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公告＊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6 月 10 日表示，隨著國內疫情趨緩，目前雖已放寬社區防疫
措施，但提醒民眾平時仍應落實勤洗手、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等良好個人衛生習
慣；外出活動時，維持室內 1.5 公尺、室外 1 公尺以上的社交距離，若無法維持應佩
戴口罩；至餐廳或攤販用餐時，可挑選有適當用餐距離、隔板，提供套餐的店家享
受美食，並配合業者執行實聯制、體溫監測等防疫作業；生病不適者盡量在家休息，
只要將這些防疫基本功內化為生活習慣，就能保護自己及他人的健康。
（中區區公所公文）
一、依據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109 年 6 月 11 日中市民宗字第 1090014340 號函辦理。
二、查國內迄今已連續 56 日(COVID-19 病毒 4 個潛伏期滿)無本土確診病例及社區
感染案例，顯示國內疫情穩定安全。為讓民眾儘速恢復正常宗教生活，自即日
起，貴宗教團體倘能落實參加人員實聯制、衛生防護措施(量體溫、勤洗手、噴
酒精、環境清消)、保持持社交距離(無法保持時則配戴口罩)等防疫配套措施，
關於宗教場所及宗教集會活動之防疫限制措施擴大放寬如下：
(一)宗教場所參拜(觀)人流、飲食、住宿之相關限制：即日起解除限制。
(二)定點舉辦之宗教集會活動(如彌撒、禮拜、法會等)人數規模限制：即日起解
除限制。
(三)非定點辦理之宗教集會活動(如繞境、進香、遊行等)：現階段暫維持「小規
模、地區性」之限制(人數規模放寬為 1,000 人以下，原則不開放跨縣市辦
理)，將來俟國內外疫情同步趨緩後，再逐步放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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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禮拜委員會：8/29。宣道委員會：9/5。教育委員會：8/8。
服務委員會：8/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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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日
8月9日

地點

量體溫

噴酒精、貼貼紙 錄影（2 處）

大 禮 拜 堂 何中亨

王惠玲

2F 電梯口 陳慧錦

張榮璋

大 禮 拜 堂 卓孟佑

何秋萍

2F 電梯口 程玉珍

陳慧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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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信旭

林玉山

＊通知事項＊(司會人員讀★項目)
1. ★本日(8/2)舉行聖餐，華語禮拜後 11:45 召開小會。
台語禮拜–捧餅：何中亨、卓啓煌、許允麗、廖寶蓮、許明暉。
捧杯：葉美玲、卓孟佑、楊凱成、許明暉、余燕儒。
華語禮拜–捧餅：張玉旻，捧杯：劉雅玲。
週三禮拜–主禮：劉柏超牧師；捧餅：何啓光；捧杯：余燕儒。
2. ★下週主日(8/9)因慶祝父親節，一、二堂禮拜合併舉行，時間：09:30。
3. ★豐原教會訂 8 月 9 日(日)下午 3 點，舉行耿明德牧師就任第十四任牧師授職感恩
禮拜。欲前往參加的兄姐請洽辦公室蔡幹事。
4. ★本週因舉行兒童夏令營，車輛於 8 月 3 日(一)~7 日(五)請勿停放於地下室。
5. ★上週探訪兄姐：許瑞源、陳健保&唐敏毓、陳維順、劉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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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日(8/2)成人主日學在 1 樓松年會館上課，內容：創世記 32 章 22~31 節。
2. 兒童夏令營於 8 月 3 日(一)~7 日(五)09:00~17:00 舉行，9 日(日)舉行成果發表會。
二、松年團契（會長：林靜萍姐妹）
1. 8 月份松年團契例會適逢【爸爸節】所以 8 月份例會及慶生會與 9 月份合併舉行。
2. 8 月 30 日松年團契於禮拜中獻詩，請松年團契會員於 8/16、8/23、8/30 主日禮
拜前 8 點 10 分在松年教室練唱詩歌。
3. 2020 年 9 月 27 日為中中松年事工奉獻主日。
4. 中區三中會松年聯誼活動，今年輪由彰化中會主辦，彰化基督教醫院協辦。
日期：10 月 8 日(四)上午 08:30 至下午 2 點，地點：鹿港統一渡假村。
內容：(1)感恩禮拜(2)專題演講(3)娛興節目(4)餐敘(5)自由活動（鹿港老街、集
集特技團、晚餐等）。費用：每人 900 元，會員有補助。報名：即日起至 9 月 6
日截止。報名請洽：張耀文副會長。
＊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舉辦適婚青年聯誼會–臻愛~系列 3，時間：9 月 12 日(六)，
地點：沙鹿 人間食解生態養生坊，費用：1000 元/人(8/15 前 850 元/人)，請向
洪秀貞長老報名(line ID：cjhung0130)。
2. 台中中會教育部舉行親子園遊會，時間：8 月 15 日(六)10:00~15:00，地點：金
陵山圓滿教堂(霧峰區峰谷路 900 號)，對象：各教會主日學孩童，內容：MEBIG
體驗、教會特色兒童事工分享、共學分享、窯烤 PIZZA 氣墊城堡、軟陶手作、
闖關活動及熱食攤位等。報名請洽林冠宏傳道 0910-007-703。
3. 台中中會長執聯誼會舉辦秋季聯誼會暨設會 30 週年感恩禮拜，時間：9 月 19
日(六)09:30~12:00，地點：潮港城國際美食館。費用：400 元/人(牧師傳道師免
費)，歡迎兄姐踴躍參加，報名請洽林政義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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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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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金句＊
(台語) lín ēng hoān só͘ khòa-lū ê kau-hù I, in-ūi I koan-sim tī lín. (Pí-tek chiân 5:7)
用凡所掛慮的交付伊，因為伊關心佇恁。(彼前 5:7)
(華語)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上帝，因為他顧念你們。(彼前 5:7)
＊下週金句＊
彼後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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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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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日)
徒 26

