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表示，為兼顧防疫、經濟及社會運作，維持國內防疫量能與有
效控管風險，經綜合評估疫情情勢，宣布即日起取消實聯制，現行戴口罩等防疫措施
仍維持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鼓勵民眾下載及使用「臺灣社交距離 APP」。
➡️iPhone 下載：https://apple.co/3jPQXRP
➡️Android 裝置下載：https://bit.ly/3eJlMWs
宗教場所、宗教集會活動防疫規範：
一、落實共通性措施：落實量體溫、加強環境清消、內部
人員健康管理、確診事件即時應變。
二、佩戴口罩：除飲食期間外，須全程佩戴。但神職人員於主持儀式、活動、直播或
錄影時，得暫脫口罩。
三、住宿規範：香客大樓、會館等宗教住宿場所，除同住家人外，限 1 人 1 室。
四、餐飲規範：舉辦宴席不得逐桌敬茶敬酒。敬酒敬茶僅能在臺上舉杯；於臺下逐桌
與賓客互動時，須戴好口罩。
另外，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如針對特定區域或特殊事項，實
施較嚴格的防疫措施，從其規定。
＊防疫輪值人員：
根據 2022 年 1 月 2 日第一次長執會共識，二間禮拜堂自 2022 年 1 月 8 日起，每週
六消毒工作由清潔林先生負責，文華幹事於林先生消毒時在現場監督並確認。
A（服事時間：8:30~台語堂清消完畢）
台語禮拜二樓電梯口體溫量測、手部消毒。台語禮拜後清消大禮拜堂。
B、D（服事時間：8:30~二堂禮拜結束清消完畢）
台語禮拜大禮拜堂前門、華語禮拜體溫量測、手部消毒。
華語禮拜後清消古蹟禮拜堂。
E（服事時間：8:30~二堂禮拜結束清消完畢）
台語禮拜二樓電梯口體溫量測、手部消毒。
台語禮拜後清消大禮拜堂，華語禮拜後清消古蹟禮拜堂。
C、F、G（服事時間：~台語堂清消完畢）
台語禮拜後清消大禮拜堂
項目/日期
A
B、D
E
C、F、G

