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公告】
（內政部公文 2020.08.12）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109 年 8 月 5 日宣布，即日起民眾出入宗教場所(如寺廟、
教堂等)、參與宗教活動(如禮拜、法會、遶境等)時，無論是否保持社交距離，務必
配戴口罩，請各教會遵照辦理，並持續做好相關防疫措施，必要時將由地方政府及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公告罰則予以裁罰。
＊小會公告＊
1. 本會訂 10 月 11、18 日舉行臨時會員和會選舉長執(2021~2024 年)，會員名單公告
於公佈欄，如有誤漏，請向小會書記–許允麗長老或辦公室更正。
2. 2020 年 10 月 11 日臨時會員和會中選出 2021~2024 長老如下：洪添裕、謝理明。
3. 2020 年 9 月 20 日第十次小會中通過提名執事候選人如下：王月珊、洪泰陽、劉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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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禮拜委員會：11/7。宣道委員會：11/14。教育委員會：10/17。
服務委員會：1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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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8 日

10 月 25 日

地點

量體溫

噴酒精、貼貼紙 錄影（2 處）

大 禮 拜 堂 余燕儒

林玉山

2 F 電 梯 口 卓啓惶

呂慧玲

大 禮 拜 堂 何中亨

程玉珍

2 F 電 梯 口 程玉珍

賴信旭

許明暉

賴信旭

＊通知事項＊(司會人員讀★項目)
1. ★本會訂 10 月 18 日執事改選，選舉當日 08:40 召開小會(禮拜後 10:40 續開小會)，
一、二堂禮拜合併舉行，時間：早上 9 點 30 分。
2. ★11 月 22 日感恩節主日，舉行洗禮聖禮典，欲洗禮的兄姐請至辦公室填寫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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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 月 1 日華語禮拜結束後於二樓長執會議室舉行任職會，討論明年度事工分配，
敬請新舊任長執出席。
4. ★11 月 15 日中午 12:00 於小會會議室召開「各單位、團契經費運用與補助小組會
議」，敬請相關人員出席。
5. ★各委員事工組、機構請於 11 月 17 日(週二)中午前將 2021 年預定工作計畫及預
算繳交給曾青美幹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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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本會舉辦 2020 門徒培靈課程，時間：10/23、11/13、12/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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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主題：「長執的
角色與職責&牧者和長執的多重關係與共同服事(一)」
，課程免費，請兄姐踴躍參加。
8. ★本會陳維順兄弟於 10 月 9 日早上 1:40 蒙主寵召安息主懷，享年 92 歲。已於昨
日(10/17)上午 10:00 在火葬場懷念廳舉行入殮告別禮拜，請兄姐為遺族禱告。
9. ★下週主日（10/25）辦理「重陽節」敬老活動。
10. 上週探訪：蔡郁青、廖寶蓮。
11. 10~12 月「新眼光讀經手冊」已寄達，請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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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雅玲長老）
本日(10/18)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
二、社青團契（會長：顏姿叡執事）
10 月 25 日(日)13:00 舉行年會，改選 2021 年會長。
三、松年團契（會長：林靜萍姐妹）
1. 10 月份例會正逢教會長老改選，所以 10 月與 11 月例會及慶生會合併舉行。
2. 舉辦秋季靈修旅遊，日期：11 月 17 日(二)〜18 日(三)。地點：南島知性二日遊。
費用：3000 元/人（會員有補助）。行程：第一天雙流森林遊樂區→恆春東門古
城→夜宿恆春富麗敦飯店→ 靈修。第二天東源森林遊樂區〜哭泣（KUZi）湖、
水上草原導覽→南方部落午餐牧丹水庫→嘉義晚餐→溫暖的家。報名：即日起
至 10 月 25 日(日)截止、請洽副會長–張耀文。
四、婦女團契（會長：陳佳萍執事）
10 月 25 日舉行例會+年會，時間：10:40，地點：一樓松年會館。
五、男聲合唱團（團長：曾正賢弟兄）
1. 10 月 24、31 日，11 月 1 日(六)15:30~17:00 練唱，地點：2F 練唱室。
2. 10 月 24 日(六)15:00 於練唱室召開年會。
六、家庭團契（會長：許庭魁弟兄）
10 月 31 日(六)家庭團契舉行例會並召開年會，選舉 2021 年會長、副會長，地點：
古拉斯天園泰雅風味餐廳（和平區東關路一段松鶴巷 100-3 號）
，09:00 於教會出發。
七、手鐘團（團長：鄺豫麟執事）
10 月 13 日選出 2021 年團長：呂慧玲執事，副團長：程玉珍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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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敬拜讚美團（團長：張玉旻長老）
敬拜讚美團於 10 月 10 日召開年會選出 2021 年團長：張玉旻、副團長：顏姿叡，
請為敬拜團代禱，願神成就美好事工。
九、禮拜委員會禮典組（組長：高雅智執事）
11 月 8 日舉辦野外禮拜，地點：溪頭，即日起至 10 月底，請欲參加的會友向辦公
室報名繳費，一般人$200，國小以下$100，未佔位子不收費，
（含車資、保險、午
餐），只有四台車 160 個名額，請盡速報名！（繳費完才算報名喔！）
行程：07:00 教會集合出發，溪頭野外禮拜–溪頭園區–12:30 午餐–14:00 竹山文
化園區–15:30 台灣麻糬主題館–17:00 返回教會。
＊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巴克禮文字事奉學校–上帝一定有辦法：大手牽小手創作繪本！時間：11/7(六)
上午 8:30〜下午 4:00，地點：柳原教會，費用：成人班 1500 元/兒童班 1 名小孩
800 元/一大兩小特價 3000 元。10/20 截止報名。報名電話：06-2356277 分機 152，
網址 https://tinyurl.com/yxcfzak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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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興建中後壠子教會工程順利及施工安全代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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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麗娥姐、歐王雪雲姐、
梁黃美月姐、蘇瓊觀姐、許湯秀長老娘、江孟哲牧師。
4. 陳維順兄的遺族。
＊本週金句＊
(台語) Lâng nā tit-tio̍h choân sè-kài, lâi sòng-sit i ê sìⁿ-miā, ū sím-mi̍ h lī-ek？
(Má-khó 8:36)
(台語) 人若得著全世界，來喪失伊的生命，有甚至利益？(馬可 8:36)
(華語) 人就是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 (馬可 8:36)
＊下週金句＊
馬可福音 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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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0~10:30

