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
（發佈日期 2021/8/21）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今(21)日表示，考量國內疫情雖趨緩但仍有零星不明感染源
之本土病例，經與相關單位溝通討論及評估後，宣布自今(2021)年 8 月 24 日至 9 月 6 日
維持疫情警戒標準為第二級，並將維持或調整相關管制規定如下：
通案性原則：
1. 除飲食外，外出全程佩戴口罩。
2. 實聯制、保持社交安全距離。
3. 營業場所及公共場域人流控管或總量管制：室內空間至少 1.5 米/人(2.25 平方米
/人)，室外空間至少 1 米/人(1 平方米/人)。
4. 集會活動人數上限：放寬為室內 80 人，室外 300 人，若超額則向地方主管機關
提報防疫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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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總務委員會：9/11。禮拜委員會：9/18。宣道委員會：8/21。
教育委員會：8/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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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9 日
2F 電梯口
大 禮 拜 堂
教會大門口
2F 電梯口
9月5日
2F 電梯口
大 禮 拜 堂

負責人員

負責人員

D 劉雅玲
A 王月珊
F 葉美玲
C 賴信旭
D 許允麗
A 程玉珍
F 黃惠冠
C 洪泰陽

E 陳慧錦
B 黃惠冠
E 張榮璋
B 王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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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事項＊(司會人員讀★項目)
1. ★本會於 15 日起恢復實體禮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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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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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為了落實教會園區人數管理，請離開教會園時請將號碼牌交回給園區大門同工
(或警衛室)。
4. ★本會實體禮拜經內政部同意，室內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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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自即日起，教會屬下單位：松年大學、恩典合唱團、各團契、讀經禱告小組恢復聚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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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聖餐洗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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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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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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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份「活潑的生命」讀本的兄姐至辦公室領書；之前月
份尚未領取如下：5 月份（卓榮造）
、6 月份（黃金鈺、王連發、黃素玲、卓榮造）、
7 月份（尤惠旻、卓榮造）8 月份（尤惠旻、黃金鈺、卓榮造）。
10. 會員通訊資料請兄姐前往辦公室查看並訂正。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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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成人主日學 9 月 5 日恢復聚會。
二、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松年大學 2021 學年度上學期訂 9 月 7 日(星期二)09:30 舉行開學禮拜，主禮：劉柏
超牧師，上課時間：9 月 7 日~12 月 22 日。歡迎兄姐踴躍報名參加。
三、松年團契（會長：林政義長老）
1. 松年團契 9 月份例會中合併舉行例會及慶生會並改選 2022 年會長、副會長及委
員，請為選舉這件事關心代禱。求神安排適當的人選來服侍上帝的事工。
2. 教會已於 8 月 15 日開始恢復主日實體禮拜，5~9 月份的壽星們，在 9 月 12 日
聚會時一併舉辦慶祝。祝福壽星們生日快樂！
3. 五月份壽星：楊珠如姐、黃金鈺姐、何中亨長老。六月份壽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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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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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男聲合唱團（團長：何啓光長老）
男聲合唱團訂 8 月 21 日、9 月 4 日、9 月 25 日練習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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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手鐘團（團長：呂慧玲執事）
9 月 7 日開始練習。
六、敬拜讚美團（團長：張玉旻長老）
貝斯及吉他班因應防疫需要，延期開課；課程詳情將另行公告。
＊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婦女部舉辦生命成長營，時間：9 月 4 日 09:00，地點：台中忠孝路長老
教會舊堂。
2. 2021 年全國社青讀經營–「路得」，時間：2021 年 10 月 22-24 日（五晚上~日中
午），地點：新竹聖經學院，對象：社會青年 (名額 72 名) ，報名期限：08 月 31
日，費用：8/1-8/31 讀享價 3,000 元(凡報名者皆贈送路得記研讀本ㄧ本)。報名網
址：https://reurl.cc/GmQ94A。
3. 為關懷考取大專院校青年，鼓勵參與各大專學生中心之「長青團契」
，歡迎留下資
料，將會盡量聯繫欲關懷大專校園事工的教會。新生平台線上回覆網址如下
https://goo.gl/YFTy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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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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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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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ek-la̍h-hán miâ hit ê só-chāi
kiò Iâ-hô-hoa-í-le̍k ; kàu kin-á-jı ̍t lâng iáu teh kóng ,
Tī Iâ-hô-hoa ê soaⁿ beh pī-pān. (Chhòng-sè-kì 22:14)
(台語) 亞伯拉罕名彼個所在叫「耶和華以勒」；到今仔日人猶啲講：「佇耶和華的山
欲備辦。(創世記 22:14)
(華語) 亞伯拉罕給那地方起名叫耶和華以勒，直到今日人還說，在耶和華的山上必
有預備。(創世記 22:14)
＊下週金句＊
出埃及記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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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靈修日程表＊（活潑的生命）
8/29(日)
士師記
經節
11:1~11
＊週間聚會＊
日期