5/29

6/5

楊凱成
卓聖育、洪添裕
洪泰陽
張玉旻、陳慧錦、鄺豫麟

劉雅玲
徐澄榮、謝理明
張耀文
洪泰陽、鄺豫麟、余燕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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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會公告：
1. 教會長執、會友有確診或必需隔離時，鼓勵會友通知教會辦公室，教會關懷網絡
代禱和做協助。請會友們下載「台灣社交距離軟體 APP」。
2. 若聖工服事人員被隔離，則自行找替代人員代理其服事職務。
3. 教會目前場地不外借給非長老教會總中會的單位，特殊情形需經小會同意。
4. 恢復大禮拜堂大門(2 位招待)以及二樓電梯口(2 位招待)雙向都可以進出的管制方
式，實施細則請防疫小組制定。每週主日防疫人員，由文華幹事負責每週五做通
知。
5. 教會內各團契正常聚會，若有異動請通知教會辦公室；服事團隊（如：聖歌隊、
敬拜團、手鐘團…）恢復正常聚會服事。
＊通知事項＊(司會人員讀★項目)
1. ★2021 年捐款收據已開立完成，請有報稅需要的兄姐至辦公室領取。
2. ★本日(5/29)12:00 召開小會（問道會）。
3. ★6 月 5 日舉行聖餐聖禮典，召開任職會。
4. ★今年的洗禮預定於 6 月 5 日舉行，學道班於今日(5/29)16:00 第四次上課。
5. ★本會鄭純珠執事於 5 月 20 日蒙主恩召，享年 82 歲。訂 6 月 4 日(六)下午 3:00
於東海火葬場舉行入木、火化禮拜；6 月 12 日(日)下午 2:30 在本會大禮拜堂舉行
告別禮拜，請為遺族代禱。
6. 台南神學院宣教文學碩士學分班課程–「醫學倫理的神學觀」
，時間：6 月 11 日(六)
09:00~12:00，內容：「專題討論」，本週為線上上課。
7. 讀經運動：教會目前推動每日查經活動–「活潑的生命」
，想一起和兄姐們同步領受神
的話語嗎？請每日一起讀同樣的經文，思考同一段神的話語，有合一的靈、合一的心，
教會合一。為預防買不到書，請在每月 20 日前就預訂下個月的讀本，每月一本 99 元，
可選擇預購半年或一年。6 月份讀本已寄達，請有訂購的兄姐至辦公室領取。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主日學（校長：洪添裕）
1. 本日(5/29)成人主日學於 2 樓 A 教室上課，內容：啓示錄 22 章 12~14 節、16~17
節、20~21 節。
2. 主日學於 5 月 15 日上午召開第三次教員老師同工會議，因疫情原因，決議停辦
今年度(2022 年)夏季學校(兒童夏令營)。
二、松年團契（會長：張耀文執事）
本日松年團契於禮拜中獻詩，請松年團契會員於主日禮拜前 8 點 10 分在松年教室
練唱詩歌。
三、敬拜讚美團（團長：張哲豪弟兄）
1. 團練時間：每週六晚上 7:00~9:00 於古蹟禮拜堂，歡迎大家一同參與團練～
2. 上週服事同工：主領–張哲豪，司琴–林慧珍，投影–楊延昊，音控–張榮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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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原訂 6 月 11 日於草屯長老教會舉行主光盃桌球聯誼賽，因疫情取消。
2. 2022 年青少年輔導靈修營–［遇見真實的自己］，時間：6 月 2 日(禮拜四)18:00~6
月 4 日(禮拜六)12:00，地點：謝緯紀念營地（南投縣埔里鎮鯉魚路 25 號）
。對象：
全國教會青年、大專生、輔導、家長，歡迎對靈修有興趣的 18-40 歲青年踴躍報名。
報名即日起至 5 月 31 日或額滿截止。費用：每人 1,500 元。詳見
http://youth.pct.org.tw。
3. 「2022 年青年查經營」
，時間：8 月 26 日(禮拜五)14:00～8 月 28 日(禮拜日)14:00，
地點：玉山神學院（花蓮縣壽豐鄉池南村池南路一段 28 號），對象：全國教會青
少年、大專生、輔導，歡迎對聖經有興趣的青年踴躍報名。人數限制：按報名繳
費完成順序，限 100 人。報名即日起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或額滿截止。
報名費用：每人 1,500 元（2022 年 6 月 30 日前享早鳥優惠 1,200 元）報名詳洽
http://acts.pct.org.tw/djactive/ActList.aspx
＊代禱事項＊
1. 求主止息烏俄戰火，拯救烏克蘭脫離邪惡的侵略行動，求主的恩典、慈愛、憐憫
臨到烏克蘭，看顧保守在戰火中的百姓，挪去一切的驚恐保護他們的平安！也求
主在普丁的心思意念動工，讓他選擇和平，停止軍事行動，讓這地再次恢復和平。
2. 本土疫情連日突破幾萬例，政府決定居家隔離縮短為「0+7」天自主健康管理。求
主賜福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滾動式防疫政策，得以掌握、應變疫情的變數，使疫情
傳染得以控制；並求主保守日漸增加的確診者能免於重症的危險，賜下主的平安與
台灣眾百姓同在。
3. 為後壠子段工程的飯店與紀念教堂施工順利、人員安全禱告！
4. 為教會讀經禱告小組的成長代禱，兄姐能持續讀經、生活彼此關懷代禱。
5. 為鄭純珠執事的遺族代禱。
6.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蔡伯煉執事、潘俊彥兄、張高端姐、梁黃美月姐、
陳潘藟姐、簡安祺姐、劉東一兄、許瑞源長老。
＊本週金句＊
(台語) Tú-tio̍h chhìlâi jím-siū ê lâng ū hok-khì, in-ūi kì-jiân keng-kè chhì-giām beh tit-tio̍h
͘
͘
o̍ah-miā ê bián-liû, chiū-sī Chú só èng-ún
hō thiàⁿ
I ê lâng ê.( Ngá-kok1:12)
(台語) 抵著試來忍受的人有福氣，因為既然經過試驗，欲得著活命的冕旒；就是主
所應允互疼伊的人的。(雅各1:12)
(華語) 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經過試驗以後，必得生命的冠冕；這是主應
許給那些愛他之人的。(雅各1:12)
＊每日靈修日程表＊（活潑的生命）
5/29(日)
5/30(一)
5/31(二)
日期
哥林多前書 哥林多前 哥林多前書
經節
12:21~31 書 13:1~7 13:8~13

