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公告】
（發佈日期 2021/2/3）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再次呼籲民眾進入醫療機構務必全程佩戴口罩、遵循呼吸道
衛生與咳嗽禮節、落實手部衛生。如無法佩戴口罩，則要求民眾咳嗽或噴嚏時用衛
生紙遮住口鼻，以降低病毒傳播風險。醫療機構倘遇主動規勸或瞭解原因後提供適
當協助，仍無故不配合佩戴口罩者，可報請地方主管機關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 36 條
規定，依同法第 70 條處新臺幣 3 千元以上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鍰。
指揮中心籲請民眾盡量避免不必要的陪病或探病，建議以視訊或電話方式替代
實地探視；若仍有實地探視需要，應配合實名登記及院方相關管理措施。
指揮中心籲請民眾自國外入境時，如有發燒、咳嗽等不適症狀，應主動通報機
場及港口檢疫人員，並配合防疫措施；返國後應落實居家檢疫，期間如出現疑似症
狀，請主動聯繫衛生局或各縣市關懷中心，並依指示就醫，切勿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就醫時請務必告知醫師旅遊史、職業別、接觸史及是否群聚(TOCC)，以供及時診斷
通報。
此外，指揮中心再次提醒，民眾出入醫療照護、公共運輸、生活消費、教育學
習、觀展觀賽、休閒娛樂、宗教祭祀及洽公機關(構)等八大類高感染傳播風險場域，
因不易與他人保持社交距離，且會近距離接觸不特定對象，請務必佩戴口罩，並應
落實勤洗手、咳嗽禮節等個人衛生習慣，以降低感染風險。
＊長執會公告＊
針對武漢冠狀肺炎，本會防疫措施如下：
1. 自 2020 年 3 月 2 日起 2021 年 6 月底本會二間禮拜堂不外借。期間松年會館、聖
歌隊練唱室、主日學教室、少契教室、…等空間請各單位於使用後對桌椅及地板
擦拭及消毒。
2. 即日起至 2021 年 6 月底（或政府公告防疫期間結束）本會社區圖書閱覽室暫停開放。
3. 即日起至 2021 年 6 月底（或政府公告防疫期間結束）
，暫停供應源咖啡、主日愛餐。
4. 若會友處於居家檢疫者，請通知教會代禱並予以協助。
5. 兄姐進入禮拜堂請配合檢測額溫。
6. 倘若天氣炎熱需使用冷氣時，仍應維持門窗敞開。
7. 二間禮拜堂分別由各委員會於週六 09:00~10:30 進行消毒工作，負責日期如下：
服務委員會：4/17。總務委員會：3/20。禮拜委員會：3/27。宣道委員會：4/3。
教育委員會：4/10。歡迎教會兄姐一同前來幫忙。
＊防疫輪值人員：
日期

