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17 日宣布，自今(2021)年 10 月 19 日至 11 月 1 日維持疫情
警戒標準為第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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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總務委員會：11/20。禮拜委員會：10/23。宣道委員會：10/30。
教育委員會：1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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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4 日
2F 電梯口
大 禮 拜 堂
教會大門口
2F 電梯口
10 月 31 日
2F 電梯口
大 禮 拜 堂

負責人員

負責人員

D 卓啓煌
A 何秋萍
F 陳慧錦
C 黃惠冠
D 楊凱成
A 黃惠冠
F 鄺豫麟
C 劉惠芳

E 徐澄榮
B 賴信旭
E 何秋萍
B 張榮璋
-

1

【小會公告】
1.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規則/選舉規則第二章第 12 條：
長老、執事就任時須具有下列條件：
(1)執事：陪餐滿二年者。
(2)長老：曾任執事滿二任以上者，但情形特殊經中委會同意者，不在此限。
(3)受聘在教會或其附屬機構領薪工作者，不得擔任該教會長老、執事。
【參解釋文 15、28、31、41、52、105、116、131】
2. ★本會訂 10 月 24 日、10 月 31 日召開臨時會員和會。24 日選舉 2022~2025 年長
老，31 日選舉 2022~2025 年執事。會員名單公佈於佈告欄，如有誤漏請告知小會
書記–許允麗長老或辦公室。
3. ★小會依據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法規，教會選舉規則第十二條規定，及二○二一年第
十次小會議案二之決議，原本推薦之長老候選人名單中，八位有五位被推薦人提
出個人因素，故無列入名單，目前推薦名單：余燕儒、許明暉、卓聖育(按姓氏筆
畫)等三名。當日選舉將選出三名四年任之長老。
4. ★小會依據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法規，教會選舉規則第十二條規定，及二○二一年第
十一次小會議案一之決議，原本推薦之執事候選人名單中，廿位有十四位被推薦
人提出個人因素，故無列入名單，目前推薦名單：呂慧玲、林淑勤、卓聖育、洪
子卿、張耀文、黃淑禎 (按姓氏筆畫)等六名。當日選舉將選出四名四年任之執事。
＊通知事項＊(司會人員讀★項目)
1. ★任職會：11 月 7 日召開任職會，請長執、團契會長出席參會，地點：1F 松年會館。
2. ★請各區區長和副區長針對該區的會友做通訊錄資料最後的確認。
3. ★小會：10 月 24 日、31 日上午 9:00 召開小會，禮拜後續會，地點：1F 松年會館。
4. ★本會訂 10 月 24 日、31 日召開臨時會員和會選舉長執，請所有具投票資格的
會友先至一樓幹事辦公室外領取並別上自己的名牌後，再到大禮拜堂或古蹟禮拜
堂檢疫處進行檢疫後進入禮拜堂（協助人員：謝理明長老、許允麗長老）。
一、二堂禮拜合併舉行，時間：09:30。
5. 10 月 24 日臨時會員和會工作分配如下：
(1)清點人數、發票、收票：
○
1 大禮拜堂：何中亨長老、卓孟佑長老、劉雅玲長老、謝理明長老。
○
2 古蹟禮拜堂：卓啓煌長老、張玉旻長老。
(2)開票：
○
1 大禮拜堂 A 組：楊凱成長老、鄺豫麟執事、黃惠冠執事。
○
2 大禮拜堂 B 組：葉美玲長老、高雅智執事、陳慧錦執事。
○
3 古蹟禮拜堂 C 組：洪添裕長老、何秋萍執事、賴信旭執事。
(3)電腦組：曾青美幹事。(4)書記：許允麗長老。
6. 10 月 31 日臨時會員和會工作分配如下：
(1)清點人數、發票、收票：
○
1 大禮拜堂：何啓光長老、劉雅玲長老、葉美玲長老、謝理明長老。
○
2 古蹟禮拜堂：何中亨長老、卓孟佑長老。
(2)開票：
○
1 大禮拜堂 A 組：張玉旻長老、王月珊執事、劉惠芳執事。
○
2 大禮拜堂 B 組：卓啓煌長老、顏姿叡執事、鄺豫麟執事。
○
3 古蹟禮拜堂 C 組：楊凱成長老、黃惠冠執事、張榮璋執事。
(3)電腦組：曾青美幹事。(4)書記：許允麗長老。
7. ★事工研討會：11 月 14 日(日)中午 12:15 舉行事工研討會，請各委員會及團契、
機構於 11 月 4 日前繳交 2022 年度事工計劃、預算至辦公室，以利編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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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最新會員通訊資料已公佈在 1F 佈告欄，請兄姐前往查看（核對過請在名字前打
V）
，將製作本會通訊錄。欲更正資料、相片者請洽辦公室，日期至 10 月 31 日止。
9. 因應 9 月 21 日內政部公告第二級疫情警戒期間宗教場所、宗教集會活動防疫措施：
本週起主日禮拜 9 點「台語堂禮拜不再限制人數」，照防疫規定扣除已使用空間，
每人 1.5 米間隔計算，大禮拜堂可以容納 100 人、古蹟禮拜堂可以容納 85 人(使用
轉播方式)，所以我們照此來分流人員，一起敬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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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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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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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份「活潑的生命」讀本的兄姐至辦公室領書、繳費。
15. ★管委會：台中市十字園訂於 11 月 6 日(六)10:00 召開第 12 屆第四次管理委員會
議，地點暫定埔里園區或民族路教會徵詢確定後公佈，敬邀管理委員會委員同工、
董事會代表、牧師顧問撥空蒞臨參加。
16. 10~12 月「新眼光讀經手冊」、「少年新眼光」已經寄達，請需要的兄姐至辦公室
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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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校長：劉雅玲長老）