6/1(三)

6/2(四)

6/3(五)

6/4(六)

哥林多前書

哥林多前書

哥林多前書

哥林多前書

14:1~12

14:13~25

14:26~40

1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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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間聚會＊
星期

時間

地點

本週分享內容

負責同工

上週
出席

日

09:00~10:15

大禮拜堂

主日崇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83 人

日

11:00~12:15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24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0 人

＊下週主日、週間禮拜＊
聚會場次

日期

講員

證道題目

經文

啟
應

聖詩

信仰告白

第一堂
台語禮拜

6/5

劉柏超

門裡門外

約翰福音
10:7~10

14

177
178
399

使徒信經

第二堂
華語禮拜

6/5

劉柏超

門裡門外

約翰福音
10:7~10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6/8

陳正雄

感恩與報恩

哈巴谷3:17~19
希伯來12:25~29

33

580，
613，387

同上

＊上週講道＊
【教牧養成一起來】

詩篇 23:1~6

吳仲徹牧師 2022/5/22

這是一首猶太教與基督教信徒所熟悉的詩歌，可以用在各種的情境。我認為此首
詩也在邀請各位成為一位像上主(耶和華)這樣的牧者。過去以色列的建家立國，人民一
直盼望有一位君王能像上主的牧者，甚至於先知、祭司或是地方的領導者也能成為人
民的牧者。因著時空與處境和文化的轉變，我們稱牧者為教牧者。有增加了現代的條
件，包括信仰的教育與養成等等教育(education)、關顧(care)的專業(profession)訓練和操
練成為領導者、經營者、治理者和傳福音者。因此有神學院的設立，我們已作超越過
去遊牧民族的牧者的蓋年或是工作的內容。現代的教牧者所要針對的是人對人的工
作，不是人對羊群的工作，所以專業知識等的學習與操練是必要的。
台灣在過去因著宣教師成為台灣人民的好牧者好的教牧者，以及本地的教牧之養
成的參與，讓台灣的社會在醫學、教育、社會福利、工業與社會，以及文化的改進與
提升作了很大的貢獻。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可見好的教牧養成工作是不容忽視的。
牧師、傳道或通稱教牧(pastor、minister)是從牧養人如羊群的觀念而來，耶穌自身
為楷模。這包括養成、眷顧、教育、領導與陪伴、管理與治理等的現代領導(leadership)
的意涵。是從是一個動詞延伸成為名詞，所以是在進行著這些工作，是在一個有機體
性功能的人群中有著互動的責任性關係(relationship)。所以，我使用”一起來”一詞是要
呼籲邀請各位參與這樣的”教牧養成一起來”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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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支持神學教育同時也是邀請每位在每一天當中也要用這樣的教牧意識來教
牧我們身邊的他者(人)。如此，可以往好的影響下一代或是彼此間的關係(relationship)
互動。
從較廣的目的而言，教牧的這樣的一個角色終極目標是激起人人為了我們所依存
的國家、國際與社會盡一份教牧的責任，這也是一個民主、自由、主權的國家公民的
責任。
教牧養成一起來並非只是教會信徒裏面的事工。而是像宣教師可以改變和帶動整
各生活社會的提升與改變的異象(vision)事工。
因此，今天代表玉山神學院要邀請各位參與教牧養成的行列，玉神已在七十六年
培育了教牧者超過千人以上(牧者、教育與聖樂者)讓教會永續經營代代相傳在山上和都
市的原住民教會與部落裡，然而，我發現要能有更強而有力的唯一的動力要件是大家
一起來推動。
我們所面對的現代人其每個人的身心靈與群(關係)產生很大的生命與生活正負面
的改變了，而教牧的目標與使命是要提升與加值，往正面的向上的改變與轉化，不是