地點

大禮拜堂
2F 電梯口
大禮拜堂
3 月 21 日
2F 電梯口
3 月 14 日

量體溫

噴酒精、貼貼紙

楊凱成
謝理明
何啓光
程玉珍

黃惠冠
賴信旭
高雅智
顏姿叡

錄影（2 處）

賴信旭
洪泰陽

＊通知事項＊(司會人員讀★項目)
1. ★本日(3/14)是「台南神學院奉獻主日」
，由愛蘭教會吳炳正牧師前來本會請安報告
並主禮一、二堂禮拜。
2. ★聖餐：本會訂 4 月 4 日復活節舉行聖餐聖禮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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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洗禮：6 月 6 日舉行洗禮聖禮典，請欲受洗的兄姐至辦公室報名。
4. ★台中市十字園：因應武漢肺炎疫情在台灣地區尚未緩和，恐有群聚感染之慮；
2021 年清明追思禮拜決議取消，改由家屬提前或延後自行安排時間前來追思故人，
並請遵行人數分流及停留時間等防疫規定。開放時間：4 月 2 日(五) ~ 4/5(一)連假
4 天上午 9 點至下午 5 點(全天開放)。平常日禮拜二至六/禮拜日下午亦開放入園供
家屬追思，緬懷親人。
5. ★本會為製作會友通訊錄，敬請教會兄姐填寫「個人資料授權/取得使用同意書」。
6. ★會員通訊資料公佈於 1F 公佈欄，請兄姐前往查看並訂正。
7. ★請兄姐繳交個人大頭照或全家福相片（紙本、電子檔均可）至辦公室或電子信
箱 liuyuan.ch@gmail.com。
8. ★後壠子事工小組訂 3 月 14 日(日)12:00 在小會會議室召開會議，請以下人員出席：
劉柏超、卓聖育、葉美玲、顏姿叡、劉雅玲、張玉旻、許允麗、許明暉。
9. ★讀經運動：教會目前推動每日查經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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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可選擇一次訂半年或一
年。請有訂購 3 月份讀本的兄姐（劉芸溎、余軒蘋）至辦公室領取並繳費（請自備
零錢）。
10. 讀經禱告小組：教會將於 2021 年推動每日讀經運動，使用「活潑的生命」這本
研經本，透過所默想的經文傾聽神的聲音，並應用在實際生活中，進而活出順服的生活。
辦法：(1)自行找 5~7 人的弟兄姊妹成為一組，組中找出一位組長。
(2)若是個人有意願者，也可報名。
(3)「活潑的生命」研經本每月一本，每本 99 元，請向幹事登記購買。
(4)「查經禱告小組」預計在三月份開始實施，個人可以先購買研經本開始
每日研讀。
(5)各組可以定期分享，時間自行商議決定。
(6)歡迎弟兄姊妹們能踴躍報名。
(7)有意願參加的小組或兄姐，請向牧師或幹事報名；經報備小會、培育組
後開始實施。
11. 上週探訪：吳睦麗、林恩仲&林碧霞、施義賢、黃清南&盧月桃、黃建晟&陳有慧、
楊忠憲&程玉珍、王連嚴&尤惠旻。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主日學（校長：劉雅玲長老）
1. 本日(3/14)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
二、手鐘團（團長：呂慧玲執事）
手鐘團自 3 月 2 日(二)開始上課，歡迎有興趣的會友可以來報名參加並參與服事，
時間：每週二晚上 7:30 到 9:30，地點：2F 團契辦公室。
三、松年團契（會長：林政義長老）
1. 本日(3/14)禮拜後舉行例會及慶生會，例會由委員-曾正賢主理，歡迎踴躍參加。
三月份壽星如下：潘藟姐、鄭清惠姐、林錦雪姐、王美莉姐、劉東一兄、
陳春美姐、黃秀燕姐等，祝福壽星們生日快樂，主恩滿溢！
2. 松年部舉辦松年團契會員春季靈修旅遊，日期：2021 年 4 月 6~7 日，合歡山賞
杜鵑 2 日遊。○
1 行程：第一天廬山溫泉風景區、合歡山賞杜鵑-輕鬆走-途經梅峰、
翠峰、鳶峰、昆陽、台灣公路最高點 3275m 武嶺、松雪樓、夜宿埔里鎮寶大飯
店。第二天雲林湖山水庫〜品皇咖啡參觀〜蒜頭糖廠蔗埕文化園區。○
2 費用：
每人 3000 元，松契兄姐有補助。○
3 自即日起報名至 3 月 14 日止、逾期不予受理。
○
4 報名請向副會長–張耀文弟兄報名。
PS：因合歡山海拔高度 3150 公尺、空氣較稀薄，須衡量斟酌自己的身體狀況是
否適宜處於高山狀態或自備高山症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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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中中會舉辦中區三中會第 33 屆松年聯誼活動，彰化基督教醫院贊助、彰化
