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
（發佈日期 2021/9/9）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全國疫情警戒第二級延長至 110 年 9 月 20 日，現行宗
教場所及宗教集會活動防疫相關規範繼續適用，請持續配合。
通案性原則：
1. 落實實聯制、維持社交距離、出入口管制、人流管控降載及動線規劃、員工及
內部人員健康管理、確診事件即時應變。
2. 除飲食外全程佩戴口罩、量體溫、噴酒精、加強環境清消。
3. 辦理宗教集會活動時須採梅花座、固定座位。
指揮中心說明，目前國內疫情穩定控制中，為兼顧防疫與民眾的生活品質，未來
將持續觀察疫情態勢，循序漸進，適度放寬管制措施；面對病毒變異株的威脅，將持
續強化邊境監測及防疫作為，籲請民眾應落實手部衛生、咳嗽禮節及佩戴口罩等個人
防護措施，減少不必要移動、活動或集會，避免出入人多擁擠的場所，或高感染傳播
風險場域，並主動積極配合各項防疫措施，共同嚴守社區防線。
＊長執會公告＊
針對武漢冠狀肺炎，本會防疫措施如下：
1. 即日起進入教會請先至警衛室留下實聯制資料(手機掃 QR code 或簽名&留電話)。
2. 即日起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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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若天氣炎熱需使用冷氣時，仍應維持門窗敞開。
＊防疫輪值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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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總務委員會：9/11。禮拜委員會：9/18。宣道委員會：9/25。
教育委員會：10/2。歡迎教會兄姐一同前來幫忙。
（招待、司獻同工主日崇拜前，請先至辦公室領取手套、面罩。）
A、B：體溫量測、手部消毒、實名制登錄、檢查號碼牌。
D、E：發、回收號碼牌，同步用計數器計算進出人數，引導停車。
C：禮拜前確認梅花座標示與保持安全社交距離，提醒應全程配戴口罩、禁止飲食。
F：維持檢疫區安全社交距離、協助困難之會友協排除、協助排除人流達上限問題等。
日期

