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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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內政部規定之防疫措施辦理
一、繞境、遊行及 500 人以上宗教活動，以上活動只要主
辦單位能做好各項防疫措施及自主管理，即可舉辦。
二、落實共通性措施：量體溫、提供洗手清潔或消毒用品、內部人員健康管理、確診
事件即時應變等措施。
三、佩戴口罩：參與之民眾及工作人員（含神職人員）除飲食期間，均須全程正確佩
戴口罩。
四、住宿規範：提供非內部人員暫時住宿之場所(如香客大樓、會館)，除同住家人外，
以 1 人 1 室為限。
五、餐飲規範：舉辦宴席不得逐桌敬茶敬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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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D（服事時間：8:30~二堂禮拜結束清消完畢）：
台語禮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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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持檢疫區安全社交距離，協助會友排除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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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D
E
C、F、G

5/1
5/8
徐澄榮、劉雅玲
鄺豫麟、張玉旻
陳佳萍
呂慧玲
何秋萍、卓聖育、楊凱成 徐澄榮、張耀文、葉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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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事項＊(司會人員讀★項目)
1. ★本日(5/1)12:00 召開小會，地點：2F 小會會議室。
2. ★下週主日(5/8)舉行設教週年&母親節感恩禮拜，當日一、二堂禮拜合併，時間：
09:3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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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今年的洗禮預定於 6 月 5 日舉行，學道班於今日(5/1)16:00 開始上課；欲受洗者
請準備心向幹事索取受洗報名表，交給牧師或辦公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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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7 日(六)
09:00~12:00，內容：「生命何時結束？人對生死有否主權？」，本週為線上上課。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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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份讀本已寄達，請有預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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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成人主日學於 2 樓 A 教室上課，內容：啓示錄 5 章 11~14 節。
二、婦女團契（會長：程玉珍執事）
台中中會婦女部原訂 5 月 1 日舉行母親節聯合禮拜及慶祝會，因疫情之故取消。
三、松年團契（會長：張耀文執事）
因疫情嚴峻，經中會松年部於 4 月 15 日召開臨時會決議：
本年 4 月 26～28 日春季靈修三日台東旅遊及 5 月 13 日三中會聯誼大會均取消。
報名費全額退費（等待通知）。
四、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4 月 20 日獻金：謝佳芸更正為$800。
五、敬拜讚美團（團長：張哲豪兄弟）
1. 上週服事同工：
主領—張榮璋，配唱—林雪玲、葉美玲，司琴—林慧珍，貝斯—施秉帆，
爵士鼓—林恩悌，投影—楊延昊，音控—賴信旭。
＊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舉行主光盃桌球聯誼賽，時間：6 月 11 日(六)08:30~17:00，地點：草屯
長老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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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市基督教協進會舉辦 SHINE2022 暑期青年營會，時間：7 月 5 日~7 月 8 日，
地點：遠東科技大學，對象：升國一~大專生，費用：2400 元/人（5/4 前 2000 元
/人）。報名請洽(06)229-3196，相關網站 shinetaiw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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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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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土疫情連日突破一萬例，政府決定居家隔離縮短為「3+4」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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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求主保守日漸加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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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瓊觀姐、蘇陳月娥姐、陳潘藟姐、簡安祺姐、鄭純珠執事、劉東一兄、許瑞源長老。
＊本週金句＊
(台語) Góa ê Siōng-tè ah, góa chai Lí kàm-chhat lâng ê sim, hoaⁿ-hí chèng-tı̍ t; lūn-kàu
góa, góa ēng chèng-tı̍ t ê sim hoaⁿ-hí hiàn che it-chhè ê mı̍ h; taⁿ góa khòaⁿ-kìⁿ Lí ê
peh-sìⁿ tī-chia, lóng hoaⁿ-hí hiàn hō͘ Lí, góa chiū hoaⁿ-hí.
(Le̍ k-tāi chì-lio̍k siōng-kòan 29:17)
(台語)我的上帝啊，我知你鑑察人的心，歡喜正直；論到我，我用正直的心歡喜獻這
一切的物。今我看見你的百姓佇遮攏歡喜獻互你，我就歡喜。(代上29:17)
(華語)我的上帝啊，我知道你察驗人心，喜悅正直；我以正直的心樂意獻上這一切物。
現在我喜歡見你的民在這裏都樂意奉獻與你。(代上 29:17)
＊每日靈修日程表＊（活潑的生命）
5/1(日)
5/2(一)
5/3(二)
日期
經節

