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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愛的種子

茁壯為追求神話語的大樹
—記婦女查經團契發展歷程
團契成立的目的，是顧念姊妹們追求神話語的渴慕，盼望所行

的能堅固姊妹們在追求神話語上的持續委身，直到生命在基督

裡被全面的建造起來⋯

／編輯部整理

一株枝繁葉茂的大樹

每星期二早上10點，教會四樓副堂，聚集約200位姊妹

一起唱詩敬拜，聆聽牧師經文講解，接著分組討論查

經題目與交通禱告，中午12點下課。結束後有人回家、有

人回去工作，還有人一起用餐，就生活、經文繼續交通分

享。這便是婦女查經團契現今聚會的狀況。

團契成員以本教會姊妹為主，另外有平均20%至30%外

教會的姊妹；目前有14個小組，每組約20人左右，除了有

資深的姊妹擔任小組長，感謝神陸續有師母、女傳道加入

擔任輔導一起服事。團契中有懷孕、推娃娃車到年長各年

齡層的姊妹，也有來自國內外各地的姊妹，令人感動的是

她們都有一顆渴募神話語的心，追求屬靈生命的成長；在

這裡一起查經、一起交通禱告、彼此扶持、同喜同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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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世界的角度來臆測故事起頭，或許有人會說，從現

狀看來這麼有制度的發展，一定是因為起始規劃非常嚴謹、

按章程逐條辦事⋯⋯。這說法只對了一半，通常人認同的

「規劃」、「嚴謹」與「章程規條」是出於人的籌謀；婦女

查經團契自然是「規劃」與「嚴謹」下的產物，但背後的擘

手乃是愛我們的天父上帝，而出於上帝的帶領取代了章程規

條堆砌的成長進程。

婦女查經團契主席三年一任，迄今有三位主席，人數從

一開始40多人增長為80多人，再從80多人成長為120多人，

一直到迄今約200人，透過歷任主席的分享，見證數算從一

顆愛的種子茁壯為一株結實纍纍的大樹—婦女查經團契近

10年來所經歷的主恩。

從一顆愛的種子開始 

早在婦女查經團契成立之前，教會在週間不同的時段，

就有幾個姊妹/媽媽小組，分別由教會中的師母或是姊妹帶

領查經，也在生活中牧養關心姊妹的需要。當時年輕的媽媽

來參加聚會時，幾乎都會帶著學齡前的孩子們一起來，為了

使姊妹們有好的聚會品質，於是從2001年開始，聚會的同

時，安排幼兒照顧，就這樣經過了兩年。

在這兩年中，一群有負擔的姊妹，看見教會在婦女事工

上，有如此大的需要，於是彼此交通，傳遞負擔，漸漸地，

神感動姊妹們有一致的看見，於是在2003年9月向教會反應

成立婦女查經班，將原有的幾個姊妹/媽媽小組，全部集中

在每週二的早上，依照姊妹的年齡層，分組查經，同時有負

擔的姊妹，也輪流當義工照顧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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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查經班成立後，來參加查經的姊妹，人數明顯的

成長，相對的學齡前的幼兒人數也跟著增加，當時在查經

班的姊妹中，有許多位兒童主日學的老師，她們根據孩子

的年齡，以及個人教學的經驗，共同編寫了一套幼兒學習

教材，這套教材在婦女查經團契沿用至今，這幾年經過改

寫與整理，內容完整有次序。因為年幼的孩子能得著妥

善照顧、甚至信仰教育，使許多年輕的媽媽能持續、安心

地，參加婦女查經聚會。

在婦女查經班成立的開始，其中許多信仰成熟的姊

妹，不但委身服事；帶領查經、落實關懷小組裡有需要的

姊妹，她們也輪流在同時段擔任幼兒班的老師，以扶持年

輕的姊妹能專心聚會。此外，當教會有探訪的需要，有追

思禮拜獻詩服事的需要—雅歌詩班，這群姊妹都殷勤地

投入教會的服事，這樣的傳統延續迄今，未曾間段。感謝

主，姊妹願意在養育孩子的重擔變輕省後(孩子都長大)，

不去追求個人享受的生活，反而更委身在教會服事、追求

神的話語、並扶持同在主裡的年輕姊妹；這不同於世俗價

值的生命選擇，支持了婦女查經班的運作，也讓年輕姊妹

在被扶持之餘，心裡栽下寶貴的種子，日後也能學習年長

姊妹的生命見證。

制度化帶來堅韌粗壯的樹幹

隨著團契人數增長和陸續發生一些狀況，讓團隊深思

要使團契運作制度化，日後即便更替同工團隊，團契都能

維持健全的運作。包括繼續使用「婦女查經團契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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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內容處理了一些在團契內容易發生的問題，也建立參