要往向沉淪的影響。
當我一再閱讀詩篇 23 學習到一位好牧者或是教牧應該如何去作；下列我分享三點
得如何(know how)以及結果的結論的五福(結果)作分享：
本論：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v.1)
第一、 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v 2)：這是指著羊的物質性的需要
的食物，但是更重要的是躺臥與安靜的形容詞。這表是安全與無害的吃喝的環
境和糧食。牧者不能讓羊亂吃到有毒的食物，就像身為一位母親的細心預備或
是篩選食物給不同年齡的孩子吃和喝。所以增加對食物和水的知識與認知是重
要的。安心與安全是心靈的信任關係所建立。羊或是嬰孩與小孩不需要存疑地
刻意去篩選，而是用信任的心情去安心吃喝才能長大。母親是嬰孩、小孩的教
牧讓孩子覺得物質上與心靈上不至缺乏地成長。
第二、 祂使我的靈魂甦醒(菁英)(v 3a)：靈魂是基督教所強調的人的生命之特色。身心
靈一體的生命。但因人是要有群體性的關係生活的，因此，靈的菁英很重要。
自我察覺自我的存在重要的缺乏是什麼呢？還是要隨風漂流地呢？如人叫叫
不動，鬼叫直直去的台灣俗語的人生嗎？靈魂的菁英教我們可以分辨善惡與是
非如羊會分辨主人或是賊一樣。我們的處境也有很多假訊息也有要欺騙得利的
電話等，手機的方便很好，但是假意惡意的迅息太多了，如果靈魂不精英就會
因為缺乏自己和上主的話語而無法甦醒導致被騙被支配。教牧的事奉通過查經
禱告和各種聚會崇拜等為要我們的靈甦醒。然而要注意的是有一些的靈糧也是
有毒的，所以靈的查學與分辨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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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祂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v 3b)：名代表全人。上主為自己的名一定引導羊群
走義的路。義是正確的、積極的、光明的、合宜的、屬上主的道路，所以詩人
說：走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災害。懼怕會讓一個人投降和妥協，成為惡勢力或
惡者的所詐取與勝利的受害者。但走義路卻會是勝過敵人。上主會讓羊群得到
榮耀性的自主、自信、自尊的勝利的款待：這是詩人說：在我敵人面前為我擺
設筵席之意。這也有利益關係在內的，因為牧者絕對不會讓羊群入狼群或是危
險的山谷之路。牧者就會利益損失很大。有如我在公園散步遇見一位像我一樣
的老人在溜狗。我說這條狗很幸運有你真好，他回答我說：它給我的利益更多。
有智慧聰明的教牧引導信徒走義路，引導他人走義路是會回饋到我們的全人全
名。
結論
我要從經文(vs 4-6)歸類其結果有 5 福：
第一福是：不怕遭害//因為牧者的杖和竿會安慰與同在 (v 4)害怕與懼怕是一個人
成長的最大障礙，會使人失眠不安，甚至嚴重會幻聽幻覺。第二福是：在敵人面前為
我擺設筵席 (v 5a)：自信自在的生活，不是當奴隸屈服於惡者惡勢力的生活。誰是敵人
呢？要來傷害生命財產的人不是敵人嗎？靈不甦醒就會把敵人當友人、當主人看待與
對待，這種敵我不分的現象是可見的。第三福是：你用油高了我的頭使我服杯滿溢 (vs
5b)：猶太人比喻人像是一個杯。若是上主加滿了，你若不分給別人就不會常常滿溢的。
膏油是看重看為尊貴的人。如果成為一位好牧者其羊群有受益。第四福是：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grace)、慈愛(love)隨著(follow)我 (v 6a)：恩惠與慈愛是上主的本質像 DNA，
而人是按照祂的形像而造的，這是說人是配得這樣高品質的生命值。所以隨著的意思
是，我們人不必去爭取或是賺取的。人的成長最缺乏的是恩惠與慈愛，看人從小孩到
成年的成長，不是最需要嗎？第五福是：我且要住在(dwell)上主的殿中直到永遠(v 6b)。
意思是永遠的居所，可得嗎？被允許嗎？除非是被邀請，因為要住在一個人的家並非
隨隨便便的，而且可以永遠，這是福，不是嗎？
五福的回櫃於牧者或是教牧。因此，我要邀請每一位可以成為他人的教牧者。這
也是此詩篇的目的，回應詩篇第一篇，也邀請人成為有福的人一樣的目標，這是舊約
強調的智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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