地點

教會大門口
2F 電梯口
9 月 19 日
2F 電梯口
大 禮 拜 堂
教會大門口
2F 電梯口
9 月 26 日
2F 電梯口
大 禮 拜 堂

負責人員

負責人員

D 張玉旻
A 顏姿叡
F 劉惠芳
C 程玉珍
D 洪添裕
A 陳佳萍
F 賴信旭
C 高雅智

E 鄺豫麟
B 高雅智
E 顏姿叡
B 徐澄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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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事項＊(司會人員讀★項目)
1. ★本日(9/19)是「聖經學院奉獻主日」，由董事長–葉碧媛長老前來本會請安報告並
主理一、二堂禮拜。
2. ★聖禮典：10 月 3 日(日)舉行洗禮暨聖餐。今年洗禮合併於 10/3，若想報名洗禮，
可向牧師或幹事報名。（洗禮於 09:00 台語堂舉行，當天除受洗者、受洗者親友以
外者，因人流管制因素，請兄姐盡量分流參加華語堂。）
3. ★學道班：9 月 19(日)下午 3:30 於 2 樓 A 教室舉行學道班課程，請這次要受洗的
兄姐務必參加。
（成人洗禮：薛涵芸、吳睦麗、洪阿孌、卓恩慎、王百祿、沙燕欣、
林宜蓁。信仰告白：曾勇綸、王庭欣。）
4. ★小會：9 月 26 日華語禮拜後 12:00 召開小會，地點：1F 松年會館。
5. ★本會訂 10 月 31 日召開臨時會員和會，選舉 2022~2025 年執事，請各委員會、
團契推薦適當人選，並於 10 月 2 日(六)前提交小會或辦公室。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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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份「活潑的生命」讀本的兄姐（尤惠旻、徐媛曼）至
辦公室領書。
7. ★台中市十字園教育學習講座分享，特別邀請台南 YMCA 長照中心游如玉副執行
長分享【長照中心之籌劃與經營】----以台南 YMCA 長照中心為例：時間訂於 9 月
25 日(六) 09:00 至 12:00 於民族路教會 2 樓會議室；敬邀十字園董事/委員同工及教
會長執或對相關議題有關心兄姊；蒞臨參加。因需準備午餐便當請向董誠俊幹事(手
機：0918-757970)或教會幹事報名登記，以便統計人數，敬備便當。
8. ★總會教社委員會推出防疫口罩，奉獻價：每盒(50 片)300 元，請需要的會友請
跟 2 位幹事登記並繳費，9 月 26 日截止。
9. ★10~12 月「新眼光讀經手冊」已經寄達，請需要的兄姐至辦公室領取。
10. ★本會已恢復實體禮拜，為配合防疫實施分流，禮拜時間為台語上午 09:00(入場時
間 8:40)，華語更改為上午 11:00(入場時間 10:40)，兩堂禮拜中間做清消。
11. ★為確保兩堂禮拜之間有足夠時間清潔消毒，請於禮拜結束後盡速請從禮拜堂大門
離場，有需要使用廁所及電梯者可從側門離開。
12. ★為了落實教會園區人數管理，請離開教會園區時請將號碼牌交回給園區大門同工
(或警衛室)。
13. ★本會實體禮拜經內政部同意，教會園區可達 99 人為上限，若禮拜人數額滿請參
加下一場禮拜或請同工協助。
14. ★兄姐欲使用銀行轉帳奉獻者，戶名：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中會柳原教
會，帳號：02-2-0090119（三信商業銀行，銀行代碼：147）。
轉帳後請通知蔡文華幹事（Line ID：a0918890088）奉獻科目、金額、帳號末四碼。
15. 全教會關懷探訪事工啟動：請各區區長和副區長從即日起啟動各區電話探訪活動。
16. 會員通訊資料請兄姐前往辦公室查看並訂正。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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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婦女團契（會長：王美莉長老）
婦契例會、慶生會及委員選舉，日期：9 月 19 日(日)，時間：10:30～11:30，
地點：1F 松年會館，請婦契姐妹踴躍出席。敬邀輔導–林雪玲師母鼓勵大家，
敬邀顧問–何啓光長老主持 2022 年度委員選舉。慶生會備手作餐點，請姐妹自備
環保盒+環保杯，以利分裝後回家享用。例會後於 11:30 請輔導、顧問及新舊委員
召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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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日學（校長：劉雅玲長老）