中會松年部、嘉義中會松年部協辦。○
1 日期：5 月 14 日(五)上午 8:30 至下午 2:00○
2
地點：台中市潮港城國際美食館○
3 費用每人 500 元，松契兄姐有補助，傳道師
免費。○
4 即日起開始報名至 4 月 11 日截止，逾期不於受理。○
5 報名請向副會長
–張耀文報名及繳費。
四、社青團契（會長：張榮璋執事）
本日(3/14)至大坑踏青，13:30 從教會出發，14:00 於台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一段 396
號（7-11 東侑門市）集合。
五、婦女團契（會長：王美莉長老）
下週主日(3/21)第一堂禮拜後舉行例會，主題：
「快速緩解肩背痛」
，主講：楊忠憲
醫師，司會：陳佳萍執事。地點：1F 松年會館。
六、男聲合唱團（團長：何啓光長老）
男聲合唱團 3、4、5 月每週六 15:30~17:00 在 2F 練唱室練唱。
七、敬拜讚美團（團長：張玉旻長老）
尋人啟示：我們要找你一起來服事，如果你有興趣以下事工沒有基礎沒關係只要
有心我們就教，有意者請洽敬拜團。
1) 音控。 2) 投影片製作、放映。 3) 貝斯。
八、關懷組（王惠玲執事）
凡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柳原教會之在籍會員經常參加聚會或非在籍會員參加團
契、禮拜全年達三分之二以上者(由輔導認定之)，而就學於神學院及一般公私立國
小以上學校，符合下列規定者，得向本會提出獎學金及獎勵金之申請。
1.學業成績：大專以上學期成績平均在七十分以上，高中職學期成績平均在七十五
分以上(五年制技術學院一、二、三年級比照高中，四、五年級及本宗神學院各
科系等比照大專院校)國中及國小獎勵金不在此限。
2.操行成績：學期成績平均在 75 分或甲等以上。
3.有參加少年團契的國中生及主日學的國小生由輔導及校長提供符合資格名單。
4.申請日期：3 月 7 日~3 月 21 日止。
九、探訪組（組長：陳慧錦執事）
探訪組正在安排 3、4 月的探訪行程，有預備被探訪的會友或有急需被探訪者請知
情者洽教會幹事轉告本組，以利盡速安排~感謝！
＊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活力松年｣銀髮肌力帶領人初階培訓課程–中部場，時間：3 月 15 日(一)08:30~
17:00，地點：向榮教會（西區忠明南路 16 號 2 樓）。
2. 台中中會傳道部舉辦長執訓練會，時間：3 月 28 日(日)下午 2:00~6:00，地點：
向上長老教會。講題：「黃金十年–21 世紀的 20 年代」，講員：林鴻信牧師。回
應：賴毅穗牧師~緬甸的呼聲。費用：200 元/人（含講義、晚餐）。
＊代禱事項＊
1. 為此次武漢肺炎疫情在全世界造成的重大傷害。求主憐憫此次「武漢肺炎」的
病患及傷亡者，使疫情能受控制並且儘快度過高峰期，並為所有前線的醫護人
員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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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興建中後壠子教堂工程順利及施工安全代禱。
3. 為參加學測、統測、國中會考的同學代禱。
4.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蔡伯煉執事、陳春生兄、潘俊彥兄、賴明榮兄、
張高端姐、蔡宗良執事、林義耕兄、簡安祺老師、歐王雪雲姐、梁黃美月姐、
蘇瓊觀姐、江孟哲牧師。
＊本週金句＊
(台語) In-ūi lín tùi un-tián tit-tio̍ h kiù, sī tùi sìn; che iā m̄ sī chhut tī lín pún-sin,
sī Siōng-tè só͘ siúⁿ-sù. (I-hut-só͘ 2:8)
(台語) 因為恁對恩典得著救，是對信；這也毋是出佇恁本身，是上帝所賞賜。
(以弗所 2:8)
(華語)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上帝所賜的。
(以弗所 2:8)
＊下週金句＊
以弗所 4:26
＊每日靈修日程表＊（活潑的生命）
3/14(日) 3/15(一) 3/16(二) 3/17(三) 3/18(四) 3/19(五) 3/20(六)
馬太福音 馬太福音 馬太福音 馬太福音 馬太福音 馬太福音 馬太福音
經節
23:1~12 23:13~24 23:25~39 24:1~14 24:15~28 24:29~35 24:36~51
＊週間聚會＊
日期

