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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友堂的故事】

僕心樸語──深耕建造 <沈正牧師專訪系列 >（三）

／黃茗芬 採訪

團契生活
讓我們在主裡走一生

團契：在基督裡同行天路
旅程的同儕

在
沈正牧師眼中，團契生

活是信友堂的身體，和

牧養團隊一同承擔了教會的

牧養與關懷，讓弟兄姊妹在

基督裡有同行天路旅程的同

儕，在團隊同工中培養服事

人才，並以團契為單位回頭

支持教會的各樣事工。這一

幅宛如粗壯樹幹的生命畫面，

隨著歲月的洗鍊和積累，樹

幹不斷拓寬與長高，讓信友

堂在基督的恩典中成長為一

株大樹，濃密的樹蔭帶給弟

兄姊妹信仰生命豐盈的祝福。

目前教會有家庭團契和

社青團契兩大主軸（參見圖

表說明），沈牧師說，「團

契的起步思維是牧養。當教

會人數不斷成長，超過 100

人的團契會稀釋人與人的關

係，這推動教會開始思考成

立新團契的需要。」

家庭團契：依不同年齡層
形塑四個不同類型的團契

沈牧師回溯，家庭團契

中首先成立的是伉儷團契，

最初由李賢鎧長老、陳民本

長老等 10 個年齡約三十出頭

的家庭開始。經過十幾年耕

耘、團契逐步長大、人數增

加、弟兄姊妹年齡層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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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齡層家庭的需要和話題

不同、形成斷層（三十幾歲的

家庭看重幼兒話題，五十幾歲

的家庭看重退休）；當時陳民

本長老說，「我們領受這麼

多，應該要從年長家庭先分出

來。」於是成立了恩典團契，

讓中年以下的家庭留在伉儷團

契聚會。

過了幾年，伉儷團契持續

成長，再次面臨不同年齡層家

庭的需要和話題有斷層，循著

成立恩典團契的模式，伉儷團

契裡一群邁入四十多歲的家庭

成立雅斤團契，並提出「讓我

們在教會、在主裡走一生」的

追求，這意味雅斤團契的家庭

不會隨年紀升到恩典團契，而

是在團契裡相伴同行一生的成

聖旅程。再過了幾年，隨著伉

儷團契持續成長，循著相同思

維和考量，成立活水團契。自

此，按著不同年齡層，教會有

四個家庭團契。而最年輕的伉

儷團契雖不斷分出、成立新團

契，神的恩典使信友團契的新

婚夫婦「升級」進入伉儷團契，

成為「新成員入口」，為伉儷

團契注入新鮮水流，並成為團

契的主幹。

弟兄姊妹有自身同齡的朋

友，便能帶入年齡層所屬的團

契，讓各團契有新朋友加入，

並將福音帶給周遭朋友。以雅

斤團契為例，每年聖誕節的福

音聚餐席開 30-35 桌，逾三百

人參與，是非常盛大的慶祝晚

會，對此，沈牧師開懷的說，

「雅斤團契所做的不單讓團契

人數增加，並傳遞了福音，傳

福音成為很自在的事。」

沈牧師認為，弟兄姊妹在

教會裡需要同儕和同伴，教會

在團契裡細分小組，透過團契

和小組展開牧養，就整個牧養

體系而言，才能真正照顧到弟

兄姊妹。家庭團契是同年齡層

整個家庭的同步成長，除了彼

此牧養，也影響年長者、青少

和兒童相關事工，教會裡參與

服事的人隨之增加。他說，「教

會本應提供更多服事的機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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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團契、牧養、服事三者

