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公告】
（2020.11.18）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今(18)日表示，時序進入秋冬，全球 COVID-19 疫情持續上
升，多國單日確診人數屢創新高，我國境外移入個案亦有增加趨勢。為降低國內社
區傳播風險，及避免造成醫療體系負擔，今(2020)年 12 月 1 日將啟動「秋冬防疫專
案」
，強化「邊境檢疫」
、
「社區防疫」及「醫療應變」措施，請民眾及醫療院所配合
落實：強制要求民眾進入「醫療照護、大眾運輸、生活消費、教育學習、觀展觀賽、
休閒娛樂、宗教祭祀、洽公」等八大類場所(場所舉例如附表)應佩戴口罩。未依規定
佩戴口罩，經勸導不聽者，將依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 37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由地
方政府裁罰新臺幣 3 千元以上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鍰。
＊長執會公告＊
針對武漢冠狀肺炎，本會防疫措施如下：
1. 自 3 月 2 日起至年底（或政府公告防疫期間結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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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3 月 2 日起至年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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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3 月 8 日起至年底（或政府公告防疫期間結束），暫停供應源咖啡、主日愛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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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委員會：12/5。禮拜委員會：12/12。宣道委員會：12/19。教育委員會：12/26。
服務委員會：11/28。歡迎教會兄姐一同前來幫忙。
5. 若會友處於居家檢疫者，請通知教會代禱並予以協助。
6. 兄姐進入禮拜堂請配合檢測額溫。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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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11 月 22 日

11 月 29 日

地點

量體溫

噴酒精、貼貼紙 錄影（2 處）

大 禮 拜 堂 何啓光

何秋萍

2 F 電 梯 口 高雅智

陳慧錦

大 禮 拜 堂 劉雅玲

王惠玲

2 F 電 梯 口 楊凱成

鄺豫麟

賴信旭

林玉山

＊通知事項＊(司會人員讀★項目)
1. ★本日(11/22)是感恩節，舉行洗禮聖禮典，一、二堂禮拜合併舉行，時間：09:30。
2. ★本日禮拜後 11:00 召開小會。
3. ★本次感恩節受洗者的學道班課程上課時間（共三堂課，均需參加）
：
第 3 堂：11/22(日)今天晚上 19:30~21:00，歡迎慕道友或已經受洗的會友參加。
受洗者（成人洗禮–龔麗名、徐媛曼，信仰告白–余軒蘋）務必參加！
4. ★本會許湯秀長老娘於 11 月 13 日上午 10:10 安息主懷，享年 86 歲。訂今日(11/22)
下午 2 點 30 分在教會舉行告別禮拜，請為遺族代禱。
5. ★11 月 29 日華語禮拜結束後於二樓長執會議室舉辦「年度事工研討會」，敬請新
舊任長執、各機構首長、團契會長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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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會舉辦 2020 門徒培靈課程，時間：12 月 18 日(週五)19:10~21:10，地點：1F
松年會館。講員：台南神學院院長–胡忠銘牧師。12/18 主題：「主觀的以為 vs.客
觀的修為」，課程免費，請兄姐踴躍參加。
7. ★台中市十字園訂於 12 月 5 日(六)上午 10:00 在民族路教會 2 樓教室召開第十二
屆第二次董事會會議，敬邀牧師顧問/董事同工/管委會主委撥空蒞臨參加。
8. ★台灣三福第二十四屆導師暨隊長大會訂於 2020 年 12 月 5 日(星期六)舉行，上午
10 時報到，預定中午用餐後結束。地點：東門巴克禮紀念教會社區發展中心松年
大學教室(台南市東區東門路一段 18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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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日(11/22)成人主日學在 1F 松年會館上課，內容：以弗所書 1 章 15~23 節。
二、松年團契（會長：林靜萍姐妹）
1. 11 月 29 日松年團契主日獻詩，邀請松契兄姐於 11/22、11/29 早上 8 點 10 分在
一樓松年會館練唱詩歌【聖詩 546 首】，榮耀主名！
2. 10、11、12 月的例會合併於 12 月 13 日舉辦，例會由副會長主理，會中將邀請
程醫師【年長者健康講座】。敬請期待！
三、服務委員會關懷組（組長：呂慧玲執事）
11 月 22 日感恩節禮拜中發放 2019 學年度下學期獎學/勵金，申請通過名單如下：
國小：許以樂、莊晉彬、楊茗閎、陳皓衽、陳昱廷。
國中：蘇洛、洪予恩、蘇丹、張以諾、洪予諒。高中職：黃敬庭。
大專：陳楚云、陳映伶、吳和娟、蔡允哲、張瑄樵、卓浩恩、楊延昊、劉伊柔、
劉詩晴、蘇凱琳。
四、家庭團契（會長：許庭魁弟兄）
家庭團契於 10 月 31 日選出 2021 年度幹部–會長：徐澄榮，副會長：何中亨。
五、婦女團契（會長：陳佳萍執事）
有參與聖誕節表演節目的姐妹，請於 10:45 至地下室舞蹈教室練習。
＊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聖樂團於 12 月 13 日(日)19:30 在柳原教會舉行 2020 慈善音樂會，本場音樂
會協助募款天使心家族社會福利基金會，演出曲目：古典聖樂獨唱曲、蕭泰然
《浪子》清唱劇。
2. 總會婦女事工部委員會舉辦 2021 年全國婦女人才訓練會～看見生命的亮點，
上課時間：2021 年 1 月 7-9 日（禮拜四-六）
，地點：渴望會館（桃園市）
，對象：
全國教會婦女費用：每名$3500，不住宿者每人$1900，報名截止日期： 12 月
18 日，參加人數：280 人，額滿為止。報名詳洽 02-2362-5282#350 蔡秀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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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為興建中後壠子教堂工程順利及施工安全代禱。
3. 今日(11/22)感恩節接受成人洗禮–龔麗名、徐媛曼，信仰告白–余軒蘋等三位姐
妹代禱。
4. 為許湯秀長老娘的遺族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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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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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ìⁿ-nā chiap-la̍p I ê, chiū-sī sìn I ê miâ ê lâng, I chiū siúⁿ-sù in ū kôan, chiâⁿ-chòe
Siōng-tè ê kiáⁿ-jî. (Iok-hān1:12)
(台語) 見若接納伊的，就是信伊的名的人，伊就賞賜𪜶有權，成做上帝的子兒。
（約翰 1:12）
(華語)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上帝的兒女。(約翰 1:12）
＊下週金句＊
約翰福音 3:16
＊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經節

