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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友堂

走過的路徑
／陳偉仁

為甚麼要有時間？

因為要數算過去上帝的帶領與恩典。

對信友堂來說，2009年是很特別的一年，因為數算過

去的種種，我們實在感恩；因為，上帝以恩典為年歲的冠

冕，而且屬神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2009年是信友堂在台灣建堂的60週年記念，從1949到

2009年，這是一甲子的感恩。

2009年也是教會以「財團法人台北市中華基督教長老

會信友堂」向政府登記的30週年記念；從1979到2009年，

這30年也是教會事工成長與發展的時期。

2009年也是信友堂「新堂」，就是現在聚會的地方，

獻堂20週年記念；從1989到2009年，這20年也是教會事工

突破與更新的時期。

2009年也是信友堂的長執同工會邁入500次的記念

年；從1949到2009年的每一年，教會的服事團隊，包括所

有全職事奉同工與長老執事，都是以福音派、長老會與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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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恩，並以上帝話語為根基的理念來建造教會。

當然，信友堂不是只有歷史，每一年我們都在持守核

心價值的原則下，尋求事工的創新。

為教會事工的傳承與長期發展的需要，信友堂經一整

年的規劃與討論之後，2009年，成了教會實踐兩軌九部

組織更新的第一年。第一軌是建造教會的「團契牧養」，

分成嵩年、家庭、社青與學生等四部。第二軌是建造教會

的「事工牧養」，分成牧養、教育、崇拜、宣教與行政等

五部。而，部主任職責的設立，是這次組織更新的最大特

色，也是幫助主任牧師，協助長執及弟兄姊妹參與教會聖

工的關鍵同工。

信友堂的成長，以主日聚會的人數而言，大人與小

孩，從2000年起到2008年，都是1千多人；但是，從2009

年起，我們可以說，已經是2千多人了。

從2008年的最後一季，到2009年，許多教會與福音機

構因受金融海嘯影響，奉獻短缺甚多，但感謝主，信友堂

仍是有餘的；所以，教會奉獻新台幣$500萬給近20個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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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與責信清楚的教會及福音機構。

不要忘記，因受金融海嘯影響的，還有我們自己的弟

兄姊妹，包括內湖與關渡分堂；為此，信友堂提撥新台幣

$1,000萬元，來持續幫助生活陷入困難的弟兄姊妹以及他

們的家庭。

再者，台灣有許多長期財務不佳、奉獻不足的教會，

傳道人的薪資十分艱困；為此，教會從今年起，經由實地

的訪視，我們開始每月資助約10所教會的傳道人，而且也

開始建立代禱與短期宣教的同工關係。

2009年有一件全台灣都不會忘記的記憶─八八莫拉

克颱風所引起的大水災，信友堂除了將弟兄姊妹的奉獻捐

給實際參與救災的基督教機構與教會外；我們更有計畫地

組織教會的弟兄姊妹，這是過去很少見的，親身到第一線

去關心災民。

八八水災後，二十餘位本堂與石牌堂的青年弟兄姊

妹，分成兩組，到了台東災情最嚴重的金峰鄉嘉蘭村，與

台灣世界展望會合作，關懷當地的孩童與青少年。緊接

著，教會另組織跨所有團契的心靈重建隊，有22位弟兄

姊妹到高雄重災區那瑪夏鄉鄉民的仁美營區安置所，去關

心、陪談、帶領活動，並帶著愛與災民互動。

2009年，還有一件非常重大、非常有意義、也值得

感恩的事；這件事在台灣，甚至全世界都很少見，那就是

─我們的主任牧師，沈正夫婦，從1979年9月17日到今

天，他們到信友堂的服事，已經30年了。

讓我們向沈牧師、沈師母，表達最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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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 ／郝致惠

