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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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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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委員會：5/16。宣道委員會：5/23。教育委員會：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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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疫輪值人員：
日期

5 月 10 日

5 月 17 日

地點

量體溫

噴酒精、貼貼紙

大禮拜堂 許允麗

卓聖育

2F 電梯口 余燕儒

黃惠冠

古蹟教堂 何啓光

徐澄榮

大禮拜堂 卓孟佑

賴信旭

2F 電梯口 何中亨

高雅智

古蹟教堂 劉雅玲

王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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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影（3 處）

華語禮拜前會堂消毒

賴信旭

廖寶蓮

張榮璋

廖寶蓮

＊通知事項＊(司會人員讀★項目)
1. ★本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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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下週主日(5/17)下午 3 時舉行本會第十任主任牧師劉柏超牧師就任授職感恩禮拜。
3. ★下週主日(5/17)下午不開放停車，中午過後車輛只出不進。地下室停車場僅提供
特會員(5 輛車)及看西街教會會友(5 輛車)使用，下午 14:30 後即關閉車道入口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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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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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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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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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陳慧錦執事）
請各區區長提供 5、6 月可探訪的會友名單或有人知“急需探訪者”電話及其聯絡
方式，請告知探訪組或幹事方便儘早安排探訪，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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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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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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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ín tùi góa só͘ ha̍ k-sı̍ p, só͘ niá-siū, só͘ thiaⁿ-kìⁿ, só͘ khòaⁿ-kìⁿ ê, lóng tio̍h kiâⁿ i; chiū
siúⁿ-sù pêng-an ê Siōng-tè beh kap lín tī-teh.( Hui-lip-pí 4:19)
(台語) 恁對我所學習，所領受，所聽見，所看見的，攏著行伊，就賞賜平安的上帝
欲及恁佇啲。(腓立比 4:19)
(華語) 你們在我身上所學習的，所領受的，所聽見的，所看見的，這些事你們都要
去行，賜平安的上帝就必與你們同在。(腓立比 4:19)
＊下週金句＊
耶利米 31:3
＊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5/10(日)
路 13-14

日期
經節

5/11(一)
路 15-16

5/12(二)
路 17-18

5/13(三)
路 19

5/14(四)
路 20-21

5/15(五)
路 22

5/16(六)
路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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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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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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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堂
台語禮拜

5/17

劉柏超

超前部署

以賽亞7:14

22

154
519
397

尼西亞
信經

第二堂
華語禮拜

5/17

劉柏超

超前部署

以賽亞7:14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5/20

劉柏超

西門彼得

彼前2:4~5

6

315、
346、39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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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作基督的大使】

