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會公告＊（不必朗讀）
因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3 月 25 日建議，停辦室內 100 人以上聚會活動，本會第
二階段防疫措施如下：
1. 一二堂禮拜照常舉行，四月起台語禮拜分別在大禮拜堂、古蹟禮拜堂、聖歌隊練
唱室三個地點同步轉播進行，大禮拜堂以容納 90 人為原則（至多不可超過 100
人）
，古蹟禮拜堂容納 56 人，練唱室容納 15-20 人，會友可由以上三個地點自由選
擇參加禮拜；二堂禮拜地點維持在古蹟禮拜堂舉行，所有會友禮拜時以梅花座方
式入座。古蹟禮拜堂於台語禮拜結束與華語禮拜開始前由同工進行場地及桌椅擦
拭消毒。三個地點貼梅花座標示貼紙，請服務委員會同工於三月廿八日進行消毒
工作時一併處理。
2. 古蹟禮拜堂於此階段僅開放前門。參加台語禮拜之會友進入禮拜堂前需於大禮拜
堂前門、古蹟禮拜堂前門、二樓電(樓)梯口由接待同工進行檢測額溫及雙手消毒工
作，參加華語禮拜之會友於古蹟禮拜堂門口由接待同工進行檢測額溫及雙手消毒
工作，體溫正常及完成雙手消毒之會友由接待同工協助於身上明顯處貼貼紙以利
辨識，參與禮拜過程中需全程戴口罩。每次禮拜中進行全場錄影以記錄該場禮拜
參加人員及座位。
3. 松年大學課程、恩典合唱團團練照常進行。
4. 各團契、手鐘團、小組聚會由各團契視疫情自行調整。
5. 四月五日聖餐暫停，四月 12 日復活節洗禮照常舉行，受洗者全部於大禮拜堂禮拜。
6. 四月起安排長執同工負責各門口檢測額溫、雙手消毒、貼貼紙，及禮拜中錄影記
錄禮拜參加人員工作。

＊長執會公告＊（不必朗讀）
針對武漢冠狀肺炎，本會防疫措施如下：
1. 自 3 月 2 日起至 5 月 3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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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31 日本會社區圖書閱覽室暫停開放。
3. 自 3 月 8 日起至 5 月 31 日，暫停供應主日愛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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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委員會：4/11。宣道委員會：4/18。教育委員會：4/25。
服務委員會：5/2。總務務委員會：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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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已從美國購買二支額溫槍，兄姐進入禮拜堂請配合檢測。
7. 倘若天氣炎熱需使用冷氣時，仍應維持門窗敞開。

＊本主日(5/3)防疫輪值人員：
日期

5月3日

地點

量體溫

噴酒精、貼貼紙

大禮拜堂 余燕儒

王惠玲

2F 電梯口 許允麗

鄺豫麟

古蹟教堂 楊凱成

陳佳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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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影（3 處）