8/3(一)
徒 27

8/4(二)
徒 28

8/5(三)
書 1-2

8/6(四)
書 3-4

8/7(五)
書 5-6

8/8(六)
書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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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劉柏超

第39封信

王上二:1~4

35

19
183
397

新的誡命

第二堂
華語禮拜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8/9

劉柏超

第39封信

王上二:1~4

-

-

同上

8/12

陳正雄

以生命影響生
命的同工

使徒行傳六:1~7

33

9，374，
39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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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不同的眼光】

民 13:17~20、25~33

何國誠牧師 2020/7/26

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摩西派遣十二個探子（包括約書亞和迦勒）出去，到神曾經承諾給他們的土地（流
奶與蜜的迦南地）偵察，(18~20 節的記載)去看看那是怎樣的一個地方，有多少人住在
那裏，居民是強是弱，再看看那地`方是好是壞，居民是住在不設防的營地或是設防的
城市，再看看那裏的土壤是不是肥沃，有没有樹木森林，你們要把那裏出產的果子帶
些回來。(25~29 節的記載)探子們在那地偵察了四十天以後，就回到巴蘭的曠野的加低
斯，他們把所有看見的一一告訴摩西及全以色列會眾說：我們所偵察的那地方，是肥
沃的土地，但住在當地的居民高大又強悍，他們的城又大又堅固。
十二個探子所見的一一告知摩西，而以色列人可不可以進入這個上帝所祝福的迦
南地，(30~31 節的記載)迦勒認為：現在應該上去佔領那片土地，我們有足夠的力量征
服它，可是，其他的探子則認為：不行，我們根本沒有足夠的力量去攻打他們，那裏
的人比我們強大。
親愛的弟兄姊妹，探子們所見的情況是相同的，為什麼會有不同的(看法)眼光？
（民數記十四章 7~9 節）我們所偵察的那片土地是非常肥沃的土地，如果上主喜
歡我們…約書亞及迦勒心中充滿的是神的應許及神的昐望，更相信的是神的保守及神
的同在，只要倚靠全能的上帝，未來的道路唯雖坎坷但也不驚惶。
（民數記十三章 32~33 節）那地的出產還不夠養活當地的人呢？…其他十個探子
只看見了是前面的道路充滿了許多困難，危險，甚至死亡，卻忘了上主曾經許下的應
許，更忘了神才是真正要帶領他們進入迦南地並為他們打敗敵人的上帝。
親愛的弟兄姊妹，想想我們面對生活的困境時的態度是什麼？我們應對的想法又
是什麼？
先看看現今基督徒面對負擔及困難或不如意他們的心情或不同的態度：
眼前的挑戰，放棄上帝的應許
眼前的困難，開始不確定上帝應許的真實
尤其我們會：(誇張眼前的困境，預設不實的後果)
我們當思考：
＠基督徒與非基督徒有什麼不同？
＠有信仰的人與沒有信仰的人應該有所分別？
基督徒應該要知道：
約書亞記一章 9 節：
你要記住我的命令：要堅強，要勇敢！不害怕，不沮喪；因為你無論到哪裡，我，
上主─你的上帝一定與你同在。」
出埃及記四章 11 節：
耶和華對他說：「誰造人的口呢？誰使人口啞、耳聾、眼明、眼瞎呢？
不是我耶和華嗎？
馬太福音六章 34 節：
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今天的難處今天當就夠了。」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當學習約書亞及迦勒，讓你我面對未來：心中充滿的是神
的應許及神的昐望，更相信的是神的保守及神的同在，只要倚靠全能的上帝，未來的
道路唯雖坎坷但也不驚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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