的寬廣，也有同工團隊的寬廣。

第五封信是在2008年5月12日寄出的，那時，組織更

新小組的討論可能面臨比較艱辛的情況，而且停了兩三周

沒有開會。

偉仁：平安

……組織更新未開會的這段日子，感受到要推動這樣

的事情，實在不容易，最大的阻力很可能會來自全職同

工，因為所牽動的都是他們的習慣、觀念與價值，若是不

能凝聚強烈的異象與使命感，最後可能各取所需，無法完

整配套的來推動。

不過感謝主，至少我們這小組（兩位牧師與三位長

老）都認同這件事，想到我們所做的，就如保羅所說，我

們成了一台戲，讓世人與天使觀看。在戲中我們被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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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盤棋，信友堂是上帝交在我們這些長執同工的手中，

目前是一盤好棋，該如何下繼續保持他的贏面呢？若不努

力，可能僅能保持平盤，還有本錢可撐一段時間；但若順

其自然而稍微疏失，恐怕就要落入衰退的局面了。

其 餘 以 後 再 交 通 吧 ！ 明 日 出 差 南 部 。 （ 仁 德 

2008/5/12）

從這封信，不難看出仁德長老服事神的生命是非常敬

業與忠心的；而且，如同信中所比喻的，與他同工，不僅

會被他激勵，也必會發現他總是在提醒我們，要好好地下

這盤上帝所委託給我們的好棋。

第六封信是2008年7月24日寫給紀宏長老，並將副本

給我；在信中，你可以發現，仁德長老在組織更新小組的

委身不僅是盡心竭力的，也是盡其所能的。

紀宏：平安

……當討論多日的想法，要落實為文字，並要說服眾

長老及長執同工，真是覺得有點困難；教會組織更新的成

敗關鍵，在於我們是否能帶出──神對信友堂所託付的寶

貴異象，以及激發在這神聖使命上對福音的熱情，並完整

地提出可信服、可執行的規劃構想。

組織更新的目的就是要激起眾同工，合一、共同地向

這使命努力的意志與決心；我擔心以現有條例式的提案方

式，雖然簡單明確，但缺乏論述，感覺有點冷，如果能多

一點說明，相信會有較好的溝通果效。



信友通訊
2010·0235

上回我們討論組織架構，我有較多的意見，基本上我

想用一些極端的例子，來測試我們的組織是否可運作，若

是組織功能未考慮到，還需要協調解決，就有可能成為未

來的破口。

這兩天想要準備寫我的部分，想到組織主管的訓練，

自然想到組織的工作界定，一個好的組織架構其工作範圍

應全方位涵蓋教會現在與未來的需要，以現有五部加上團

契的牧養系統，是否能完全包括？我建議在各部工作描述

上，要思考以下幾點：

(1) 現在要做甚麼？將來要做什麼？

(2) 對教會內可以做什麼？對教會外可以做什麼？

(3) 對教會同工該做什麼？對教會會友該做什麼？

(4) 我不做的事，有誰來做？我該做的事，有誰來協助？

(5) 在全人（身心靈與各群體等）的牧養概念下，組織的

功能是否有空隙或灰色地帶？

以上提供你在架構組織方案時參考，若有不當之處亦

請在主裏寬容，希望不要帶給你太多的壓力，我會將副本e

給其他人。（仁德 2008/7/24）

細讀這封信，你一定會同意，在2009年10月的新任

執行長老選舉投票中，我將自己的這一票給了仁德長老。

不過，在這次三輪的投票中，仁德長老沒有進入最後的決

選；最後，我將票給了紀宏長老。

過後，我的心中對上帝的帶領是有些疑惑；一直到幾

個星期後，紀宏長老約我，請教我有關擔任執行長老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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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就在結束為紀宏長老的禱告中，我的心突然有很大的

感動，我哭了……（我真的是不太容易有眼淚的人），也

了解紀宏長老是上帝的揀選，同時也相信，上帝要讓仁德

長老有多一點的休息。只是，沒想到，上帝已經開始預

備，要仁德長老卸下世上一切的勞苦。

第七封信是2008年8月16日寄給組織更新小組的，那

時，信友堂組織更新的草案，已經接近完成；但從信中，

你可以發現，仁德長老對於組織更新求好心切的服事態

度。

各位更新小組的同工：平安

這三天將紀宏長老建議的書「以一不能蓋全」看完

了，這本書很棒，可以幫助長執同工，在退修會前，對於

教會要進行組織更新的必要性，可有一清楚的認知；本書

對於教會的增長隨之要帶出─不同之牧養及管理模式，

也有很好的觀察與歸納。

上回開會我答應要提問題，來幫助參與討論的長執同

工有一方向及概念，並可很快進入討論；我的本意不是要

增加大家的工作量，也並非對我們的提案有所質疑，目的

只有一個─我們花了許多時間討論構思，希望能盡量完

整的呈現給大家。至於會議中，在討論中所出現的火花，

亦是同心服事所呈現的另一種美吧！

我提給大家的問題如附件，但我負責的議題要請大

家提問我來回答，一人一至二題即可，謝謝！（仁德 

2008/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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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封非常有智慧的信，讓你看見仁德長老的生命