8/30(一)
士師記
11:12~28

8/31(二)
士師記
11:29~40

9/1(三)
士師記
12:1~15

9/2(四)
士師記
13:1~14

9/3(五)
士師記
13:15~25

9/4(六)
士師記
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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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人

日 11:00~12:15

大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26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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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劉柏超

態度
決定高度

路加福音
19:1~10

29

95
603
400

使徒信經

第二堂
華語禮拜

9/5

劉柏超

態度
決定高度

路加福音
19:1~10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9/8

陳正雄

初次選召
的門徒

約翰福音
1:35~51

23

575、
384、400

同上

幹事上班時間表
2021.8.9 開始實施

時間
上午
08:30-12:00

下午
13:30-17:30

晚間
17:30-21:3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

●

●

●

●

●

●

●

●

●

●

●

●

●

4

日
08:00-13:30

●

＊上週講道＊
【讓愛轉動】

使徒行傳 2:43~47

曾筱晴老師 2021/8/22

弟兄姐妹，平安！感謝神的愛和恩典，感謝牧師及教會接納，讓我有機會與兄弟
姐妹一起來敬拜神。真的感謝神這麼愛台灣，讓台灣的疫情能受控制漸漸穩定，讓我
們可以恢復實體禮拜，同時也有線上禮拜同步進行。
我們還記得台灣疫情何時開始「全國三級警戒」？從 5/19 到 7/26，足足兩個多月
時間，不知在本土疫情爆發，開始嚴重時，我們每一天最擔心是什麼？我記得三個多
月前 5/15 那天台北的疫情開始升溫，隔天禮拜天（5/16）下午已經接到學校「超前部
署」通知，明天禮拜一上課開始採遠距教學，學校的餐廳也開始無供餐；那天晚上從
台中搭火車回到台南已經 9 點多，心裡想既然已接觸外面，到全聯買些東西；當我走
到泡麵區看到架上都空了，就拍這張照片。當時我心裡遲疑一下…我是在颱風天出門
嗎？還是我來到偏鄉地區的全聯？
食(吃)是我們物質生活中所必需的；我們每天的生活都和吃有關係。我想在疫情開
始嚴峻時，我們看到新聞都在報導，大家都去賣場搶購食物、衛生紙等民生必須品，
我們可以看見台灣人的購買力真的很厲害，在這段時間我們擔心家裡食物夠不夠？每
天都在煩惱要吃什麼？特別當時小孩也都在家裡線上上課，每天要為他們準備不一樣
的三餐。。疫情帶來乎我們感覺焦慮不安、擔心家裡食物不夠，會一直買一直囤積。
我想我們也好久沒有和朋友、家人在外面聚餐，疫情前每次期待歡樂聚餐，在美食當
前時，我們最常做的第一個動作是什麼？「等一下，我先拍照！」
在今天所讀經文中，使徒行傳 2:46「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地在聖殿裏敬拜，且
在家中擘餅，存著歡喜坦誠的心用飯」
。在這段經文中也是提到與食物與吃有關，他們
是什麼時候開始這樣天天聚在一起。經文的背景是在五旬節，五旬節是逾越節過後的
第五十天，又稱為七七節或收割節。猶太人成年的男丁要在逾越節、收割節，收藏節
（住棚節）這三大節期，必須到耶路撒冷聖殿守節。（出埃及記 34:23「你所有的男丁
要一年三次朝見主耶和華－以色列的上帝。」）新約時耶穌復活後，耶穌在世上有 40
天之久，為了讓使徒們親眼見到祂復活的身體，使他們能夠為主耶穌作見證，耶穌又
和使徒們說：你們要領受聖靈。耶穌升天後的第 10 天，就是五旬節時，聖靈降臨在使
