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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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0 日第十次小會中通過提名長老候選人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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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惠芳、王月珊、
吳憶恩、張麗真、洪泰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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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宣道委員會：1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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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日

10 月 18 日

地點

量體溫

噴酒精、貼貼紙 錄影（2 處）

大 禮 拜 堂 許明暉

鄺豫麟

2 F 電 梯 口 呂慧玲

卓聖育

大 禮 拜 堂 余燕儒

林玉山

2 F 電 梯 口 卓啓惶

呂慧玲

張榮璋

許明暉

＊通知事項＊(司會人員讀★項目)
1. ★本會訂 10 月 11 日長老改選，10 月 18 日執事改選，選舉當日 08:40 召開小會，
一、二堂禮拜合併舉行，時間：09:30。
2. ★許朝鑫、吳淑惠、許貝羚、許貝君等兄姐一家，會籍由台中復興教會轉入至本
會；林榮華兄會籍轉出至三一教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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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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週探訪：余燕儒&呂明玲、劉美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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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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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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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男聲合唱團（團長：曾正賢弟兄）
1. 10 月 1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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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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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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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服務委員會關懷組（組長：呂慧玲執事）
凡台灣基督長老教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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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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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5 日~10 月 15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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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教社部舉辦「大肚區萬里長城淨山」活動，時間 10 月 18 日(日)
14:00~16:30，地點：大肚區萬里長城，費用：200 元（現場繳交，贈毛巾、漁夫
帽、餐點，頒發志工證書）
。採網路報名 http://reurl.cc/k0rl1L，10 月 11 日截止。
參加者請自備口罩！
2. 水里教會訂 10 月 11 日下午 3 點舉行林麗娟傳道師封立牧師暨就任第十一任牧
師授職感恩禮拜。
3. 「2020 年性騷擾防治實務座談會」
，內容：性騷擾知多少？教會性騷擾之處理實
務？時間：10 月 17 日(六)09:00，地點：和美教會(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六段 22
號)，費用：100 元（便當、講義）。請向連以馨傳道師報名 0939-97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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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維順兄、許湯秀長老娘、江孟哲牧師。
＊本週金句＊
(台語) Gōng ê kia̍h in ê teng, bô lēng-gōa tòa iû. To̍k-to̍k tì-sek ê kia̍h in ê teng lēng-gōa
tòa iû tī in ê khì-kū lāi. (Má-thài 25:3-4)
(台語)戇的舉𪜶的燈，無另外帶油；獨獨智識的舉𪜶的燈另外帶油佇𪜶的器具內。
(馬太 25:3-4)
(華語)愚拙的拿著燈，卻不預備油；聰明的拿著燈，又預備油在器皿裏。(馬太 25:3-4)
＊下週金句＊
馬可福音 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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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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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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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經節

10/11(日) 10/12(一) 10/13(二) 10/14(三) 10/15(四) 10/16(五) 10/17(六)
林後 11
林後 12
林後 13
得 1-2
得 3-4
撒上 1
撒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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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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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
應