哥林多前
書 1:1~9

哥林多前
書 1:10~17

哥林多前
書 1:18~25

5/4(三)
哥林多前
書 1:26~31

5/5(四)
哥林多前
書 2:1~9

5/6(五)
哥林多前
書 2:10~16

5/7(六)
哥林多前
書 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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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人

日

11:00~12:15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32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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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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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堂
台語禮拜

5/8

劉柏超

我是誰？

馬太16:15~20
以弗所1:11~14

25

152
340
401

新的誡命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5/11

姬文宗

上帝的
債權人

箴言19:17、3:27
使徒8:14~20

33

224、
119、387

同上

＊上週講道＊
【信仰的相遇】

路加福音 24:13~35

林佳勳牧師 2022/4/24

感謝教會在今仔日乎我有機會跟大家一起禮拜，亦分享大專的事工。大專奉獻主
日的設立就是為著要喚起著大家對大專事工的重視 kap 支持，大專學生中心在咱台中
中會是一個宣教的事工單位，在台中 kap 南投多多大專校園裡面設立團契，引導學生
認識耶穌。
有人問過我為什麼要做大專的事工，在我做大專的事工的過程中，乎我最感動的
就是能夠陪伴學生在大學最精彩的時陣，在早前能夠讀大學的人算是社會階層中的菁
英，總是現在的大學是所有的人都能夠讀的，面對那麼多的大學生，大專的宣教就是
一個真重要的過程，不只是在校園裡面引導學生認識耶穌，更加是在大學的四年中間
陪伴學生走信仰的道路。
不知道咱曾有真迷失，不知道未來的道路的時候嗎? 咱曾經對信仰與聖經所講的
話產生懷疑嗎？相信每個人都有信心軟弱的時候，就像本篇經文中那兩個往以馬忤鄉
社的門徒相款，當他們所相信的救主耶穌已經死了，這乎他們受到真大的打擊，但他
們聽說耶穌又復活了，這又乎他們感覺真懷疑，到底什麼才是真的嗎？
在我陪伴學生的過程中間，我一直都知道，是上帝親自引導這些學生，在他們的
信仰旅程中，我只是一個過客，我不可能永遠在這些學生的身軀邊，有人四年，有人
五年，有人醫學院七年，不論幾年，都是一個階段，這些學生總是會繼續走自己的信
仰道路，但是在咱走信仰的道路的時，咱會遇到什麼人？
我們在走以馬忤的路上與誰相遇了？
遇到復活的耶穌
「13 像彼日，學生中有二人去一個鄉社；名以馬忤(i-má-ngó͘)，離耶路撒冷二十五里。
14𪜶相及談論所經過攏總的事。15𪜶啲談論相問的時，耶穌本身近倚，及𪜶相及行；」
其實，主耶穌早已在（約翰福音 14:18-19）應許他們：「我無欲放恁做無父的子，
我來就近恁。猶霎仔久(iáu tiap-á-kú)，世間無閣看見我，獨獨恁看見我；因為我活，