來到信友堂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我來自一個平凡的家

庭，小學的時候，母親因病過世，那時我們家沒有

任何的宗教信仰，而親戚中有人認識信友堂的姐妹，透過

她的介紹，我們一家（爸爸、哥哥、我和妹妹）來到信友

堂。

幼年

在我記憶中，第一次踏進教會，是沈師母帶我到主日

學的班級，那時的我是小學六年級，參加的是高小班，那

時的主日學老師是齊肖琪（齊姐），告訴我們聖經是神的

話和教我們如何翻、查聖經的舊約和新約，合班的老師是

蔡碧文傳道（蔡姐）。我記得有一次碰到母親節要獻詩，

那時獻詩要配戴胸花，我戴了一朵白色的胸花，就有一位

小朋友當眾問，為什麼我帶白色的？老師就向那位小朋友

說，我是紀念已在天家的媽媽，讓當時的我印象深刻。這

段期間師母也會不停地問一問我的情況和我家中的情況。

少年

接下來我上了國中，就參加少年主日學，那時的課

程結束後都要安排洗禮，我就這樣受洗了（1986年9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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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並開始了團契生活。那時並沒有青少團契，只有

少年團契，教會也尚未改建，我們都是在後棟聚會，我開

始認識了不少契友，當時的輔導是蔡碧文傳道和邱照仁執

事。

記得那時團契有玩一個叫「小天使」的遊戲，小天使

要三不五時關心一下小主人，直到遊戲結束（約一到二個

月），才揭曉小天使是誰。在遊戲期間，團契聚會當中會

唸誰的名字有禮物（就是小天使送的）；我那時一直收到

衣服，就開始猜想我的小天使會不會是輔導，就在遊戲結

束，揭曉的那一刻，我猜的沒錯，我的小天使就是輔導蔡

姐，所以我也很感謝蔡姐那時對我的幫助。

青年

接下來就升上了青年團契，那時的輔導是何玉峰長老

和齊肖琪老師，我在這段期間學習到如何有更好的肢體生

活和契友間的配搭。那時我們有一個機會去桃園縣復興鄉

的拉拉山辦退修會，本來說好第二天一早要去享受森林

浴，結果大部份的契友都起不來，但還是有人去了，回來

的時候大家都說很舒服。那時有一位厲害的隊友，牠就是

─團團，是何哥和齊姐的寶貝狗狗。那是一次很好的回

憶，讓我學習到肢體生活的彼此相扶持。

成年

從青年團契升到了信友團契後，那時因為有一個機會

可以去國外遊學，所以參加信友團契聚會的次數，真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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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指可以算得出來。回

國以後一直想要恢復團

契生活，感謝主，因有

牧者看見不同年齡的需

要，成立了嗎哪團契，

讓我開始在嗎哪團契當

中參與不同的服事和配

搭，也認識了不同的肢體和不同特質的契友，大家一同學

習神的話，並透過輔導們的教導和裝備，一起完成了很多

服事。我還學習和觀察到其他契友們的需要，以及我能幫

契友們做些什麼，讓我在這個團契中找到了自己的角色。

沈師母、何哥和齊姐目前都在嗎哪團契，可以說和我

特別的有緣，也許是神的帶領，要讓這三位從小看我長大

的牧長，不停且繼續的餵養我這隻愛吃又不愛運動的肥胖

羊吧。

▲拉拉山青年團契退修會

▲嗎哪團契退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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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的名字是胡耀明，我父親是胡瑞年，母親是

劉台伶，外公是劉志誠，外婆是劉陳孝美。為什麼要

介紹我的家人們呢？因為倘若不是他們，我的生命就不會

有信友堂的陪伴。

在教會出生

話說近一個世紀以前，因為教會的徐鳳鳴長老夫婦帶

領我外公一家信了主，我母親出生時就在信友堂聚會，之

後參加詩班、加入團契，於信友團契時期中由沈師母介紹

了一位好弟兄，我的父親。兩人在信友堂相識、相知、相

愛，終結婚生子，而我就是他們福氣的三個孩子之一。經

上面的交代，我想弟兄姊妹們可以想像，現今二十歲的

我，生命中有許多片段，甚至是每一片段，都和我的教會

─信友堂脫離不了關係。

又話說當年信友堂會堂建築的落成獻堂禮拜，正是我

二旬年日子─萬丈高樓平地起

／胡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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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慶祝我和弟弟這對雙胞胎滿月的前後幾天。沒錯，這會