星期

時間

地點

本週分享內容

負責同工

上週
出席

日

09:00~10:30

大禮拜堂

主日崇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47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36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8 人

四

10:00~11:30 2 樓團契辦公室

日文讀經分享班

暫停

-

六

08:10~09:00

讀經禱告會

暫停

-

1 樓松年會館

＊下週主日、週間禮拜經課表＊
每週主日 08:50、主日第二堂 10:25 及每週三晚間 07:50 禮拜前禱告會，請司禮、
司獻、領詩、司琴及聖歌隊同工一同在 2F 練唱室、古蹟禮拜堂 1F 祈禱室集合，
請主禮牧師帶領禮拜前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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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劉柏超

工具箱

羅馬書
12：1~8

14

278
382
397

尼西亞
信經

第二堂
華語禮拜

3/21

劉柏超

工具箱

羅馬書
12：1~8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3/24

陳正雄

成長的勇
氣

彼得前書
1：14~25

13

18，
194，39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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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著穿仁愛】

歌羅西書三:12~17

成如慧牧師 2021/3/7

今主日是婦女事工紀念主日。有關婦女的議題，網路有一個笑話：政府安排節日
的時候真是奇妙！2 月 14 日是情人節，情人節過了就是 3 月 8 日，三八婦女節，意思
就是：情人節之後，女朋友求婚成功就變成是一位婦女了。3 月 8 日的婦女節之後，就
是 4 月 1 日：愚人節。原來變為婦女後，才發現被騙了。愚人節了後，就是 4 月 4 日：
兒童節，婦女發現被騙了非常驚訝，因為竟然還要開始生孩子了。
兒童節了後，就是 5 月 1 日：勞動節，生完孩子後，已經發現也來不及了，因為
要開始勞動做牛做馬了，還好！5 月第二禮拜有一個：母親節。讓做媽媽的，才得到不
少安慰與鼓勵，也甘心為家庭及兒女做牛做馬啊！
根據調查：婦女在婦女的節日中，婦女們的願望比較多的是希望：要做一個生活
快樂自在又有自信的婦女。俗語講：婦女的衣櫥裡面，永遠少一件衣服，總是期待穿
得衣服可以為自己的外表來加分。感謝上帝！每個主日，我非常喜歡看見許多婦女，
甚至是長輩，穿戴好衣服的來到教會敬拜上帝，之前，在屏東的時，禮拜六，也會載
阿嬤去頭髮店，Se-Do。對阿嬷這樣用心的預備，就可以了解，阿嬤對參加禮拜的期待。
人的生活，除了注重外表穿的衣服，特別對基督徒來講，我們更應該注重的
是生活中怎麼穿出基督的信仰見證。今主日，藉由保羅先生所寫的歌羅西書第三
章來看：基督徒生活中重要的就是：著穿仁愛！
從保羅先生寫歌羅西書來看，保羅先生非常重視基督徒的生命與生活，意思就是，
基督徒不只是要認識上帝的真理，更是要活出基督的新生命，就是在生活中實實在在