成為善性循環。」

社會青年（簡稱社青）團契：
不以年齡為區分，按個人屬
性需要作選擇

教會目前有 5 個社青團

契，1974 年成立的信友團契，

去年剛過 40 歲生日。和家庭

團契不同，社青團契不全然以

年齡為區分，更考慮了單身、

在職場工作弟兄姊妹時間上的

彈性需要，能按著各自時間安

排來加入合適的團契。

當信友團契成長許多年

後，隨著年齡層拉大，團契裡

剛進入社會的職場新鮮人和工

作許多年後所關注的話題不

同，牧長發現有一批在信友團

契聚會多年、接受裝備、有服

事能力的弟兄姊妹，無法在信

友團契裡找到曾擁有的歸屬

感，而逐漸不來團契，這成了

教會在周四晚上設立嗎哪團契

的契機，希望能讓在職場多年

的資深弟兄姊妹有團契生活，

最初約三十人開始聚會，現在

成長逾百人。沈牧師語重心長

的說，「身為牧長要多觀察，

要知道弟兄姊妹的動向和心中

所思所想。」

接著教會陸續在週六早上

成立香柏樹團契，讓職場的弟

兄姊妹團契時間多一個選擇，

目前約有 50 人參與聚會。約

書亞團契是最新成立的團契，

目前約有二十多人，多是在研

究所讀書的弟兄姊妹，他們沒

有太多社會經驗，所思所想和

有社會經驗的弟兄姊妹有些距

離。教會積極建立團契，對牧

養很有幫助，沈牧師說，「隨

著教會成長，年齡層、社會環

境、工作性質越來越多元，沒

有一個牧者能在『這麼多的不

同』中來牧養。」而從肢體的

角度來看團契生活，沈牧師指

出，「團契中有同伴、個人朋

友、家庭朋友，子女的朋友，

才容易在教會一起成長，持續

走下去。教會看重團契裡同儕

一起成長，而非融合不同年齡

帶來不同生命旅程的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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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契生活帶來的祝福─
共同服事，支持教會

信友堂多年來堅持建立團

契生活，在團契中分小組，並

沒有走上小組化教會之路，這

當中有深層的觀察與思考。沈

牧師認為走小組之路的教會，

小組長需要全才，但要找到許

多全才的組長是很困難，通常

人無法全才，一個人很會關懷，

但不會帶領查經。事實上，可

能只有 15％的人能關懷、又能

帶領查經聚會，15％的人不會

關懷、也不會帶領查經，中間

70％的人只有當中一項才能 : 能

做關懷、或能帶領查經。

沈牧師說，「若勉強擔任

全才的小組長，很容易任期到

就不續任，這是危機。我不希

望教會弟兄姊妹擔任小組長是

扛重擔與痛苦，而是希望大家

能快樂服事，因為在服事中若

無法喜樂，那是不正常的，服

事應能帶給人喜樂。」於是，

信友堂的團契中分小組，團契

同工負責安排帶領聚會內容，

小組長負責關懷，這能增加同

工團隊人數，操練一起配搭服

事。

當弟兄姊妹融入並深耕於

團契生活，是能帶給教會完滿

的祝福，這是沈牧師眼中飽滿

豐盈且深感喜樂的教會牧養圖

畫─當各級團契都成長，便能

支持和配合教會整體政策和事

工，弟兄姊妹不單被教會牧養、

在團契裡彼此牧養，並能再回

頭支持教會，這支持的層面涵

蓋了宣教、崇拜的參與、教會

行政、財政、各樣服事。

以活水團契 2015 年支持虎

尾福音中心為例，若非因著團

契的力量，單靠傳道人是無法

顧全這些需要。沈牧師唸起 5

月初收到虎尾福音中心來信，

聚會人數 28 人，居民 15 人。

他說，「上帝藉著虎尾做了大

事，在鄉下這樣的聚會人數規

模（15 人）可能要定點耕耘 5

年，我們卻只花了 5 個月時間，

這是活水團契的委身所帶來廣

傳福音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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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團契】

家庭團契 
（創立年份）

  創立時
  主負責同工

 成員說明   聚會時間

    
     恩典團契
   （1988 年） 
 

  陳民本長老 第一個孩子為社會
青年之伉儷 / 成年
弟兄姊妹

 每周六下午 4：00

雅斤團契
 （2002 年）

 趙台書執事 
 

第一個孩子就讀大學
或夫妻年齡總和介於
100~120 歲

 每周六下午 4：00

      活水團契
 （2000 年）

  張仁德長老 第一個孩子就讀國中
或夫妻年齡總合介於
80~100 歲

 每周六晚上 7：00

 
 伉儷團契         

 （1973 年）

 徐鳳鳴長老
  李賢鎧長老
  陳民本長老

第一個孩子就讀國小
下 ( 含 ) 以下或夫妻
年齡總和小於 80 歲
的年輕伉儷

 每周六晚上 7：00

   社青團契
    ( 創立年份 ) 

 創立時
 主負責同工

成員說明 聚會時間

   加榮團契
   ( 2004 年 ) 

吳芬蘭傳道 年滿 40 歲以上的姊
妹

每周六下午 2:00

   嗎哪團契
     ( 2007 年 ) 

董慧蓉執事 單身、單親與已婚
（另一方尚未
信主 / 尚無兒女）

每月第 2、3、4 週
周四晚上 7:30

   信友團契
   ( 1974 年 )

20~40 歲單身
社會青年

每周五晚上 7:30

    香柏樹團契
     ( 2011 年 )

陳素份姊妹 單身社會青年 每月第 1、3 週
周六上午 10:30

    約書亞團契
     ( 2014 年 )

徐宗琦傳道 20~30 歲單身
社會青年

每周二晚上 7:30

【社青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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