11/22(日) 11/23(一) 11/24(二) 11/25(三) 11/26(四) 11/27(五) 11/28(六)
加3
加4
加5
加6
王上 1
王上 2
王上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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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0~10:30

大禮拜堂

主日崇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53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40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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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9

劉柏超

愛與恨

箴言10:12
路加6:27~28

8

234
379
401

上帝
十條誡

第二堂
華語禮拜

11/29

劉柏超

愛與恨

箴言10:12
路加6:27~28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12/2

劉柏超

賣主的猶大

路加6:12~16
路加22:1~6

40

5、161、
39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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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看見真正的生命】
馬可八：27~38
簡孟正牧師 2020/11/15
前言
時序進入年底，也是各教會在討論明年度教會年度事工和預算的時間。在這個過
程中，同工們會如何規劃和安排明年度各樣的事工，都來自於我們心裡頭對於一間理
想教會的想像和期待。不可否認地，這個對於教會的想像，除了來自我們從上帝領受
的感動和指示外。有許多的想像，其實來自於我們過去對教會生活的經驗和理解。
這些教會生活的經驗，決定了我們如何想像未來的一年。然而卻也可能成為我們
的限制，讓我們以為教會就一定要長成什麼樣，有什麼樣的計畫和安排。然而最怕的
是，我們的想像其實跟上帝眼中的理想，有著非常大的落差。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必須
接受不斷聆聽和尋求神的心意，不要將我們自以為是的想像，攔阻了上帝美好的作為
和計畫。為此英國聖經學者賴特，提醒我們：
當我們盼望上帝新的創造，我們個人的盼望也會包括其中。可是，假如我們捨本
逐末，誤把個人的盼望當作福音的中心，就會扭曲整個福音，造成深遠的破壞。賴特
《福音新探索》
一、聖經中的困境：門徒在自以為是中跟從耶穌
在今天所讀的經文中，耶穌教訓門徒，向他們預告接下來十架的苦路。
耶穌教訓他們說：「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被長老、祭司長，和文士棄絕，並且
被殺，過三天復活。」馬可福音八 31
耶穌乃是向門徒們，直接了當地說出了他的受苦、死亡和復活。我們可以想像，
此時對在場每一個聽見耶穌說話的門徒而言，這段耶穌的說話絕對超過了他們的理
解，更別說有人會期待這件事的發生。
他們並不能夠理解耶穌受苦、死亡和復活的意義，不知道耶穌乃是透過十架上的
作為，成為世人的拯救和盼望，使我們能夠因著耶穌勝過罪惡和死亡的咒詛。他們之
所以跟隨耶穌，是因為他們看見並經歷耶穌大能的作為，他們親自見證了耶穌，施行
醫病和趕鬼，以及各樣的神蹟奇事。在他們眼中的耶穌就是舊約聖經中所預言的救世
主，為要帶領他們能夠重返大衛王(國)朝的榮耀。因為以耶穌的能力，帶領眾人推翻
羅馬帝國的統治，根本就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所以他們也無法理解，耶穌會需要
以十架的受苦路，來成就上帝拯救的作為。
為此，彼得在耶穌講完這段話後，他乃是拉著耶穌，勸耶穌不要走上這條十架的
苦路。
耶穌明明地說這話，彼得就拉著他，勸他。馬可福音八 32