華語禮拜前會堂消毒

許明暉

廖寶蓮

＊通知事項＊(司會人員讀★項目)
1. ★本日(5/3)是「玉山神學院奉獻主日」，由院長–布興．大立牧師前本會主理一、
二堂禮拜。
2. ★本日(5/3)第一堂禮拜結束後 10:40 召開長執會，請全體長執出席會議。
3. ★下週主日(5/10)是母親節暨教會設教週年紀念日，一、二堂禮拜合併舉行，時間：
09:30，會中將致贈禮物一份予現場的母親們。
4. ★2019 年奉獻證明已開立完成，請有報稅需要的兄姐至辦公室領取。
5. ★有需要口罩的年長兄姐，禮拜前請至辦公室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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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成人主日學，禮拜後於 1F 松年會館上課，內容：約翰福音 10 章 1~10 節。
二、婦女團契（會長：陳佳萍執事）
5 月 17 日舉行例會+第二季慶生會。地點：1F 松年會館，時間：10:40，司會：陳慧錦，
講員：張榮璋，主題：
「夏季芳療養生與防疫」
。
三、男聲合唱團（團長：曾正賢弟兄）
五月份練唱日期：5 月 9 日、16 日。
四、松年團契（會長：林靜萍姐妹）
1. 五月份例會(5/10)因母親節暫停一次、五月份的壽星有王吳雀姐、楊珠如姐、
黃金鈺姐、何中亨兄等。慶生合併於 6 月份例會中舉行，祝福壽星們生日快樂！
2. 5 月 31 日松年合唱團於禮拜中獻詩，請松年團契會員於 5/17、5/24、5/31 主日
禮拜前 8 點 10 分於松年會館練唱詩歌，榮耀主名！
五、教育委員會圖書館組（組長：林玉山執事）
下週(5/10)主日禮拜中頒發圖書館志工感謝狀及禮券。2019 年志工如下：楊守雄、
蕭莛婕、劉榮澤、張榮昌、王惠玲、楊育真、陳平祥、劉淑姝、徐澄榮、王啓明、
鄭清惠、吳和娟、何中亨、廖振宏、林月嬌。
六、禮拜委員會接待組（組長：王惠玲執事）
【源咖啡】即日起至 5 月 31 日暫停供應。
＊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青年部與台灣基督精兵協會共同舉辦青少年探索．戰鬥營–「光說
不練是在哈囉」，時間：7 月 16~19 日，地點：真理大學台北校區，費用：2500
元/人，對象：升國一至升高三，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6 月 15 日止，報名網址：
http://tinyurl.com/tccpfight-25th-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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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本會所屬兩財團法人合併案順利通過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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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蔡伯煉執事、陳春生兄、莊水發兄、潘俊彥兄、
賴明榮兄、張高端姐、江慶澤兄、蔡宗良執事、林義耕兄、簡安祺老師、鄭麗娥姐、
歐王雪雲姐。
＊本週金句＊
(台語) Án-ni goán ūi-tio̍ h Ki-tok chòe khim-chhe, chhin-chhiūⁿ Siōng-tè ēng goán khǹg
lín; goán ūi-tio̍ h Ki-tok kiû lín kap Siōng-tè koh hô.(Ko-lîm-to hō.5:20)
(台語) 按呢，阮為著基督做欽差，親像上帝用阮勸恁。阮為著基督求恁及上帝復和。
(哥林多後書 5:20)
(華語) 所以，我們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上帝藉我們勸你們一般。我們替基督求你
們與上帝和好。(哥林多後書 5:20)
＊下週金句＊
腓立比 4:19
＊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5/3(日)
路6

日期
經節

5/4(一)
路7

5/5(二)
路8

5/6(三)
路9

5/7(四)
路 10

5/8(五)
路 11

5/9(六)
路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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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27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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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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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堂
台語禮拜