堂已經有二十年的歷史了，我很有幸，在它的蔭庇下，度

過成長的歲月。雖然在這當中，確實不是凡事都順利……

在教會長大

依稀記得，當年我和弟弟在兒童主日學，是出了名的

壞學生，老是讓主日學老師向我媽媽告狀，不是弄壞教會

的玻璃、就是弄壞教具。其實我不想要那樣的，但不聽話

的個性和不受管教的惡心，卻怎樣也得不到解決。感謝當

時所有主日學老師，因為你們，我才有機會被上帝轉回，

現今在這邊做見證。不能一一題名道謝，實感抱歉。

和我一起長大的弟兄姊妹當中，有許許多多也都是像

我這樣，對信友堂有著深厚的情誼。我們都以信友堂為

榮，也以信友堂為家。我父親有一次邀請堂妹到教會，在

門口對她說：「不要怕，妳在這邊，有什麼事情就問妳堂

哥，他們在這邊長大的，這裡就像他們家一樣。」真的，

我的確可以把教會有幾扇門在腦海中數一遍。說到那些和

我一起成長的同伴，我也充滿感動。我們一起經過年少不

懂事的時候，也一起度過艱難的考驗、憂傷。我們在考學

校的時候彼此鼓勵，在一起打球的時候彼此分享汗水，在

團契時間彼此建造、鼓舞。看看他們，許許多多都成為了

教會新一世代的棟樑，置身幼年團契、青少團契、兒童主

日學，服事那些有需要的弟弟妹妹。我也常為那些流離在

外的禱告，求上帝帶領他們，重新回到這溫暖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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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會成熟

很多人都對信友堂有期待，我也是。我期待信友堂成

為年輕人投身的避風港，也成為造就全職服事同工的工

廠。在世界上，數以萬計的地方教會缺乏傳道人，信友堂

每年大大小小的短宣隊、海外的培訓、宣教師的差派，在

世界各地方成就了神美好的工作，我也想參與在其中。

但若談到自己，我希望我可以一生都不離開信友堂，

不論聚會、服事。我想要在信友堂結婚、建立家庭，也想

要成為主日學老師，可以幫助像我以前一樣的調皮學生

們。我的生命，屬乎我的上帝，我希望我的神賜給我的工

廠，就是我熱愛的教會，信友堂。

我的生活，離不了信友堂，連週間都會有幾天在教會

吃午飯。

我的心思，離不了信友堂，我的家人、朋友，是我最

好的同伴。

我的未來，離不了信友堂，神的教會，將成為我一生

的方向。

盼望你也在這兒，與上帝有美好的邂逅，讓它成為你

一生的祝福，願上帝賜平安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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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有一次主日我在教會一樓門口和妻子一起擔任接

待的服事，心中想起詩篇八十四篇裡的三節聖經：

「靠祢有力量，心中想往錫安大道的，這人便為有福。他

們經過流淚谷，叫這谷變為泉源之地；並有秋雨之福，蓋

滿全谷。他們行走，力上加力，個人到錫安朝見神。」

我心中有很大的喜樂，想到這麼多的弟兄姊妹來教會朝見

神，是神在弟兄姊妹心中給了力量，加添祝福與恩典，才

使我們力上加力渴慕朝見神，我就覺得神很偉大。神實在

恩待我們、恩待信友堂，六十年來，使我們到如今能夠這

麼多人可以一起來敬拜神。我也來分享我在信友堂領受的

恩典，願榮耀歸給神。

成人主日學

我剛到信友堂時，一個人也不認識，是自己跑來的。

軍中決志，退伍後，我跟神禱告，求神引領我到一個合適

的教會。在那之前我從來沒去過教會，結果神帶我來到信

友堂。我參加的第一個聚會是基要真理班第二課，老師是

李賢鎧長老，助教是陳偉仁執事。也許是一開始不認識其

信友二十年生活點滴
／林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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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沒有壓力，於是很愛上成人主日學，主日崇拜前後