恁亦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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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耶穌主動的走向這兩位門徒的身邊，並且與他們「同行」，陪著他們走這條以馬忤
的道路。然後門徒其中一位名為革流巴 Kek-liû-pa 回答耶穌在耶撒冷城中所發生的事，
訴起著到底是什麼事讓他們極為艱苦，且面帶憂容；難道耶穌不知道所發生的事嗎！
他當然知道。但耶穌選擇「聽」他們內心的艱苦和他們真正的需要。
你曾經與復活的耶穌相遇嗎？在你對主耶穌的信心有懷疑，對自己的生命目標感
到真失望的時候，你知道耶穌停止祂的腳步，在等著我們，陪伴著我們，直到我們醒
過來，認出原來一直在我們身邊的就是我們的主耶穌。
遇到信仰的同伴
在「團體動力」的活動中，我很喜歡「兩人三腳」的遊戲。玩過這個遊戲的人都
知道，「默契」是這個活勳能夠成功的關鍵，因為只要「動極小的部分就會影響全局」。
在我們信仰的歷程中一定要有自己的屬靈伴侶，沒有任何人可以獨自一個人行走
上帝國的道路，那是很可惜又辛苦的一件事。這就是是為什麼學生中心要在校園裡面
成立團契的原因，不是只有教會而已，當學生離開故鄉去到不一樣的所在，他需要同
伴，一群 kap 他們有相款處境和生活的同伴，學生中就是是盼望這些學生能夠在大學的
過程中找到生命的同伴，作伙走信仰的道路。
24:14 啲談論相問的時。這二個門徒在歷經耶穌被捉被釘十字架，甚至是所有人
都散去過後，他們仍然一同談論，彼此安慰扶持，甚至邀請耶穌一同吃喝，這就是團
契啊！
在行走十字架的道路上，我們都需要彼此扶持，相互提攜。沒有任何人可以說：
「我不需要同行十字架道路的同伴！」既然我們都是基督身體的一個肢體，我們就必
須讓身體合好無有缺乏，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將任何一個肢體排除在外，所有的肢體
都必須互相照顧。
在以馬忤斯的路上，我們不孤單，我們有夥伴在陪伴我們，與我們一同談論著耶
穌，與我們一同在滿面愁容的時候相互扶持，甚至一同接持耶穌進入我們的生命。
遇到迷失的自我
人生旅途中，我們總是在忙著認識多多人，以為這是在豐富生命。與自己生命相
遇的那一刻可能我們才會明白，走過那麼多生命的路途，其實咱攏是在走一條找著自
己的道路。
在過往我們的信仰生活中，咱一路上有許多的經歷，這些經歷都讓我們認識自己
多那麼一點點，我們應該是最認識自己的人，也應該是陪伴自己最久的人，但是我們
卻時常忽略了那個自己，忽略了自己的情緒，看不著自己的哀傷，在以馬忤的道路上
復活的基督不看輕我們的愁容，不責備我們的懷疑，在以馬忤的道路上你看到了那個
自己了嗎？你疼惜過那個自己嗎？其實在走信仰的道路，咱應該要遇到那個自己!
很多時候，我們是帶着一種期待來信耶穌，有人信耶穌，就好像這兩位門徒一樣，
以為耶穌來是為著要推翻羅馬的政權，哪知道耶穌會死在十字架頂，因為所期待的失
落，所以他們也失去對耶穌的信心。人信耶穌，有種種不同的期望⋯⋯，但我們所信的
耶穌，究竟是怎樣的耶穌？錯誤的信仰是很容易帶來失望的，信仰的教育就更加重要，
面對青少年的信仰造就，咱除了在教會內面的教導，在家庭裡面的教導，在校園裡面
也是需要有正確的信仰陪伴和造就。
當咱的世子在走信仰的道路的時，他們所面對的是世界的衝擊，是價值觀念的引
響，咱盼望信仰能通成為他的幫助，乎他在走這條以馬忤的道路通遇到復活的耶穌。
與耶穌相遇的地方，那個所在就是以馬忤斯。但願我們都能夠在我們自己的以馬忤斯
路上遇見那位從死裡復活的主耶穌基督，亦陪伴更多的大專生認識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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