一方面彼得是不忍耶穌受苦。另一方面，耶穌所預告要走的這條路，跟他對耶穌
的想像是完全不同的，他想像的耶穌是凱旋勝利的耶穌，絕對不會是那個要受苦的耶
穌。此時的彼得完全無法明白耶穌即將在十架上所成就的一切，他乃是憑著自己有限
的理解和想像，來看待耶穌所要成就的工作。然而耶穌卻是用不同的方式來成就上帝
對世人的拯救。
耶穌知道，統治與武力不是上帝的方法，祂拒絕強制的力量，祂要展現一種新的
力量、新的統治。服事、受苦、死亡，這是耶穌彌賽亞式的力量。傅士德《聆聽的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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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自以為是的好意，竟然被耶穌責備說：
「撒旦，退我後邊去吧！因為你不體貼
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
耶穌轉過來，看著門徒，就責備彼得說：
「撒但，退我後邊去吧！因為你不體貼 神
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 馬可福音八 33
耶穌知道他的好意，不論是出於多麼良善的動機，帶卻仍舊是自己的意思，而非
神的意思。彼得乃是順從自己的人性、想像、感受和理解，來回應耶穌所要成就的心
意。為此，他不但無法跟隨跟隨的道路，更成為攔阻耶穌旨意的人。我們一方面看見
彼得是個極其熱心的人，但同時他也確是常常將自己的意思凌駕在上帝的意思之上。
為此，這讓此時的彼得，也讓所有的門徒，在對耶穌自以為是的想像和期待中，無法
跟隨和走在上帝的美意和計畫之中。
二、世界中的困境：在今日，我們在自以為是中失去生命
門徒為什麼要跟隨耶穌？我想除了耶穌的呼召之外，他們都帶著不同的動機來到
耶穌面前。不論是為著自己的成就、為著自己的財富、為著自己的國家、為著自己的
健康等等。他們之所以跟隨耶穌，乃是他們相信耶穌能夠給他們想要的美好和祝福。
然而這些他們所想要的，他們對於跟隨耶穌的想像，卻反倒成為他們的攔阻，使他們
無法進入上帝的拯救和計畫中。
我們每一個人也都在尋找成功又幸福的人生。到底什麼才是幸福的人生呢？我想
對每個人而言都有著不同的指標和衡量。或許多大多數的人來講，有錢就可以擁有幸
福。因為沒有錢什麼都不用談了。當然錢是很重要的，至少就某種程度上來講，能夠
帶給我們一定的支持。前幾天我祝福某個在前金的執事：
「生日快樂！」他的回覆很有
趣，他竟回說：「謝謝帥氣又多千金的孟正牧師的祝福！」我熊熊一看，以為他在說：
「帥氣又多金的孟正牧師！」我心想如果是帥氣又多金，那就真的是人生勝利組了。
結果金前面多了一個字千。不是多金，是多千金。比起多金，我想有這三個寶貝女兒
是更為美好的。
對你而言，什麼是讓你感到幸福美好的人生呢？是多金，還是多千金。我想我們
都正為了自己心目中理想的人生做出努力，期待能夠擁有讓自己滿意的生活。然而我
們是否真的願意認真去思考，到底這樣的生命，真的是我們想要的嗎？真的是理想的
嗎？還是這樣對生命的想像，其實對我們的將來而言並不真正是最好的。隨著時代的
變遷，也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去思考，到底什麼樣的生活才會帶來真正的滿足和
快樂。
有一個繪本故事叫做聰明的漁夫。在一座安靜的海港邊，一位老漁夫正在安然地
睡午睡。這時，走來了一個充滿好奇心的遊客，他吵醒了漁夫，並提出了一堆能夠賺
錢的主意：
「如果您能多出幾次海，您就能捕到更多魚，買到更多的船，甚至還能建一
家罐頭食品廠，開一家屬於自己的海鮮餐廳……」最後，漁夫問：最後呢？這個遊客
回答說：「這樣最後就可以在海邊悠閒的釣魚，悠閒的午睡了。」漁夫疑惑地回答說：
「我現在不就是這樣了嗎！」
這個作者其實是想透過這個故事，引導我們去反思，我們如此努力的結果，真的
最後有得到我們想要的生活嗎？還是我們真的有想過，除了我們目前的生活之外，還
有其他的可能性，帶領我們去過上真正理想的生活。我想有越來越多的人明白，工作
並不等於生活。有越來越多人從原本的職場中離開，因為他們渴望活出真正生命的理
想。而不是等到老到不能夠活動時，才開始思考過自己的人生。而是從現在開始，為
