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111 年 5 月 30 日宣布，鑒於 COVID-19 本土疫情持續升溫，
且考量全臺已進入大規模流行階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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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戴口罩等防疫措施維持至 6 月 30 日。
➡️iPhone 下載：https://apple.co/3jPQXRP
➡️Android 裝置下載：https://bit.ly/3eJlMWs
宗教場所、宗教集會活動防疫規範：
一、落實共通性措施：落實量體溫、加強環境清消、內部
人員健康管理、確診事件即時應變。鼓勵民眾安裝「臺灣社交距離 APP」。
二、佩戴口罩：除飲食期間外，須全程佩戴。但神職人員於主持儀式、活動、直播或
錄影時，得暫脫口罩。
三、餐飲規範：舉辦宴席不得逐桌敬茶敬酒。敬酒敬茶僅能在臺上舉杯；於臺下逐桌
與賓客互動時，須戴好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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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服事時間：8:30~台語堂清消完畢）
台語禮拜二樓電梯口體溫量測、手部消毒。台語禮拜後清消大禮拜堂。
B、D（服事時間：8:30~二堂禮拜結束清消完畢）
台語禮拜大禮拜堂前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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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語禮拜二樓電梯口體溫量測、手部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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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D
E
C、F、G

6/19
葉美玲
洪泰陽、許明暉
鄺豫麟
張耀文、呂慧玲、何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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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洪添裕
張榮璋、楊凱成
陳慧錦
張榮璋、徐澄榮、黃惠冠

小會公告：
1. 因應目前疫情狀況較為嚴重，故從 6 月份起到 8 月底先暫停週間禮拜，若是主日
無法參加禮拜者，請觀看教會主日的線上禮拜。
2. 教會長執、會友有確診或必需隔離時，鼓勵會友通知教會辦公室，教會關懷網絡
代禱和做協助。請會友們下載「台灣社交距離軟體 APP」。
3. 若聖工服事人員被隔離，則自行找替代人員代理其服事職務。
4. 教會目前場地不外借給非長老教會總中會的單位，特殊情形需經小會同意。
5. 教會內各團契正常聚會，若有異動請通知教會辦公室；服事團隊（如：聖歌隊、
敬拜團、手鐘團…）恢復正常聚會服事。
＊通知事項＊(司會人員讀★項目)
1. ★下週主日(6/26)新竹中會蘆竹教會黃信雄牧師前來本會請安、報告，並主禮一、
二堂禮拜。
2. ★訂 7 月 10 日財務檢查，請各團契、單位攜帶 2022 年 1~6 月份傳票、簿冊受檢。
檢帳員：顏美玲、高雅智、廖淑玲、吳憶恩。
3. ★魏顯洲、魏黃春夏會籍移至台南中會東寧教會。
4. ★7~9 月「新眼光讀經手冊」已寄達，請需要的兄姐至辦公室領取。
5. 台南神學院舉辦「實踐神學工作坊」
，時間延至 6 月 27~28 日，地點：柳原教會。
6. 上週探訪：王芳敏（王月香）。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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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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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有訂購 6 月份讀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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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成人主日學於 2 樓 A 教室上課，內容：列王紀上 19 章 1~15 節。
二、敬拜讚美團（團長：張哲豪弟兄）
1. 團練時間：每週六晚上 7:00~9:00 於古蹟禮拜堂，歡迎大家一同參與團練～
2. 上週服事同工：主領–張哲豪，配唱–洪予恩、劉伊柔，司琴–林慧珍，
爵士鼓–林恩悌，投影–楊延昊，音控–張榮璋。
三、婦女團契（會長：程玉珍執事）
本日(6/19)例會暫停一次。
四、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松年大學訂於 6 月 29 日(三)上午 9:30 舉行 2021 學年度結業、畢業感恩禮拜，
主禮：劉柏超牧師。
2

＊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二區區會訂 6 月 23 日上午 10:00 舉行，地點：篤行教會。
2. 泰雅爾中會以便以謝教會原訂 6 月 25 日(六)10:00 舉辦何國誠牧師就任第一任牧師
感恩禮拜，延至 7 月 9 日(六)舉行。
3. 台中中會傳道部舉辦第二次長執訓練會，時間：6 月 26 日(日)14:00~17:00，地點：
豐原長老教會，主題：建造「未來」的教會–教會青年 more&more，講員：葛兆昕
牧師（屏東和平教會主任牧師）
，報名費用：實體課程–200 元/人(含講義、晚餐)、
網路直播–100 元/人(含講義)。截止日期：6 月 21 日(二)。
4. 2022 年日光少年營「新的開始」
。日期：8 月 2~5 日(禮拜二~五)，四天三夜。地點：
桃園青年體驗學習園區(桃園市新屋區新港路 16 號)。參與對象：教會青少年─國
中生、高中生、大專生、社青。報名費：3,200 元/名，早鳥優惠：6 月 30 日前報
名並完成繳費，每名 2,800 元。詳見青年網站：youth.pct.org.tw。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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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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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求主保守日漸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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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潘藟姐、簡安祺姐、劉東一兄、許瑞源長老。
＊本週金句＊
(台語) Kìⁿ-nā hō͘ Siōng-tè be̍ k-sī ê keng iā ū lī-ek tī kà-sī, tī tok-chek, hō͘ lâng kui-chèng,
ín-chhōa lâng o̍h gī-lí , hō͘ ho̍k-sāi Siōng-tè ê lâng liān-ta̍t, piān-piān lâi kiâⁿ
lóng-chóng ê hó sū. (Thê-mô͘-thài hō͘ 3:16~17)
(台語) 見若互上帝默示的經，也有利益佇教示、佇督責、互人歸正、引導人學義理，
互服事上帝的人練達，便便來行攏總的好事。(提後3:16~17)
(華語) 聖經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叫屬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3:16~17)
＊每日靈修日程表＊（活潑的生命）
6/19(日)
6/20(一)
6/21(二)
6/22(三)
6/23(四)
6/24(五)
6/25(六)
日期
以斯帖記 以斯帖記 以斯帖記 以斯帖記 以斯帖記 以斯帖記
詩篇
經節
7:1~10
8:1~10
8:11~17
9:1~16
9:17~28 9:29~10:3 2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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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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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人

日

11:00~12:15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28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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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堂
台語禮拜

6/26

黃信雄

謝緯的精神

羅馬書
14:7~8

62

4
548
390

尼西亞
信經

第二堂
華語禮拜

6/26

黃信雄

謝緯的精神

羅馬書
14:7~8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6/22

暫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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