1. 兒童、成人主日學已於 9 月 5 日開始恢復上課。
2. 本日成人主日學在 2 樓 A 教室上課，內容：詩篇 1 篇。
三、松年團契（會長：林政義長老）
1. 9 月 19 日松年團契副會長及委員們，因有要事須緊急召開臨時委員會，時間：
主日禮拜後 10:30，地點：1F 教室 4，請委員們務必撥空參加。
2. 有報名松年部中區三中會聯誼活動的會員，即日起可以全數領回報名費，台中
松年部並送一份關廟麵伴手禮，請洽林政義領取。
3. 五月份壽星：楊珠如姐、黃金鈺姐、何中亨長老。六月份壽星：劉朱昌美姐、
陳蘇季珠姐。七月份壽星：張連香長老、林祥雲姐。八月份壽星：鄭純珠姐執
事、卓榮造兄、阮淑卿姐。許萬興兄、洪碧華姐。九月份壽星們：許瑞源長老、
詹淑靜長老、劉淑姝姐、徐澄榮兄及林政義等。祝福壽星們生日快樂！也請以
上壽星，未領到生日紅包的會員洽林政義領取。
四、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9 月 15 日獻金：洪瑠(王美)$2000。
五、聖歌隊（隊長：余燕儒長老）
請同工於 9 月 25 日(六)晚上 7 點半開始練唱！
六、社青團契（會長：張榮璋執事）
9 月 26 日(日)下午 1:30 舉辦 2022 年幹部的選舉+慶生會，歡迎團契會員盡量來參
與聖事。
（下午 1:30~2:00 明年度正副會長選舉，2:00~3:00 慶生會）
七、男聲合唱團（團長：何啓光長老）
男聲合唱團訂 10 月 2 日 15:30 練習合唱，地點：2F 練唱室。
八、敬拜團（團長：張玉旻長老）
吉他、貝斯研習課程將於 10 月 16 日(六)下午 4:00 開始，共 12 週，有興趣者請洽
團長–張玉旻長老。
九、手鐘團（團長：呂慧玲執事）
9 月 7 日(二)開始練習，時間：每週二 19:30，地點：2F 團契辦公室。
＊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傳道舉辦長執同工訓練會：牧養青年現況與未來趨勢，時間：9 月 19 日
下午 2:10，內容透過東榮教會 YouTube 網路直播。
2. 「130 年臺灣中部基督教醫療特展」共展出約 160 件珍貴歷史照片與實體文物，歡
迎兄姐踴躍前往參觀。時間：9 月 16 日~10 月 10 日，地點：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第三展覽室。開放時間：週二～日 09:00~17:00，館址：彰化市卦山路 18 號。
3. 台中中會庶務部訂 9 月 25 日(六)09:30~12:00 舉行「教會庶務行政指導」，地點：
草屯教會，講師：施培理牧師，內容：教會庶務事工的目的與相關行政作業要點。
費用：200 元。請長執踴躍報名。
＊代禱事項＊
1. 為所有醫護警消人員的身心靈代禱。
2. 台灣能順利取得夠用的 Covid-19 疫苗。
3. 為受染疫隔離、住院及死亡的人和家屬，願聖靈的扶持和安慰與他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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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鼓勵兄姊接種疫苗，保護自己也保護別人。患有慢性疾病者請先向醫生諮詢。
5. 為興建中後壠子教堂工程順利及施工安全代禱。
6. 為此次報名洗禮的兄姐：薛涵芸、吳睦麗、洪阿孌、卓恩慎、王百祿、沙燕欣、
林宜蓁。信仰告白：曾勇綸、王庭欣。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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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宗良執事、
梁黃美月姐、蘇瓊觀姐、林政義長老、蘇陳月娥姐。
＊本週金句＊
(台語) Gōan Iâ-hô-hoa sù-hok lí, pó-hō lí͘ ; Gōan Iâ-hô-hoa hō I͘ ê bīn ê kng chiò lí, si-un hō ͘
lí. (Bîn-sò ͘Kì-lio̍k6:24~25)
(台語) 願耶和華賜福你，保護你；願耶和華互伊的面的光照你，施恩互你。
(民數記 6:24~25)
(華語)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
(民數記 6:24~25)
＊下週金句＊
申命記6:5
＊每日靈修日程表＊（活潑的生命）
9/19(日)
士師記
經節
21:1~15
＊週間聚會＊
日期