徒們聚集的地方，他們都被聖靈充滿且彼此合一。當時彼得被聖靈充滿，他藉著聖靈
的感動與能力，放膽勇敢地在眾人面前作了許多見證，傳揚宣講福音和勸勉他們，當
時約有三千人願意悔改受洗，這就是初代教會的信仰群體生活，也就是耶路撒冷教會
的開始。
我們渴望耶路撒冷教會就是我們的教會嗎？讓更多的人可以接觸到上帝的愛，讓
還沒有聽過福音的人有機會認識福音，認識上帝是他們生命的主，帶領、陪伴他們來
到上帝面前，讓他們和我們一起在柳原教會這個大家庭成為家人。我們如何讓上帝的
愛在我們的生活中和生命中轉動？我們要擁有兩個重要的生命態度：
🎁第一個重要的生命態度：上帝要我們為上帝的家而活
在主裡我們是一家人，我們生命中有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上帝要我們為上帝家
而活」
。你我都是上帝家裡的人，上帝國的百姓；我們每個人與我們身邊弟兄姐妹都是
屬於上帝家裡的人。以弗所書 2:19 「這樣，你們不再是外人或客旅，是與聖徒同國，
是上帝家裏的人了，」
；羅馬書 12:5「這樣，我們許多人在基督裏是一個身體，互相聯
絡作肢體。」 上帝要我們為上帝的家而活！我們可以從聖經中的描述看到，每個人都
是過著群體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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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我們曾想過一個問題：
「為什麼我們是被上帝放在柳原教會互相認識？」上
帝將我們連結一起、我們互為肢體、我們成為上帝的兒女，彼此結合在一起，你不再
是獨自一個人。上帝在你我的生命有神聖且美好的計畫，就是「上帝要我們為上帝的
家而活」。
就像我們身體的每一個器官都需要與身體連結在一起；器官沒辦法自己單獨存
在，若離開身體，就會漸漸沒功效，就會衰竭壞死。同樣的我們是基督身體一部分，
彼此有關係，我們是教會，教會就是我們；教會是一個身體，不是一棟建築物；教會
是一個活的生命團體，並不是一個組織而已。
上帝創造我們，相信有上帝的心意，祂賦予我們每個人有個特別的任務，就是盼
望我們與一個有生命的教會相連，但是若我們沒有彼此連結，我們的屬靈生命沒辦法
成長。請記得，我們因著上帝的愛聚在一起，上帝要透過我們一起見證祂的愛，我們
對這個世界是有影響力！
🎁第二個重要生命態度：生命本來就是要分享
我們看見耶路撒冷教會他們的信仰群體生活方式，
「他們都專注於使徒的教導和彼
此的團契，擘餅和祈禱。」（使徒行傳 2:42） 其中使徒的教導、彼此的團契、擘餅和
祈禱，這四個信仰群體的表現，我認為這就是「愛的行動」的表現。
使徒的教導：就像我們現在一起來教會禮拜，每個禮拜一起敬拜上帝，透過牧師的講
道，讓我們更深認識上帝，更多思考聖經的話，學習順服神，並且回應神的愛。
彼此的團契：就是我們每週的團契、小組的生活。透過團契的聚會，讀經禱告小組的
分享，讓我們常常彼此扶持鼓勵。
擘餅：代表一起用餐（晚餐）的意思，像我們有時候舉辦歡樂感恩聚餐活動。
我們每禮拜參與主日禮拜、在教會的服事，參與在團契小組聚會活動，相信是樂在其
中，很享受生命與生命的連結。當我們面對人生的難題或低谷時，你會覺得有人懂你，
曉得有人在為你祈禱，這就是在神的家裡我們一起經歷生命改變與生命更新。詩篇
133:1「看哪，弟兄和睦同住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合和本修） 現代中文譯本：
更貼切翻譯：
「弟兄姊妹和睦相處，多麼美好，多麼愉快！ 」這就是樂在其中的意思。
第四個愛的行動是祈禱：我們可以透過彼此關心代禱，能夠互相扶持鼓勵。特別
這在疫情期間，我們可以更多為著全球疫情，為著為台灣、為著教會來禱祈，常常為
我們的牧者（牧師、牧師娘）來禱告。為每個禮拜教會週報上的[代禱事項]禱告，在我
們每一天禱告中記念需要代禱兄姐、青少年、小朋友，記念需要代禱事情。相信更多
人一起禱告，我們的禱告就會愈有熱情、有力量；上帝與我們同在，我們也與上帝同
在，聖靈會在我們中間動工，相信充滿禱告的教會是上帝所喜悅！
生命本來就是要分享！在新約中出現 50 多次用「彼此」和「互相」這兩個辭彙。
（有彼此相愛、彼此代求、互相勉勵、彼此勸勉、彼此問候、彼此服事，互相教導，