聖詩

信仰告白

合堂
台語禮拜

10/18

劉柏超

多作多錯？

路22:54~62
徒2:37~42

48

149
547
397

尼西亞
信經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10/21

成慧如

我們與愛
的距離

使徒行傳
3章1~10節

60

121，
178，390

同上

＊上週講道＊
【愛的五種語言】

林前十三:1~3

林欣成牧師 2020/10/4

感謝主，因祂有訴說不盡的恩典。很高興今天代表教社部，來到篤行的母會，
向大家請安，一起敬拜神，分享主的話。今年是主後 2020 年，篤行教會有一句標語：
2020 愛祢愛你，第一個愛「祢」是誡命中的首要→ 盡心、盡力、盡意、盡性愛主祢
的上帝，也就是要用我們全部心思，盡一切最大的努力，來愛神。
那麼，究竟怎麼樣才是愛上帝的表現呢？耶穌在約翰福音 14：21 節，給了我們一
個很棒的答案：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
也要愛他。』世界上有許多的教導和標準，其實不是來自於神，所以我們基督徒應該
要很慶幸，我們擁有聖經，有來自主耶穌親自的教導，也就是主所說［我的命令］
。但
是光有命令還不足夠，耶穌說：還要去遵行！這樣才是真正愛我的表現。
約翰福音 15:12 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命令。接著，在
這裡，我們看到另一個重點，愛你→其次也相仿，要愛鄰舍如同自己，遵守耶穌的命
令，代表我們愛耶穌，而耶穌的命令之一，就是要我們彼此相愛，像祂愛我們一樣。
請注意，是彼此相愛！不是彼此亂愛！世界上的愛，因為人的罪，已經被破壞扭曲，
當我們照著自己的心意，照著自己的想法，隨意去愛的時候，往往所經歷到的都不是
真正的愛。
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所以耶穌強調→用我愛你們那樣的愛，去愛
彼此。人的愛往往是自私的、有條件的、求回報的；而主耶穌的愛卻是無條件的、願
意犧牲的、不求回報、無怨無悔的愛。這正是我們要學習與追求的。
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所寫著名的愛的真諦詩篇，提到愛是甚麼 / 愛不是甚麼
/ 還有當一個人沒有了愛，會是何種景況。
「我若能說萬人方言，天使言語，卻沒有愛，
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鈸一般。」
敲鑼、打鈸，若放在整個交響樂裡面很重要，可是如果整個樂團只剩下鑼和鈸，
那可稱不上音樂，保羅的意思是：萬人的方言，語言天分很好、口才一流，但是所講
的話裡面沒有愛，不過變成吵鬧、囉嗦的鑼和鈸。許多名嘴的婚姻，因著言語犀利，
親像利刀，身邊的人反而常常流血流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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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會講話，但是不一定都動聽、受用、得造就。溝通溝通，常常有溝沒有通。
溝通了大半天，換來一句→你不了解我的明白。回顧人類的第一段婚姻，同樣在話語
上出了問題。亞當對夏娃說 → 祢是我骨中骨 肉中肉；犯罪之後開始互推責任，面對
上帝的責問 → 這個女人，與我同居的這個女人，她叫我吃的。在歷世歷代都不難發
現，婚姻是魔鬼最愛攻擊的地方，今日教會和基督徒的痛處，往往就在最親密的家人
中間，家庭/婚姻實在是磨擦係數最高的場域！
5 種愛的語言
Gary Chapman 經過 30 年的婚姻諮詢，發現“ 使一個人感覺到被愛的事物，並不一定
能讓另一個人感覺到被愛。(有一種冷 叫做媽媽覺得冷 )這讓他思考，那些覺得自己
不被愛的人，究竟想要什麼。他發現這些人的回答可以分為五類，他稱之為愛的五種
語言：
愛語 1：肯定的言詞 (Words of Affirmation) → 拿麼厲害！
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說過，人類最深處的需要，就是感覺被人欣賞！被人肯定，
感覺有價值，我是重要的！(Appreciation 賞識/珍視
Admire 愛慕/欽佩/讚美)
可惜我們很欠缺：真誠的鼓勵，真心的讚揚，當小朋友拿著 99 分的考卷回來，爸爸說：
剩下那一分，跑哪兒去了？
施以諾在(氣質是最好的名牌)這本書中，講了一個故事。享譽國際的攝影師史泰
欽(Edward Steichen)，原本只是個攝影傻瓜,他在十六歲那年,曾為他家人拍了五十張
照片,沖洗之後,竟只洗出了妹妹彈鋼琴的那一張,其餘的都失敗！爸爸很生氣，但媽媽
卻說：你這一張拍的真好，一張成功的價值，抵過 49 張的失敗 ［他的作品【月光剪
影】在 2006 紐約蘇富比拍賣價 290 萬美金，史上前 5 高價的照片］
先哲有言:「贈人以言，重於珠玉；傷人以言，甚於劍戟。」箴言 25:11「 一句話
說得合宜，就如金蘋果在銀網子裡。」一句話，能讓人備受肯定/如花朵盛開/滿滿正
能量/心花開。 一句話，也可能讓人深受打擊/如花朵凋謝/內傷吐血/倒地不起。人與
人要重拾真誠相愛的語言，讓我們從每天說好話的運動做起，求主讓我們的口舌，成
為祝福他人的泉源。
結論來說：約翰福音 15:10 你們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愛裡，正如我遵守
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愛裡。當我們遵守主的命令，願意用主的愛來彼此相愛時，
主耶穌應許我們，我們會「常在祂的愛裡」
，經歷到我用主的誠心來愛你，提升我們愛
的層次，不再用過去的老我和血氣，亂愛一通，讓家人和弟兄姊妹彼此傷痕累累。求
主施恩幫助我們，透過操練愛的語言，使我們和身邊的人，都因此蒙受愛的祝福。盼
望柳原教會每一個兄弟姊妹，都實踐從主耶穌而來的愛，活出相愛的見證，成為合一
相愛的教會。
【補充資料】
愛語 2：服務的行動
愛語 3：精心的時刻
愛語 4：貼心的禮物
愛語 5：身體的接觸

(Acts of Service)
(Quality Time)
(Receiving Gifts)
(Physical Touch)

詩歌【愛可以再更多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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