與成員在生命交流上的共識和默契。一直到現在，每學期

的第一次聚會中，主席會帶領大家認識和復習專屬於婦女

查經團契的公約。

查經班更名為查經團契後，教會投入多些支援，其中

第一個小時的查經講道開始由牧者輪流負責；查經班開始

每學期固定某聖經經卷的查經，讓第二小時的查經教材與

第一小時的講道內容每周進度一致，幫助參與姊妹能更有

效深入的親近神的話語。在查經的內容上，婦女查經團契

重視聖經理解後的生活化應用，在小組討論中以落實這個

追求為目標。一年後，康來昌牧師能固定來講道，除了康

牧師外，胡朱文瑜師母也曾長期負責第一個小時的講道。

此外，當參與的姊妹人數增加，會帶來許多不同、且深入

的個人需要，在這方面周玖玫師母長期予以個人協談和幫

助，或轉入教會牧養系統、進入不同團契來跟進牧養。

當人數增長後，查經團契能如常運作，端賴同工團隊

忠心、且同心合一的服事，這是三任主席深深感恩之處。

其中，特別是各組小組長對團契的付出。小組長不單是聚

會時帶領小組對聖經經文生活化的討論，更是站在第一線

上直接關懷小組成員需要與難處的主要同工。查經團契若

能持續成長，小組長們的忠心擺上功不可沒。此外，因著

查經團契的成長，需要的服事也增加，小組長、領會、司

琴、文書、行政、幼兒看顧、幼兒教師、招待⋯⋯等；在

這個階段，種種需要讓當時團契每兩個人裡就有一個人在

團契有服事。這種種同工的機會和操練，讓查經團契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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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一顆種子、一株小樹苗，而是逐漸成長為有粗壯樹幹

的大樹樣貌。

因著愛與忠心擺上而蒙恩

雖然有些人來來去去，神仍然不斷將人數加給婦女查

經團契，見證神在這裡滿滿的祝福，這裡是神的家、這是

神的團契、她們是神的女兒。其中的關鍵是有一群成熟、

委身與忠心擺上的小組長，她們除了聯絡、行政、關懷、

陪伴、甚至還要牧養，不但付出時間、體力、還有耐心和

愛心，真是又忠心又良腎的僕人。這份落實第一線的付

出，讓查經團契不只有追求真理的知識功能，還兼具讓真

理回歸到生命間相愛、相交的愛的功能。

這個查經班幫助許多姊妹雖經歷困難與患難，仍持續

禱告、仰望神，並持守對神話語的追求，與操練倚靠神的

話語走過生命窄路，真是最美的見證。求神繼續恩待這個

讓姊妹們追求親近神話語的聚會，讓每個來參加的姊妹，

都能因著持續委身追求神的話語，屬靈生命在基督裡有根

有基的建造起來。

經歷十年的成長，婦女查經團契滋長為一幅生意盎然的

圖畫；然而，在三位姊妹的分享中，卻沒聽到她們說，團契

成立的目的在於追求人數的成長。她們反覆提到的、從不同

角度分享的，有一個共同的交集，就是顧念姊妹們追求神話

語的渴慕，盼望所行的能堅固姊妹們在追求神話語上的持續

委身，直到生命在基督裡被全面的建造起來。這樣一份愛姊

妹、愛慕神話語的心，實在蒙神喜悅，蒙神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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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恩實在多
／黃張宜君

耶
和華的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耶和華的法度確定，能

使愚人有智慧。 耶和華的訓 詞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

和華的命令清潔，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華的道理潔淨，存到

永遠；耶和華的典章真實，全然公義 ─ 都比金子可羨慕，且

比極多的精金可羨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  

(詩十九7-10)

十年前，蒙主的恩典從工作崗位退了下來，時間又能由

自己掌控了。當時聽說每周二早上有一群姊妹們在教會一起

唱詩、禱告、讀神的話，心受吸引，決定去看看，沒想到因

而踏上了蒙福的途徑。

箴言九章10節「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

便是聰明。」感謝主，團契成立之初，就決定單純以查考聖

經為主。雖然剛開始只有數十位姊妹參加，但是，神的話吸

引人，聖經不僅是小組分享的內容，更是姊妹們在生活難處

中的指引。遇難處，痛苦的時候，透過小組的關懷代禱，使

姊妹們體會也經歷聖經中的話，不僅是知識，更是生命建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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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元素。