活出基督美好的見證。
歌羅西書第三章 12-15 節，16-17 節，分做兩部份：著穿仁愛的重要性
和著穿仁愛的生活實踐。
第一部分著穿仁愛的重要性：基督徒的身份：就是第 12 節所講：咱這群信主的信
徒是互上帝所揀選的，是聖潔的，也是得著上帝所疼的。
“穿”：經文中，第 12 節與第 14 節，都有出現：”穿”，這個字。在中文和合
本是用”存著”來翻譯，漢字本是比較接近原文的”穿”的意思。這些品德怎麼能夠
用“穿”的呢？穿在此，一方面表示我們本身原本沒有任何這些美的品德，這一切都
是變換做上帝新創造的人的”新人”所才有的，所以我們信主之後，就應當將這穿起
來。另外一方面，雖然，這些品德是屬於內在的，我們卻要將它表現出來在實際的生
活的時，這個品德就好像衣服，我們要將它們都穿在身上。
特別是保羅先生說：基督徒要有新人的生活，就是要穿著第 12 節後段的五個品德：
憐憫的心、仁慈、謙卑、溫柔與吞愞。
『憐憫』是指一種對人有感情的表現；使我們願
意去幫助別人。『仁慈』是對別人寬容的一種態度；『謙卑』是對自己有不斷反省的一
種能力；『溫柔』是為著別人來設想，有一個和平的心；
『吞愞』是忍受痛苦的心，這種痛苦，不管是出於別人的過失，或是故意的傷害，
我們仍沒生氣，沒去記恨的態度。第 14 節：佇諸個的頂面，著穿仁愛，就是完全的結
聯。比以上這五個品德更重要的就是：仁愛。古早人穿的衣服都是寬鬆的，身驅頂的
衫穿好了後，就要用一條帶來縖腰，才可以是講：衫有穿好，有穿整齊了。保羅就是
用仁愛來比喻這條腰帶，來表明仁愛在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仁愛這個仁字的
意義： 仁：二人，就是一個人再加一個人，就是表示：會知道將別人的心情看作親像
是自己的心情，就是將心比心，也才是一個有仁慈的人。 曾經有位學生問印度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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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爾先生，三個看似簡單但不容易回答的問題： Q.世界上什麼最容易？ Q.世界上
什麼最難？ Q.世界上什麼最偉大？
泰戈爾回答： 1.指責别人最容易。 2.認識自己最難。 3.愛最偉大。
聖經裡面的愛篇，疼是凡事寬容。親像是一間厝的厝頂，是保護。保護受傷的，
使他復原；體貼軟弱的，使他成長：遮蓋犯罪的，使他悔改；代禱需要的，使他改變。
彰基的 Mark，洗腳圖，兄姐也很熟悉的老蘭醫師和小蘭醫師，他們一共在台灣服事了
68 年。今主日，我要跟兄姐分享的是在他們旁邊的婦人；小蘭醫生的太太，高仁愛醫
師，他們夫婦感情非常好，也一路相扶持。因著醫院的需要，高仁愛醫師開始由半天
到醫院上班，到後來的全時間上班，她創立了彰化基督教醫院婦產科，曾有一度彰基
的婦產科是中部首屈一指，除了婦產科醫務工作外，高仁愛醫師更發展公共衛生，帶
領著醫護人員到山上原住民社區，到貧脊的海邊討海人社區到鄉下等地去作巡迴義診
及衛教工作，民國五十年代，彰基的公共衛生，特別在婦女節育教導的家庭計劃與癌
症預防檢查工作，曾是台灣公衛的先驅。她非常注重主日學教學，後來他們的野外禮
拜發展到成為蘭大衛紀念教會，高醫師講聖經故事表情豐富、生動扣人心弦，記得有
一個故事提到：一個五歲小女孩的時候曾是高醫師的主日學學生，有天自教會回來，
小女孩告訴媽媽說：媽媽，今天，那個耶穌教我畫圖，耶穌也教我唱歌，還手舞足蹈
起來。媽媽就問小女孩說：你說的是哪位耶穌啊？搞了半天才知小女孩心中認為：高
醫師就像家裡照片的耶穌是一樣的，好一個純真的童言童語。當高醫師聽到這件事時，