著真正的生命，做出改變和調整。好讓自己不會抱持著遺憾，告別這短暫的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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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汲汲營營的結果，看起來賺取了這世界所定義的成功和富足，但到頭來，
我們卻因此而失去了生命，失去了那些真正能帶給我們滿足和喜樂的對象。這也是耶
穌為什麼要提醒眾人說：「人就是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
人就是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馬可福音八 36
耶穌不只是當時候的眾人和門徒，他更要我們重新去思想，到底什麼才是真正對
生命有益的追尋和努力，絕對不要跟著世界對於成功的想像走，而是思考什麼才是上
帝對我們生命中美好的心意和計畫。
我們知道，門徒或許現在不懂，也無法真的明白跟隨的意義和目的。然而，當他
們經歷耶穌復活的大能之後，經歷聖靈的光照後，他們不再用世界的標準來衡量自己
的生命，他們看見的是比財富、比事業、比各樣的功名成就，更能夠帶來滿足和喜樂。
他們才能夠真正去經歷耶穌所說：「凡為我和福音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和福音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馬可
福音八 35
他們在耶穌和耶穌所賦予的使命中得著的救贖。這不是說，他們完全不需要財富、
物質和關係。而是他們知道，真正的救贖並不在這些對象上面，而在於他們能夠在耶
穌裡頭看待和使用這所有的一切。
因著耶穌的呼召和光照，使門徒們，如同保羅所宣告的
「20 照著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沒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膽，無論是生是
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21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腓立比
書一 20-21
他們在耶穌基督裡頭，看見了真正的生命，乃是讓基督和基督的旨意在他們的身
上照常顯大，因為這是他們一生中最有價值和益處的追尋和努力。
因著耶穌賦予門徒們新的眼光，使他們重新看見什麼才是真正的生命。不是因著
我們能夠賺取這世界所有的一切，而是我們的生命能夠與耶穌同行，並且完成祂向我
們所定的旨意和計畫，走上他的呼召。
四、世界中的恩典：在耶穌裡，我們有真正的生命
如今，因著耶穌，我們找到了生命中最大的喜樂和滿足。這個滿足不是用世界的
財富、身份、地位和產業來定義的。這個豐盛的生命，乃是因著我們的生命能夠在上
帝手中，能夠以基督的心為心，去服事和成就他人的生命。
這讓我想到那些生命裡頭真正最喜樂的一群人，並不是最有錢的那群人。而是有
一群人，他們在世界各個角落，為著福音而努力的那群人。他們是默默無名的傳道人，
他們委身在在台灣的各個角落。對他們而言，真正的生命，乃在於為了耶穌和福音而
活，為了讓人同得福音的好處而努力。因為他們知道，這樣的生命所帶來的滿足和喜
樂，是任何財富、成就和名聲都無法給的，更是世界無法動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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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8 野外禮拜收支明細
收入
報名費 200 元*118 人
報名費 100 元*3 人
補助款 教會補助

合計

支出
23,600 車資

遊覽車 3 台

33,000

300 餐費

早餐

6,165

68,638 餐費

午餐

32,750

門票

一般

8,250

門票

65 歲以上

640

門票

小學生

300

保險

4,536

其它支出

2,490

稅金

4,407

92,538 合計

92,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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