身在其中的我，更是在逐卷查考的經文中，更多認識

那位以為遠在天邊、卻是近在咫尺的救贖主。過往對神錯

誤的認識，一點一點的被修正。對神話語的信實，一點一

點的被建立。感謝主，祂不僅吸引我，也吸引許多姊妹來

認識信靠祂。如今，團契已近二百位姊妹。再一次見證到

主的話語大有能力，能滿足人心。

主為團契預備了屬靈長輩如康牧師、胡師母來教導，

並帶領多位師母陪伴小組長們來推動團契事工。從領受教

導，小組分享，姊妹們在團契裏找到了屬靈的大家庭，大

家彼此相扶相持，一同奔走天路。

雖然路途中難免有艱難的眼淚，但是神的恩典浩大。

我們見證到慕道友蒙恩了，初信的成熟了，有托付的，也

敢於承當重任。是的，主的名是配得頌讚的，祂的信實廣

大，直到永遠！阿們！

願饑渴慕義的姊妹們，齊來參加這屬靈的大家庭，同

蒙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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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神尋回的迷失靈魂
我跟主說：「謝謝主，把我這好宴樂的寡婦尋回，給了我新生

命!」

茵

前段時間，當我讀到提摩太前書五章6節：「但那好宴

樂的寡婦正活著的時候也是死的。」 當下就跟主說：

「謝謝主，把我這好宴樂的寡婦尋回，給了我新生命！」

迷失的靈魂

四年前，因前夫外遇，我選擇離婚。那時靠著意志力

與道德教育，每天努力忘記這一段不堪的歲月，甚至要求

自己要原諒他們。所以我過了兩年壓抑自己，同時也成為

好宴樂的失婚婦女。

後來有位大學同學介紹他喪偶的表哥，希望我們能成

為朋友。這位表哥是虔誠的弟兄，我們見面四次，他就傳

了兩次福音！那時的我心非常剛硬！可是，主卻開始親自

帶領我回家。

某天我在汐止迷路，看到三次教堂。回到台北就打電

話給帶我信主的姊妹，她說：「主在找迷失的羊，妳回家

HFPC 29.pdf   1   12/4/23   下午2:10



信友通訊
2012·04 30

｜ 專 題 ｜

吧。」回家隨手翻閱朋友借我的聖經，映入眼簾的是馬太

福音五章，其中最醒目的是「論仇敵」。 讀完後，我莫名

地掉眼淚，並開始跟主說心裡話。從那天開始，我不再夜

裡失眠！不再夜裡流淚！

神興起同伴幫助我

此後我決定回教會，我的媽媽卻非常反對，常用言語

攻擊我。她說：「妳是我女兒，我不相信妳信主耶穌生命

就會改變。我要看看妳的耶穌、妳的上帝多厲害！」我回

嘴兩次，當我想反擊第三次時，發現自己開不了口。才發

現我的心竟然在跟主說話：「主啊！我媽說的都對，她說

的是以前我，可是姊妹說信祢就可以成為新造的人。我想

跟姊妹們一樣成為新造的人，所以我要信靠祢了。」於

是，當我媽媽尖酸言語數落我的老我時，我就躲到耶穌

裡，一直禱告。奇妙的神就一步一步地讓我看見信靠祂的

祝福。

回教會後，基微姊帶我來信友堂參加婦女查經團契，

在這裡我看到神的兒女們用敬拜和虔誠的心來學習上帝話

語，在小組討論時間，姊妹們的分享和見證都感動我。查

經團契、小組討論和主日崇拜，幫助我漸漸認識上帝。神

也使用不同人事物，讓我看到自己的軟弱，並透過姊妹們

分享神的話來扶持、安慰、鼓勵我！

回到主的大家庭半年後，我的媽媽在親戚面前為我做

見證，也是為主做見證！那一刻我要將榮耀歸給神：「不

是我做的，我無能力，一切榮耀歸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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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神才是幸福的根源