9/20(一) 9/21(二) 9/22(三) 9/23(四) 9/24(五) 9/25(六)
士師記 提摩太前 提摩太前 提摩太前 提摩太前 提摩太前
21:16~25
1:1~11
1:12~20
2:1~15
3:1~13
3: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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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人

日 11:00~12:15

大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48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6 人

星期

時間

＊下週主日、週間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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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6

劉柏超

敬老得福

詩篇92:13~14
箴言20:29

16

150
493
402

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
信仰告白

第二堂
華語禮拜

9/26

劉柏超

敬老得福

詩篇92:13~14
箴言20:29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9/29

陳正雄

衝破驕傲
歸向耶穌

約翰福音
1:43~51

33

34、
543、40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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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遇見幸福】

馬太福音五：1~12

曾筱晴老師 2021/9/12

感謝神的愛和恩典，再一次讓我們一起來敬拜神。今天用「遇見幸福」這個題目
和大家分享，隨主的人有幸福。我們一起來思考「耶穌說的八福」
，我們如何遇到真正
幸福，找到生命的幸福源頭？
我們有聽過「國際幸福日」嗎？在每年的 3 月 20 日是「國際幸福日」，聯合國會
公佈一年一度的全球幸福報告（World Happiness），把全球 149 個國家地區依據人均
GDP、社會保障、健康預期壽命、社會自由、慷慨度和遏制腐敗程度等因素來衡量各國
排名。
評量各國幸福的各項指標通常來自於蓋洛普的全球民調，但今年情形有點不同，
因為疫情肆虐在許多國家無法進行面對面的訪談，評量標準偏重於人民福祉與疫情。
有一位參與製作報告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海利威爾（John Helliwell）表示：「令人意
外的是，請民眾自身評量生活，他們並不覺得自己福利變差。」可能的理由是大家已
把疫情視為日常，因為所有人都受到影響，民眾還會因此更團結與同理心，更有同病
相憐的感覺。
有人知道 2021 年世界幸福指數排名，排名第一「全球最幸福的國家」是哪一個國
家？ 全球最幸福的國家「芬蘭」已連續第 4 年奪冠。研究人員指，芬蘭幸福名列前茅
主要是因為民眾之間的高度互信。芬蘭式幸福告訴我們，最幸福的人臉上不總是笑容
滿面，而是內心堅毅勇敢、信任、知足並且隨遇而安，如此，便能長時間地感受到幸
福。
台灣名列今年是第 24 名，是東亞最快樂國家。其他亞洲國家當中，新加坡排名 32、
泰國 54、日本 56、南韓 62、香港 77、中國 84。幸福排名最低的國家是阿富汗，倒數
3 名分別是盧安達、辛巴威、阿富汗。
你的壓力有多大，幸福就有多遙遠!其實，你可能曾經是充滿新鮮感進到企業組織
的新人，看到主管賞識的眼神，看到同事激昂的鬥志，也看到自己美好的前程遠景。
然而曾幾何時，在加班的輪替中，在制度的變革中，在國際經濟的潮流中，特別在這
波疫情影響，過去那種開心的感覺、衝刺的感覺、幸福的感覺竟一點一滴在消逝中。
你快樂嗎？你幸福嗎？你知道你的「幸福指數」有多少嗎？
我們也來檢視我們的幸福指數！用直覺選擇以下 10 道題目，並累計積分，一起分析看
看吧！ ○代表「完全就是」，Ｘ代表「完全不是」，△代表「介在中間點」。
⑴你常覺得自己做起事來得心應手。
⑵當碰到難題時，你的好友會自動來關心。
⑶如果發生誤會，只要你現身說明，通常能得到對方的諒解。
⑷去向(主管)建言時，(主管)通常心存感激。萬一沒有反應，
你也能自我調適。
⑸你對成功自有看法，不會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⑹看到周邊親友突然日進斗金或職位高升，你會默默祝福，
而不是心生羨慕，懊惱自己。
⑺你平日樂於和旁人分享幸福的經驗或心得。
⑻你一直相信下了工夫的人生才是值得的。
⑼你除了關心自身和家人，也樂於參與社區服務。
⑽你一向把自己的身心健康維持在滿意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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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達到八個以上