有追求卓越的能力，並邀請他的同工與他一起，精益求

精，將最好的獻給神。

最後一封信是2008年8月25日寄出的，這封信裡有一

篇短文，談及組織更新的提案背景，而且所論述的是組織

三要素中，最難的一部分─組織文化的省思。

信友堂組織文化的省思

一、組織文化從未見諸文字，卻是推動組織運作時一隻看

不見的手，它與組織中的人有關，更與組織的領導者

有關。

二、教會推動事工理論上皆應本於聖經教導原則，然因領

導者的特質不同，會使組織成員對事工推動的配合與

回應，產生不同之方式，組織文化是在領導者與被領

導者間，為事工順利推動，而逐漸形成互動之模式。

三、教會事工之推動，常本於聖經真理，在信任、順服、

合一、包容、愛心、誠實……等美德中，因著良性互

動，而形成好的組織文化。然，亦有可能因著領導者

的執著、不善溝通、互信不足、缺乏領導……等疏失

中，因著順服、包容等學習，而失去了組織的活力與

成長。因此，組織文化應是未來組織運作中，要有智

慧的經營與反省的功課。

四、信友堂之組織文化可由三方面觀察：

 ‧教會傳道及行政體系，

 ‧長執同工會及各事工部體系，



信友通訊
2010·02 38

信 友 ｜ 特 稿 信友堂組織更新—「做夢、反省、奠基、築夢、踏實」

 ‧全職同工與會友同工所建構之事工體系（團契、主

日學、查經班、短宣隊及專案事工）。

五、未來新的組織架構建立，權責的重新分配，新的運作

方式將會由主任牧師、各事工部主任、全職同工及長

執，帶出新的組織文化。

六、期待未來新的組織運作，參與的同工對組織及自我角

色有更深的認識，新的組織文化在合一的心志下，實

踐神對信友堂所託付的異象，展現基督耶穌工作的態

度，以僕人的心態、管家的責任、牧者的視野、忠心

的榜樣、肢體的位份，在明處及暗處與眾同工一同建

本堂董長志弟兄、郁胡明霞執事、韓時俊長老、

韓范忠恕執事、周錢志奮姊妹及林植弟兄等之家人，

為感念故人在世時對上帝之信心，及關懷在本堂實

習、獻身之神學生，陸續以個人名義奉獻獎學基金；

霍汪琴執事亦本關懷神學生之愛心，奉獻助學基金，

利用每年孳息所得，不足部分則由教會編列預算支

應，以此方式行之有年，嘉惠神學生多人。

為期有效管理運用該基金，並延續推廣關懷神學

生及神學教育，於1996年第351次長執同工會審議通過

「中華基督教長老教會信友堂神學生獎學基金管理辦

法」，嗣於第358次長執同工會審議通過其執行辦法，

規範獎學金頒發日期、核頒金額、申請方式及適用對

象等。

蒙神恩典，該基金自成立迄今，運作尚稱平順，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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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經營管理好神的家。（仁德 2008/8/25）

信友堂的組織更新提案，從洞見、構思、規畫、討

論、計畫、共識、到推動與執行，能夠在和諧中進行，並

能以合一的看見齊心努力，這看起來似沒什麼，但其實，

沒有多少教會或機構能做到；那，為何信友堂能夠做到

呢？或許原因很多，但有一個理由一定要說：我們教會有

一位令我們難忘、作我們典範，而且將在我們心中繼續激

勵及提醒我們信靠上帝的長老─張仁德長老，我們親愛

的長老！

惟在活絡神學生獎學基金來源及使用上仍有改善空間，教育事工部爰於

檢視神學生獎學基金相關規定及支用管理情形後，修訂「中華基督教長

老教會信友堂神學生獎學基金管理辦法」，並於2009年11月18日經提

報第509次長執同工會審議通過。

調整後之神學生獎學基金運作特色包括：

一、為傳遞關懷神學生及神學教育之理念，以擴大捐獻來源，於教會網

站教育事工部項下（網址：www.hfpchurch.org.tw），設一專區放

置基金簡介、相關法規、申請表單等資料。

二、為感念捐獻之弟兄姊妹，除於每年頒發神學生獎學金時，說明基金

由來與背景外，信友通訊編輯同工規劃一期特別報導，其中包括

基金由來、創立及後續奉獻本基金之弟兄姊妹生平簡述等；並將

該特刊之內容，置於上述網站專區中。

三、為拓展關懷神學生及神學教育，獎學金審議小組將每年檢討申請人

資格、獎助項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