林後五:16~21

布興．大立牧師 2020/5/3

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很高興來到你們的教會，代表玉山神學院，來和你
們請安和感謝。今天是玉山神學院的「奉獻紀念主日」
，我要透過今天我們所讀的經文，
用「作基督的大使」的題目分作三點來和大家分享上帝的話：
第一點：要有基督的生命(17)
在 17 節的經文這樣說：無論誰，一旦有了基督的生命就是新造的人；舊的已經過
去，新的已經來臨。」
在這個經文要跟我們說的是，無論是什麼人，都是和耶穌基督連結在一起的意思，
就是說，我們的生命在耶穌基督的生命時，在我們的生命裡面，有基督的生命。換句
話來說，在基督的生命裡面，也有我們人的生命。
各位兄弟姊妹，在我們的生命裡面，既然有耶穌基督的生命的時候，他的生命可
以改變我們的生命，成為得救的生命。基督的生命，能夠改變我們的心，成為喜歡來
敬拜上帝、讚美我們的主。在我們的生命裡面，真正有基督的生命的時，耶穌的生命，
可以讓我們有力量。
「作基督的大使」
，為著基督的生命做見證，宣揚耶穌基督的福音。
大家都知道，在去年的 3 月 8 日，蔡英文總統任命我做宗教自由的大使。總統要
我代表國家，向世界人傳達臺灣是一個民主自由的一個國家，宣揚台灣是一個宗教自
由的國家。我們的國家－臺灣沒有像中國這樣去迫害宗教，將教會的十字架全部拆下
來，甚至將牧師、信徒，抓去關在監獄裡。
所以，我們「基督的大使」
，就要有耶穌基督的生命，在我們臺灣社會宣揚，他疼
愛每一位台灣人，他的心意就是要我們都能得救。我們無論什麼人，見證耶穌基督的
生命，也是在宣揚耶穌基督的福音，我們就是在作基督的大使。我們是被耶穌基督任
命做他的大使，也是作「上帝國的大使。」
因此，你們的教會每一年所支持、關心、奉獻的玉山神學院，就是在培養「作基
督的大使」
，
「作上帝國的大使」
，在原住民的教會和社會，作上帝的奴僕。所以，在信
仰上，玉山神學院值得大家支持和奉獻。
第二點：傳揚上帝的信息（19）
我們「作基督的大使」的第二點，就是要傳揚上帝的信息。就好像第 19 節的聖經
跟我們這樣說：
「我們所傳的信息就是：上帝藉基督與人類建立和好的關係。他不追
究他們的過犯，並且把他與人和好的信息付託了我們。」
在我們所讀的這節經文裡面，上帝給我們很大的使命，就是要去傳揚上帝的信息。
這個信息就是耶穌基督受難、死與復活的生命，讓我們世上每一個人和好，也和我們
的上帝建立美好的關係。
換一句話來講，我們傳揚上帝的信息，就是要透過耶穌基督的福音，對我們生命
的一種祝福，讓別人的生命，就好像我們基督徒要有耶穌的生命一樣。
所以，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九章 16 節的經文這樣說：「我沒有理由為傳福音而
誇口；我不過是奉命去傳的。我不傳福音就有禍了！」
保羅他在這邊跟我們說出，作一位「基督的大使」非常重要的一句話，就是「我
不傳福音就有禍了！」
。保羅可以說是一位非常會傳揚上帝福音的人。因為，他將上帝
的福音，傳到歐洲外邦人的地方，讓他們的生命得到救恩，有上帝祝福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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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兄弟姊妹，你們所支持、關心的玉山神學院的神學教育，就是用上帝的福音，
拯救臺灣原住民的生命。因為我們相信，只有上帝的福音有極大的力量，不但可以改
變臺灣原住民的生命，而且，也可以大大的祝福原住民的生命和生活。所以，我們常
常提醒每一位來到玉神受裝備，要作原住民傳道者的學生，要學習上帝的福音之前，
你們自己的生命，要讓上帝的福音去改變，這樣才有經驗傳上帝的福音。
第三點：勇敢承擔的人（21）
我們做基督的大使，第三點就是：
「勇敢承擔的人」
。就好像第 21 節的經文，保羅
這樣跟我們說：
「基督是無罪的，可是為了我們，上帝讓他擔負我們的罪，使我們藉
他得以跟上帝有合宜的關係。」
從這節經文要告訴我們的，我們知道主耶穌基督真正是「勇敢承擔的人」
。他為了
世上每一個人，可以和上帝建立合宜的關係，耶穌很勇敢的承擔我們人類的罪。無罪
的基督成做有罪的耶穌，甚至，耶穌願意擔當我們的罪，被人釘死在十字架上。所以，
耶穌基督這種願意勇敢承擔的心，在我們玉山神學院過去院長中，也有這樣一個人，
他就是我們大家非常認識的人，就是高俊明牧師。在 60 多年前，玉山神學院沒有校園、
沒任何的建築物可以讓學生上課，也沒有自己的土地，甚至沒有一個老師願意來到玉
神教書的時，高俊明牧師願意來玉神教書，願意做玉神的院長，
「勇敢承擔玉神的苦難。」
在高俊明牧師做玉神院長的時，幫助玉神買 20 多甲的土地，建造教室、教堂、老
師和學生的宿舍，甚至將玉神建造一個「山上的花園」
，來祝福玉山神學院。只是，非
常遺憾的是，高俊明牧師在去年 2 月 14 日過世，蒙主恩召。
在高俊明牧師的遺言中，他這樣說：
「在我的信仰中，我的救主耶穌基督在世間的
時候，是個「沒枕頭所在」的人，他願意擔當人類的罪惡，走完他生命最後的旅程，
那是一條艱苦、孤單的路，沒告別式，也沒很多人送行。」
聽完了高俊明牧師的生命見證，實在是真感動。當我們今天在紀念－玉山神學院｢
奉獻主日｣的時候，你們教會的關心，甚至為著玉神奉獻的時候，你們也是為著玉山神
學院成為：「勇敢承擔的人」，甚至透過你們的奉獻，成為「耶穌基督的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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