已屬幸福達人，你常有放鬆自在的感覺，你通常也像那一瓶向外潑灑的香水，讓旁人
芬芳四溢，也讓自己開心喜樂。
若「○」達五至七個
代表雖有不夠滿意之處，但一切尚可掌握，你正在努力朝向幸福的燈塔泅泳。
若「○」只有四個或四個以下（若「Ｘ」和「△」超過六個以上）
基本上，你就是我們最要關心的人，幸福的感覺讓你很迷惑，幸福的生活離你很遙遠，
這也是為什麼你在人生成長中一直有著一份不確定感。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時報文化《想
法一改變，壓力就不見：化解九大壓力源，重獲幸福情緒》
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 Abraham Maslow 認為當人們循序漸進地滿足到基本
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感的需要、自尊的需要、自我實踐的需要，這五組需要，
便會覺得快樂幸福 。
在這個時代，大家都認為人能「製造」幸福。我們生活中處處可見幸福人、事、
物，GOOGLE「幸福」兩字 約有 801,000,000 項結果 (搜尋時間：0.64 秒)。真的太
多太多了。有小吃、美食、拌手禮、親子民宿、形形色色店名、風景區、講座、營會、
大人大孩的書…只要你想得到可能都可以和幸福有關。現代所謂的幸福應該是
「happiness」(幸福、快樂)，它已快成消費品了。
快樂幸福英文是 Happiness 是現代每個人都很想要擁有，想追求的目標，它的意
思就是「機會」
，也就是說一個人要曉得抓住機會，他才能擁有幸福與快樂。莎士比亞
有一首詩說「快樂幸福常常從別人眼睛中來發現」
，我們常常總是認為別人比我們更幸
福，更快樂，其實是這樣嗎呢？美國作家霍桑曾說：“幸福是一隻蝴蝶，你要追逐它
的時候，總是追不到；但是如果你靜悄悄地坐下來，它也許會飛落你身上。”其實，
真正的幸福就是內心的一種感受，一種帶著甜甜味道的享受。
依台語拆字畫「福」字，左邊是「神」，右邊是「田」與「豆」，因為以前是農業
社會，因此以農產品的收成情形，來代表物質的豐碩多少，可見幸福乃是由神所賜。
其引申的義思就是:靠神的力量，各種物質都齊備了，就是「福」，若換句現代年輕人
的流行語，就是:「心想事成，要什麼有什麼!」其實，人人都想要得福，也日以繼夜
的追求福，希望成為有福氣的人、幸福的人。
幸福這個字在希臘文的意思是指一個快樂小島「塞浦勒斯」的所在，塞浦勒斯位
於亞洲西部，是地中海東部的島國。塞浦勒斯島是地中海第三大島，聽說這個小島物
產豐富，島上的百姓生活得非常快樂幸福。
每個人都想要幸福的人生，但卻無法享受真正的幸福。是因為
1)心裡沒有真正的安息和平安。（馬太十一:28）
2)對未來不確定感。（雅各書四:14）
3)面臨各種疾病和痛苦。（傳道書四:8）
4)人生是一連串持續的痛苦、沮喪、挫折和虛空。（傳道書二:22-23）
5)人最後必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希伯來書九:27）
🎁我們一起來思考「耶穌說的八福」
，我們如何遇到真正幸福，找到生命的幸福源頭？
（到底什麼是真正的幸福？ ）
。和大家分享一首詩歌：幸福_盛曉玫_泥土音樂專輯 6
我們小時候，覺得〝幸福〞就是像童話故事裡的白馬王子、白雪公主，無憂無慮，
整天踩在需端裡。長大後，明白人生不可能這麼完美，所謂的〝幸福〞
，似乎遙不可及。
幸福天地，並非遙不可及，幸福生活，無需完美主義，幸福，是心境，不是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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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耶穌以後，卻有了全新的發現：原來，幸福並非遙不可及，幸福，也無需完
美主義，原來，只要真實，簡單地，活在主愛裡，幸福～是人人都可以擁有的！
🎁我們只要認識幸福源頭你就能擁有真幸福：約伯記 22:21
「你要認識神，就得平安，福氣也必臨到你。」
「你與神和好，就可以得平安，這樣，福樂就必臨到你。」新譯本
🎁幸福的滋味
幸福是 珍惜現在擁有的，感謝上帝供應；
幸福是 分享自己領受的，叫別人得利益；
幸福是 相信聖經所寫的，每句都是真理；
幸福是 卸下重擔給上帝，因祂必看顧你。
詩篇 34:8 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遇見耶穌就能找到真正的幸福。
1)擁有作上帝兒女的權利。（約翰福音一:12）
2)罪得赦免，心中充滿喜樂和平安。（羅馬書六:6）
3)禱告蒙上帝應允。（約翰福音十六:24）
4)活出得勝的人生。（約翰一書五:4）
5)引導別人走向幸福之路。（路加福音廿四:47-48）
親愛的主耶穌，我願意來認識祢，邀請你進入我的生命中，我要接受祢作我的救
主和生命的主宰，感謝祢替我的罪受釘死，感謝祢要賜給我一個新的生命，求你帶領
我經歷祢的美善，使我成為幸福的人和能夠分享幸福的人。禱告奉主耶穌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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