10 月 24、31 日成人主日學暫停。
二、社青團契（會長：張榮璋執事）
社青團契於今日(10/24)下午 1:30 聚會活動，邀請大燕老師教大家做臉部刮痧，讓
臉色容光煥發，歡迎大家踴躍參與。地點：禾日常（台中市東區自由路四段 213
號）備註：自備小的刮痧棒。
三、聖歌隊（隊長：余燕儒長老）
聖歌隊於 10 月 30 日(六)下午 6 點半舉行年會選舉並舉行慶生活動，請隊員參加！
四、家庭團契（會長：徐澄榮執事）
10 月 31 日(日)10:50 召開年會選舉 2022 年度會長，地點：1F 松年會館。
五、男聲合唱團（團長：何啓光長老）
男聲合唱團訂 11 月 13、20 日；12 月 11、18 日(六)下午 3:30 練唱，
地點：2F 練唱室。
六、敬拜團（團長：張玉旻長老）
敬拜讚美團 10 月 17 日(日)選出 2022 年度團長：張哲豪，副團長：顏姿叡。請大
家持續為敬拜讚美團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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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手鐘團（團長：呂慧玲執事）
手鐘團於 10 月 19 日年會中，選出 2022 年團長：呂慧玲，副團長：陳忠信。
八、松年團契（會長：林政義長老）
1. 11 月 14 日舉行例會及慶生會，例會由程玉珍中醫師主理【健康講座】敬請期待。
2. 11 月份壽星如下：王啓明長老、張秀英姐、江美嬌姐，祝福壽星們生日快樂！
九、服務委員會關懷組（組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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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學年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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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 10 月 31 日止。
＊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草屯基督長老教會舉辦 2021 後疫情時代青年論壇–「後疫情時代下的宗教衝擊與
新行銷機會」
，時間：10 月 31 日(日)13:00-15:30，地點：草屯基督長老教會牧育館，
講師：林尚賢 (台中市政府前新聞局主秘)。
2. 台中中會財務部舉辦財務研習會，時間：11 月 13 日(六)08:40~12:00，地點：篤行
基督長老教會(北區文化街 69 號)，請傳教師、財務負責人、出納、簿記員(會計)、
查帳員、團契財務人員、財團法人董事等踴躍參加。
3. 台中中會舉辦師資訓練，時間：10 月 30 日(六)09:00~12:00，主題：「MEBIG 的成
長與門徒化」
， 地點：使用 google meet 線上研習。報名請洽吳尚恩傳道 0922319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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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為興建中後壠子教堂工程順利及施工安全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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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宗良執事、
梁黃美月姐、蘇瓊觀姐、林政義長老、蘇陳月娥姐、許秦玉姐、張銘珠姐。
＊本週金句＊
(台語) Tio̍h kéng-séng, tio̍h kî-tó, bián-tit jı̍ p tī bê-he̍ k; sim-sîn kam-gōan, nā-sī jio̍k-thé
nńg-chiáⁿ (Má-thài 26:41)
(台語) 著警醒著祈禱，免得入佇迷惑。心神甘願，若是肉體軟茈。(馬太 26:41)
(華語) 總要警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你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馬太 26:41)
＊下週金句＊
箴言29:23
＊每日靈修日程表＊（活潑的生命）
日期 10/24(日) 10/25(一) 10/26(二) 10/27(三) 10/28(四) 10/29(五) 10/30(六)
約伯記
約伯記
約伯記
約伯記
約伯記
約伯記
約伯記
經節
12:1~12 12:13~25 13:1~19 13:20~28 14:1~12 14:13~22 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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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間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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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人

日 11:00~12:15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34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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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堂
台語禮拜

10/31

劉柏超

誰為主？

士師記
9: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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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603、399

上帝
十條誡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11/3

劉柏超

赦免與
醫治

馬可福音
2:1~12

11

113、
465、39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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