回顧走過來的人生路，真是有太多的事要感恩，能成

為神的兒女是上帝賜予我的，以弗所書中所說，「你們得

救是本乎恩，也因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

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弗二8）感謝神有愛心、

耐心地等我們，一直到我們被祂的愛轉變，被祂的愛軟

化。

神的奇異恩典數算不完，讓我可以跟身邊的人說：認

識到神才是幸福的根源！願我們都常在主裡，有單純的信

心、愛心和盼望，使我們的生命和信仰完全合一，成為愛

神、愛人、也能為神做見證的基督徒。



信友通訊
2012·04 32

｜ 專 題 ｜

婦女查經團契

使我的人生閃亮起來
回想我在婦女查經團契的日子，無論晴雨，神總是祝福滿滿。

祂賜給我屬靈同伴，在這樣佳美的環境中，讓我在知識與恩典

中逐漸長進。

／顧亞男

我於民國94年9月於信友堂受洗歸主，在此之前半年，好

友宜君帶領我進入婦女查經團契。是主尋回我這迷途

的羊，因祂的憐憫慈愛，賜給我一條又新又活的路，使我

能認識祂。神用話語造就我，使我生命改變，祂的慈手總

是藉由一些人事物來牽引我，使我與祂更相親！我在婦女

查經團契的日子雖只有7年，然而我的人生卻從此開始閃閃

發亮起來！

渴慕基督裡謙卑又有智慧的新生命

第一次進入婦女查經團契，我整個人就被美妙的詩歌

所吸引，心裡不禁非常期待想要參與其中！我的第一個小

組長就是宜君，她是我30年的老同事，自認為對她已非常

熟悉，難免起了怠慢之心，問題的回答與討論都隨己意，

甚為唐突與無禮。幾次下來，聽到小組中兩位年輕姊妹回

答問題謹慎小心，還參照其他經卷裡的句子，將一個問題

的答案表達得清楚完整，這讓我心裡羨慕她們的謙虛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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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於是開始認真查聖經。

神的話語一經解開就發出亮光，祂照見我生命中的黑

暗，讓我深深覺得自己的不足不配，就此再也無法驕傲。

神的話語帶出力量，我屬靈的眼光既經聖靈開啟，就再也

不想轉移。我像一塊乾枯已久的海綿，熱誠地在聖經這本

書中，盡情吸取所需要的養分水分。讀聖經的過程，我心

生非常多疑問，宜君借給我屬靈書籍閱讀，其中對基督教

的教義教理都有很正確的教導，閱讀這些書使我心裡持續

深受吸引，我們還利用每次小組結束後的餐聚時間繼續討

論。慢慢地，我發覺以往愛看的書已被束之高閣，而去查

經團契則變成我一週的大事。半年後我受洗歸主，對於宜

君，我由衷的感謝；在查考經文時，神的話語已成為我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動力，是那奇妙力量的泉源使我不再是

我，卻更加滿心喜樂。

經句背誦帶來的生命祝福

婦女查經團契每週都要背頌經句，黃達三師母那時是

我們小組輔導，她要每位姊妹都學習背經句。在一次電話

關懷時，她邀請我與她一同（除了背誦當週經句）多背誦

一篇詩篇，是非常認真、一個字都不能錯的背誦。這激起

了挑戰自我的意念，並展開了我的背經日子。

詩篇中，智慧、美麗又感情豐富的字句，使我心歡

喜、靈震動。我們一直背到詩篇第74篇，直到師母因為隨

著牧師出國離開信友堂。師母盡心盡力在神的事工中服事

人服事神，她對我這平凡的姊妹所付出的時間、關懷、帶

領與愛，令我難以忘懷。藉由詩篇，我也開始學習用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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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誠實向神禱告，我深深體念到：這些都是出於神、依靠

神、也要歸於神！

在團契裡操練彼此服事

婦女查經團契有很多活動，領會與獻詩是敬拜，幼兒照

顧是學習，郊遊聚餐則是享受。這些活動除了團契的目的，

也引導姊妹們參與服事。其中我覺得很有趣的活動是洗玩

具！看到許多平常衣著整齊、打扮光鮮的姊妹們，打著光

腳、穿著短褲（包括我），穿梭在一籃籃的玩具之間，手裡

拿著酒精、水管、水桶、抹布，臉上滿是汗水，空氣中卻洋

溢著歡笑。大家都回復像小女孩的模樣，卻又有成年婦女的

敏捷幹練，在笑聲中我學到了什麼叫做在主基督裡的彼此服

事，也明白如何在服事中互相配搭、彼此幫補。

回想我在婦女查經團契的日子，無論晴雨，神總是祝

福滿滿。祂賜給我屬靈同伴，在這樣佳美的環境中，讓我

在知識與恩典中逐漸長進。去年底，我搬家到高雄，要離

開信友堂婦女查經團契，竟然像個要斷奶的孩子般，對母

親溫暖的懷抱是如此眷戀。

台北的冬天寒冷多濕，然而高雄美麗的陽光卻怎麼樣

都無法填補我心中那份憾然。我相信神美善的旨意，我順

服神在這段時間要我離開婦女查經團契，去服事家人，為

主作見證。然而，我仍要告訴我的姊妹們：你們能夠繼續

在這樣美善的團契中生命成長，是多麼幸福且蒙福啊！短

期內我雖無法繼續參加查經，然而斷奶的嬰孩必定更加強

壯！期許神能壯膽堅固我的心，專心仰望我主我神，因祂

正是我心裡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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