大禮拜堂

主日崇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82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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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暫停

-

3

＊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經節

10/18(日) 10/19(一) 10/20(二) 10/21(三) 10/22(四) 10/23(五) 10/24(六)
撒上
撒上
撒上 3-4 撒上 5-6
撒上 7
撒上 8
撒上 9-10
11-12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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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堂
台語禮拜

10/25

劉柏超

熟練的無能

王上19:1~18

第二堂
華語禮拜

10/25

劉柏超

熟練的無能

王上19:1~18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10/28

成如慧

人生驚嘆號

詩篇84:1~12

啟
應

聖詩

信仰告白

189
347
399

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
信仰告白

-

-

同上

19

19、220、
391

同上

＊上週講道＊
【服事神的好管家】

太 20:20~28、林前 12:28~31

劉柏超牧師 2020/10/11

今日咱教會要選「長老」，來幫助牧師治理教會。長老是一個特別又神聖的任務。
我們千萬不要以外面的世界的態度，來看”長老”這個職份。長老雖然是經過選舉選
出，但角色不是民意代表。「長老」更重要的是成為會友的模範、學習的對象，言行
要一致幫助牧師培養和建立信徒的靈命和品德，帶領信眾一起做事工的領導者。所以
要將自己看成一位「忠心服事上帝的管家」。
在上帝的教會中，領導者最忌諱的是驕傲而不夠謙卑。驕傲的危險是過度自信，
對屬靈的事物漠不關心。再來就會疏於禱告、讀經、尋求上帝，導致事奉乏力。一個
成熟的領導者是一個謙遜的聆聽者、學習者與禱告者，他會敬畏上帝，以真理束腰，
謹守上帝的話，知道何時當言，何時不當言，進退得宜。所以，今日要選的長老要有
這樣的信仰。
威信與威權
一個好的管家權力的來源是「威信」，威信是藉著「犧牲奉獻的精神」來展現，
而「愛的行為」更是做到犧牲奉獻唯一的途徑，「決心」是達成這一切最基本的需求。
威信就是一種影響力，讓別人心甘情願地照著你的決心行事，其中最重要的是「心甘
情願」。耶穌說：「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誰願為首，就必作你們
的僕人。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
價。」(太 20:26-28)耶穌的話指的就是「威信」，一個能夠服眾的人，必是謙卑讓人
從心底佩服，讓人甘心樂意跟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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