彼此接納，彼此尊重、背負彼此的重擔、彼此饒恕、彼此順服、彼此忠心，彼此團契
等等。）有這麼多彼此/互相 我們可以在生活中應用，在神的家活出來，讓我們去體
會；使徒行傳 2:43~47 提到的信仰群體生活：
「43 眾人都心存敬畏；使徒們又行了許多
奇事上帝蹟。44 信的人都聚在一處，凡物公用，45 又賣了田產和家業，照每一個人
所需要的分給他們。46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地在聖殿裏敬拜，且在家中擘餅，存著
歡喜坦誠的心用飯，47 讚美上帝，得全體百姓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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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要我們彼此相愛，主耶穌祂自己成為人的樣式，來到世上愛我們每一個人，
祂已經作榜樣讓我們學習。約翰福音 13:35 耶穌說：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
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特別這疫情期間，我們每個人心裡都有害怕、每天有
不同焦慮存在。疫情對我們生活造成的影響與限制，可能也使我們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變少。過去三個月久我們有的人有在線上禮拜，是不是我們當中長輩們或獨居老人或
行動不便的弟兄姐妹，他們可能不知道要怎使用 3C 產品，已經好久沒有一起禮拜？不
知道他們最近的生活有什麼需要關心？還是青少年朋友他們是否每天玩手機、沈迷網
路遊戲，每天玩到很晚才睡覺且睡到隔天中午？我想這段期間，我們的每一句鼓勵和
每一句關心的話，相信對身旁的人都是一個愛的祝福。
最後分享一個故事：有一名長年來教會的基督徒，有一段時間卻不來了，每個禮
拜的聚會都不再看到他的影子。幾星期過後，牧師決定去探訪他。在一個寒冷的冬天，
牧師敲開他的門，發現只有他一個人在家裡，坐在火爐旁。他也猜到牧師來探訪的原
因，一定是請他回去聚會。但他心裡卻想：
「信仰是我個人的事，何必一定要去教會呢？」
出於禮貌，他請牧師進來，坐在爐火旁的椅子上，等待牧師說明來意。但牧師坐
下後，並沒有說什麼。在一片死寂的安靜中，他們只是注視著火爐中的炭火，那火焰
正燃燒著木塊，發出滋滋的聲音。
幾分鐘過後，牧師拿起夾炭火的鉗子，小心翼翼地撿了一塊燒得通紅的木頭，夾
到旁邊擱著。然後回到他的座位上，繼續沈默著。這個主人也安靜地看著這一幕。
過不久，那塊燒紅炙亮的炭火閃過它最後一道光芒，很快就熄滅了，不再紅也不
再亮。 冷卻後的炭火靜靜地躺在那冰冷的地上，看起來像是一塊死寂的黑木炭。
牧師仍然沒有說話。不久，牧師起身，撿起這塊死掉了的木炭，把它再放回烈火
當中。立刻，這塊黑木炭又開始燃燒起來，跟著旁邊一堆燒得正炙的炭火，一起發出
熊熊的火焰。
牧師說：「回來，跟我們一起燃燒吧！」
主人看懂了這場炭火秀，說：「謝謝！我下星期就回教會去。」
教會就是基督的身體，基督徒互為肢體，互相幫補、扶持。「假如一個肢體受苦，
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假如一個肢體得光榮，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哥林多前
書 12：26。人離開群體是無法生存的，因為生命需要相互激勵，方能迸出火花。自掃
門前雪的人，常常落入自私並感到孤單！
親愛弟兄姐妹，我們每個人就像一塊孤單的木炭，若離開群體，我們的光芒就只
是一閃而過；但若回到群體，就可以和其他的木炭共同發出美麗的火焰。 神的祝福透
過教會更多釋放給你的生命，給你的家庭。讓我們注重教會的團契生活，和弟兄姊妹
一起在柳原這個溫暖的大家庭，互為肢體，讓我們在主愛裡一起燃燒！彼此為神的家
而活、互相學習生命本來就是要分享！一起在神的恩典中成長！ 🎁每個禮拜，我們想
到邀請誰一起回到教會聚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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