都上課，從初信造就、聖經概論、聖經速讀等，到後來的

單卷書；直到現在對於成人主日學還是樂此不疲。不是我

渴慕，實在要感謝神預備許多的老師和豐富的課程，藉著

這些課程認識許多的老師和同學，也更加明白神的話。我

記得有一位老媽媽，每次上課一定準時，每次都說認識的

字不多，看的不是很懂，但她最認真、最用心，我很感

動。

團契生活

我上了一年的成人主日學，一直沒有參加團契。有一

次在教會電梯內，有人問我在那一個團契，我說沒有參

加，他說不能沒有團契生活；所以我又自己週五晚上跑到

信友團契，結果一待就是十一年（好像很久）。

我自己覺得信友堂的團契生活是很棒的，我也覺得團

契是信友堂的特色之一。剛到信友團契時，團契人數很

少，弟兄更少，但是感情不錯。記得當時吳智洲、陳立

斌、馬仲良和我四個弟兄，平時很談得來，有一次晚上還

上陽明山談心，談到半夜才回家。後來他們陸續結婚升上

伉儷團契，只留下我。你以為我會孤單嗎？錯！後來信友

團契人數不斷增長，我也與一些弟兄建立了非常好的關

係。那時的信友團契非常流行週五晚上聚完會後，弟兄姊

妹一起去喝茶聊天，教會附近的一些店，幾乎都有我們的

影子。不知現在的信友團契流行什麼？

團契生活還有一個重頭戲，就是退修會。我深深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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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第一次參加退修會的光景，在陽明山的嶺頭山莊，弟兄

姊妹一起生活，總覺得參加退修會後，弟兄姐妹的關係就

好像拉近了許多。

信友團契當然不是只有吃喝玩樂，在團契裡參與服事

是很棒的事，可以學習許多，也可以參加短宣，認識了許

多同工還有輔導，到現在還會偶爾找當時的同工和輔導聊

聊天。信友團契在我未婚的時期，使我的生命成長，我曾

經工作受傷，得著弟兄姊妹的關懷而被激勵，在團契服事

中許多的不成熟被接納，我也曾靈命低潮但重新在服事中

被堅固；還有，最重要的是，在團契裡找到我最美麗的妻

子。

我還曾擔任青少團契的輔導兩次，第一次三年，第二

次是結婚後，大約一年。能在青少團契服事是很喜樂的，

我們的青少年很有活力與屬靈的潛力，跟他們在一起會使

我們變年輕。我記得有一次跟這些孩子們到陽明山擎天崗

踏青，在山上已經走了一上午，回家時因等不到公車，必

須再走一段不短的路去搭另一線公車，這些孩子們走著走

著覺得無聊，於是自動唱起詩歌，一整排大家一起唱，邊

唱邊走，一首接一首，沒有重複喔！大家唱得很起勁，直

到公車站；奇妙的是，中途沒有一個人喊累，其實那天回

到家，我真的累壞了。這些孩子們，即使現在長大了，見

到面還是會熱情打招呼，讓你很窩心，覺得好像是自己家

裡的孩子。

現在我和妻子在伉儷團契，也與小組裡的弟兄姊妹還

有小小孩，建立很好的關係。到了伉儷團契，更真實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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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基督徒如何倚靠神。小組裡有的家庭孩子多，有的上有

父母、下有孩子（都很小很小），大家都有許多重擔，小

組的弟兄姊妹常有分享也常有禱告，彼此代禱是非常頻繁

的，使大家的關係更親蜜。

生命的調整

感謝神，我很喜歡信友堂，從信主以後就一直在這

裡，待了將近二十年，越待越喜歡，可以稱信友堂為我的

家。我在這裡曾經有歡笑的時刻，也有悲傷的時刻，不

管什麼時刻都有信友堂家人的陪伴。我人生最高興的一天

是婚禮那天，當時婚禮臨時提前了一週，但弟兄姊妹還是

為我籌備了一個非常美麗又盛大的婚禮，我很感動也很感

恩。我也曾經歷面臨重大難關壓力的時刻，第一個想到的

就是信友堂，找的也是信友堂，是弟兄姊妹扶持、鼓勵、

代禱才走過來。

剛來到信友堂時非常喜歡上成人主日學、查經聚會，

多年後，多了一個喜歡，喜歡與弟兄姊妹在一起，一起聚

會、一起禱告、一起唱詩歌。信友堂不是完美的教會，但

有許多故事在流傳，流傳神愛罪人的故事。信友堂已經有

六十年了，這裡一定有許多的故事，許多感恩的故事，感

恩上帝的故事。我盼望神憐憫信友堂，有更多愛的故事可

以在信友堂產生，讓這些故事能夠吸引人，讓每個故事都

能有滿滿的感恩。

一些過去生活點滴分享，有沒有勾起一些您的回憶？

但願您有想起一些故事，也盼望我們一起感謝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