高醫師笑著說：但願我們都學習在日常生活中都有耶穌的形象。
穿著仁愛之後，要有一個重要的信仰原則：和平。第 15 節：著互基督的和平佇恁
心內做主；恁受召成做一體，也是為著此個；閣著感謝。 經文中所講的”和”平有兩種
的解釋：第一種是講著：基督徒，人與人的關係的和平。第二種是講著：基督徒自己
內心的平安。抑可以講是佇上帝面前的平安。經文提著：恁受召成做一體，也是為著
此個；閣著感謝。著感謝就是要有一個感謝的心，而且閣要作一個懂得感謝的人。凡
事用正面來看已經發生的事情。
網路有一段話：有關人與人相處的關係：我不問 + 你不說 = 誤會； 我問了 + 你
不說 = 隔閡。我問了 + 你說了 = 尊重。我想問 + 你想說 = 默契。我不問 + 你說
了 = 信任。以弗所書 4 章 15 節：是佇仁愛講話真實。29 節：恁的嘴攏呣通講出垃墋
的話，獨獨著講好話，照及時的欠缺來造就伊，互聽的人得著恩典。 基督徒講話的時
候，若是出於對上帝的疼心與你真正是為這個人好，你真疼惜伊，你就要在仁愛講話
真實對那個人講明白；若不是出於基督的疼心，抑是你疼伊的緣故，寧可賣講，因為，
無有疼，所講的，隴變作是批評與攻擊，就會起紛爭起衝突了。
第二部份： 著穿仁愛的生活實踐，
第一就是：以上帝的話成做咱生活的準則。 第 16 節前半段：著互基督的道理，
佇逐樣的智慧充滿佇恁的心。司布真講過一段話：要常常去拜訪好書，總是，要常常
住佇聖經裡面。拜訪只是一本閣一本得到知識，總是，上帝的話要時時刻刻謹醒持守
的。第二就是：用唱詩歌來讚美上帝。第 16 節後半段：用詩、用歌、用神的賦，相教
示，相苦勸，對恩典佇心內 吟來謳咾上帝。經文中的詩：和合本是”詩章”，是指聖經
中的詩篇與讚美的詩篇。歌：和合本是”頌詞”，是指當時基督徒所寫的讚美上帝的詩
歌，親像是聖詩。神的賦：和合本是”靈歌”，是指任何有活出信仰意義的詩歌。其實，
佇初代的教會並無將這三項分了這麼清楚，主要的是強調：在教會中要相教示，相苦
勸，常常有感謝與讚美上帝的信仰生活。第三就是：一切所做就是為著榮耀上帝的名。
第 17 節：閣凡所做的，或是講或是行，攏著佇主耶穌的名來做伊，也對伊來感謝父上
帝。和合本的翻譯：無論作什麼，或說什麼，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穌的名。咱是倚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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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力量來行上帝所歡喜的事，因為，咱的能力真正有限，智慧也有限，靠自己是
無法度來成就上帝的工作的。有時候，小子或是兄姐祈禱的時，最後一句，我都真致
意在聽：有講：奉主耶穌的名祈禱沒？因為，咱不是靠自己稱做義人來祈禱，咱是倚
靠主耶穌的寶血潔淨咱，成做與天父上帝無有罪來隔斷的關係，而且是佇和好的關係
裡面在祈禱的。所以，誠心奉主耶穌的名祈禱是非常重要的。
有一次參加中會婦女事工部所舉辦的聚會，邀請張文正教授講一個專題：活出優
雅的生活。伊用年齡來勉勵活出年歲的優雅：20 歲活青春，40 歲活魅力，50 歲活智慧，
60 歲活坦然，70 歲活輕鬆，90 歲 活出無價之寶。願上帝賜福柳原教會，佇上帝的疼
的裡面相寬容，相赦免。也佇基督的疼裡面，隴得到醫治與重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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