5/10

劉柏超

超前部署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5/13

陳正雄

有信仰的
家庭生活

經文

使徒行傳十：1-8，
24-33

3

啟
應

聖詩

信仰告白

62

154
519
397

新的誡命

24

234，
450，389

同上

＊上週講道＊
【當留意美善的事】

腓立比書四:8~9

張顯爵牧師 2020/4/26

4:8 末了，弟兄姊妹們，你們要常常留意那些美善和值得讚揚的事。一切真實、
高尚、公正、純潔、可愛，和光榮的事都應該重視。
4:9 你們從我所學習，領受，或聽到，看到的言行，都要實行出來。那賜平安的上帝就
會與你們同在。
保羅寫腓立比教會的信，最後他想到關於品德的問題，基督徒不但信心要好，在
品德上更要不斷的成長，超越世界的標準，就要常常留意那些美善的事。在此保羅提
出六樣德行：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這些德性在當
時的希臘文化中，被認為是人生最高的善，人應當以追求這些美德為人生中最大的目
標。
2007 年 1 月的某天傍晚，塞納-馬恩省昂駕駛著一輛福特汽車從波特蘭趕往謝里登
簽一份訂購合同。因為這是經過三個多月的艱苦談判才取得的成果，塞納-馬恩省昂異
常高興，一路飛奔。停車的時候，借著燈光，塞納-馬恩省昂發現右前輪上沾有異樣的
東西，湊近時，他聞到了一股刺鼻的血腥味。塞納-馬恩省昂一下子緊張起來，難道是
自己疾駛中撞上了人？他反覆回憶，似乎沒有車子碰撞物體的印象。但塞納-馬恩省昂
仍不放心，立馬上車，發動引擎，調轉車頭，準備沿來路察看。
這時，等待簽約的商業夥伴打來電話，催他快一點。塞納-馬恩省昂解釋說自己有
急事，等會兒就到。對方大為光火，嚷道：
「去死吧，你這個不守時的傢伙！」隨即掛
了電話。塞納-馬恩省昂怔了怔，那可是一筆 300 萬美金的合同啊！這可是他公司的救
命錢，但他還是驅車上路了。
在大霧瀰漫的夜色中，塞納-馬恩省昂邊開車邊沿途察看。最後，在公路行程近一
半的路邊，他看到了一個人躺在那裡，趕忙停車下去。躺在地上昏迷不醒的是一位 13、
4 歲的女孩。她的頭部受了傷，血流了很遠。塞納-馬恩省昂把孩子送到了醫院。經過
搶救，孩子脫離了生命危險，但還是昏迷不醒。警方聯繫上了孩子的父母，這對喪失
理智的夫婦咆哮著捶打塞納-馬恩省昂。塞納-馬恩省昂不做辯解，默默忍受。
家裡人都說他太傻，既然沒有事實證明他就是肇事者，何苦要把責任往自己身上
攬？塞納-馬恩省昂並沒多做解釋，他放下手頭的業務，每天在醫院陪護那位名叫凱薩
琳的受傷女孩，並及時支付醫療費用。
凱薩琳昏迷了 26 天，塞納-馬恩省昂寸步不離地守護了 26 天，花費了 3.8 萬美金
的醫療費。可喜的是，第 27 天，凱薩琳終於清醒過來，並且向人說出了事實的真相：
事發當天，她到郊外寫生，返回途中，被一輛迎面駛來的摩托車撞倒。
原來塞納-馬恩省昂車輪上的血跡只是車經過凱薩琳身邊碾到了淌在地上的血。事情真
相大白。在接受當地電視台採訪時，塞納-馬恩省昂回答的如此簡單：當時我只想到，
如果我不返回察看，我一輩子都不會安心。我這樣做只是為了讓我安心，我從未想到
過後悔。
就因為報紙電視大篇報導，他的訂單超過幾十倍以上這個真實美善的故事就像好
撒利亞人的故事，他們都是留意美善的事和值得讚揚的事！
歐美肺炎疫情越來越嚴重，各國開始正視口罩的重要性之大背景下，台灣開始對
外援助口罩物資，開啟全球外交行動，成為全球的好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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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在國際止雖然一直受孤立，被阻擋在世界衛生組織（WHO）門外，但是台灣
開始以「Taiwn can help」（台灣能幫忙）「Taiwn is helping」（台灣正在在全體國人
努力下，國內疫情得到最好的控制，更受到國際矚目和肯定。台灣也已經從過去的口
罩進口國，轉變成全球第二大口罩生產國。口罩日產量不斷往上突破，可以充分供應
國內的需求。
自四月一日羅東聖母醫院起呂若瑟神父發起為他義大利故鄉募款好買抗病毒相關
器材，沒想到才六天就有超過 2 萬台灣人的愛心，天主教靈醫會羅東聖母醫院收到的
捐款已經超過一億五千萬元，超過實際的需求，神父請大家可選擇改捐其他項目，或
者退回捐款。
呂神父為此深深謝謝台灣，捐款真的太多了，這真是一個好國好民的好地方。
呂神父此募款的結果不此感動了他家鄉父老，更感動了我們全台灣人民。甚至感
動到國際社會。
誠如四章 8 節所說的：常常留意那些美善和值得讚揚的事。一切真實、高尚、公
正、純潔、可愛，和光榮的事。
我們台中公義行動教會自 2011 年 2 月 28 日成立以來，常常留意那些美善和值得
讚揚的事，所以我們九年多來不只單顧自已，我們也顧社會弱勢團體，所以我們幾乎
每年都有募款餐會，或舉辦慈善音樂會之類活動，將所得的善款給社會弱勢團體分別
有信望愛（專收智障、蒙古症等），恩惠兒少之家（專收孤兒，受虐兒童等），創世
基金會，培力商店（培養弱智有一技之長）等等。
除此之外我們也非常關心社會議題，例如現任盧秀燕市長，想要讓大安公園要建
造全世界最高大的媽祖像，阻止此項用公款建偶像，公義行動教會絕不缺席！
另外咱台中公義行動教會，可說是每主日都在舉行佈道會，因為公義行動教會是
在空地上聚會，所以有許多人在某個角落在靜聽！
治好耶利哥的瞎子（路加福音十八 35～43）他之所以能把握機會越發大聲喊著說：
「大衛的子孫哪，可憐我吧！」而最終得醫治。
撒該得救的故事（路加十九 1～10）19:8 撒該站著對主說：「主啊，我把所有的
一半給窮人；我若訛詐了誰，就還他四倍。」撒該之所以快的回轉，這都有在宣傳耶
穌的故事，耶利哥的瞎子和撒該就這樣得到福音種子。
公義行動教會正在做社會關懷與傳播福音的傳播，期盼我們柳原過來幫助公義行
動教會，一起實行腓立比書四章 8 節 說的「常常留意那些美善和值得讚揚的事。一切
真實、高尚、公正、純潔、可愛，和光榮的事都應該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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