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公告＊
國內迄今已超過 53 天無本土 COVID-19(武漢肺炎)病例，為使社會大眾都能力行「防
疫新生活運動」，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6 月 4 日再次針對此防疫概念說明：
民眾應做好手部衛生與咳嗽禮節；出門若無法保持社交距離時，請全程佩戴口罩。
自國外入境時，如有發燒、咳嗽等不適症狀，應主動通報機場及港口檢疫人員並配
合防疫措施；返國後應落實 14 天居家檢疫，如出現疑似症狀，請聯繫衛生局或各縣
市關懷中心，並依指示就醫，切勿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就醫時，請務必告知醫師旅
遊史、職業別、接觸史及是否群聚(TOCC)，以供及時診斷通報。指揮中心表示，目
前國內疫情穩定控制中，近期如未再新增本土病例，6 月 7 日後將放寬國內社區防疫
措施，民眾應持續力行防疫新生活運動，落實社交距離及做好個人衛生防護，並配
合業者執行實聯制、體溫監測等防疫作業，將防疫內化為日常生活習慣，共同持續
維護社區安全。指揮中心重申，防疫不只是政府的事，而是大家的事。感謝每一位
堅守崗位的防疫及醫護夥伴，以及所有配合防疫工作的民眾。
（中區區公所公文）
一、防疫配套措施
1. 實施實(聯)名制：應造冊記錄參加人員姓名及聯絡方式，並於集會、活動期間拍照，
以利掌握參加人員資料及其在集合活動中之相對位置。
2. 衛生防護措施：應落實量測體溫、噴酒精、全程配戴口罩（用餐時間除外）等個
人衛生防護措施，不開放發燒者進入場所或參與活動，並應加強環境清潔消毒。
3. 保待社交距離：應儘量保持社交距離、減少肢體接觸，無法保持社交距離時應採
取梅花座、設置隔板等阻隔設施或其他防護措施。
4. 妥善規劃動線：應妥善規劃宗教場所內外之行進動線，避免信眾行進交錯或群聚。
二、現階段放寬措施：
1.宗教會集合活動：
(1)於固定地點舉辦者：如彌撒、禮拜、聚禮、講經、法會、追思會、落成典禮、
晚會、平安宴等。該類集會活動之規模，放寬為「室內 250 人，室外 1000 人。」
(2)非固定地點舉辦者：如繞境、進香、出巡、遊行等。該類集會活動因參加者通
常為不特定對象、活動型式不易保持社交距離，且難以全程配戴口罩，現階段
先就「小規模（250 人以下）」
、
「地區性（活動範圍在同縣、市範圍）」之活動開
放舉辦。
2.宗教場所：
(1)宗教場所餐飲或住宿：開放宗教場所飲食，惟以提供餐盒及瓶（罐）裝飲品為
原則，不開放自助餐。如採多人同桌共餐方式，應保持桌距並使用公筷母匙。
提供住宿者，以 1 人 1 室為原則。
(2)宗教場所參觀或參拜：暫維持目前依場所面積大小及可容留人數進行人流總量
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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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委員會：6/6。總務務委員：6/13。禮拜委員會：6/20。宣道委員會：6/27。教
育委員會：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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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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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輪值人員：
日期

地點

量體溫

噴酒精、貼貼紙 錄影（3 處） 華語禮拜前會堂消毒

大禮拜堂 何啓光

何秋萍

6 月 7 日 2F 電梯口 卓啓煌

王惠玲

古蹟教堂 卓聖育

呂慧玲

大禮拜堂 劉雅玲

張榮璋

6 月 14 日 2F 電梯口 葉美玲

陳佳萍

古蹟教堂 程玉珍

張玉旻

賴信旭

廖寶蓮

林玉山

廖寶蓮

＊通知事項＊(司會人員讀★項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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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日(6/7)舉行聖餐聖禮典，服事人員如下：
台語禮拜–捧餅：余燕儒、卓孟佑、楊凱成、許明暉、許允麗。
捧杯：何中亨、卓啓煌、何啓光、廖寶蓮、許明暉。
華語禮拜–捧餅：劉雅玲，捧杯：張玉旻
3. ★上週探訪兄姐：林義耕、蘇英妹、鄧仰光。
4.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後壠子教會訂 6 月 13 日(六)10:30 召開董事會，
地點：小會會議室。
5. ★台中市十字園訂於 6 月 13 日(六)上午 10:00 在柳原教會 2F 團契辦公室召開第 11
屆第 13 次管理委員會會議，敬邀牧師顧問、董事會代表、新舊任委員同工撥空蒞臨
參加。
6. 更正：5 月 24 日台語禮拜人數修正為 13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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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成人主日學於 1F 松年教室上課，內容：哥林多後書 13 章 11-13 節。
2. 為維護主日學學生的學習環境，請家長勿讓孩子攜帶行動電話到主日學。如仍
攜帶，須自行關機後放入置物櫃內，方可進入教室，且主日學不負保管責任，
懇請家長配合。
二、松年團契（會長：林靜萍姐妹）
1. 6 月第二主日舉行例會及慶生會、例會由張連香長老主理，舉辦【健康講座】，
邀請張榮璋執事分享，會後並舉辦 5 月份及 6 月份慶生會。
2. 5 月份壽星：王吳雀姐、楊珠如姐、黃金鈺姐、何中亨長老、6 月份壽星：劉朱
昌美姐、陳蘇季珠姐等。【勇健是少年人的榮光，白頭毛是老人的體面】（箴言
二十：29 節）祝福壽星們生日快樂！
三、男聲合唱團（團長：曾正賢弟兄）
6 月份練唱時間：6/6、6/20(六)15:30-17:00，地點：2F 練唱室。
2

四、婦女團契（會長：陳佳萍執事）
婦女團契 6 月 21 日舉行例會，地點：1F 松年會館，時間：10:40，司會：黃金鈺，
講員：張榮璋，主題：夏季芳療養生與防疫(下)。
五、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松年大學 2019 學年度下學期訂於 6 月 17 日(三)上午 09:30 舉行結業感恩禮拜，主
禮：陳正雄牧師。
六、宣道委員會探訪組（組長：陳慧錦執事）
1. 請各區區長提供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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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舉行人才靈修增長訓練會，時間：6 月 20 日(六)09:00~12:30，
地點：忠孝路教會舊堂，主題：
「優雅總在生活時尚~有味道的細節」
，講員：呂舜教
授。費用：200 元/人。
2. 台中小鎮教會訂 6 月 14 日(日)15:00 舉行陳怡伶牧師就任第五任牧師授職禮拜。
3. 水林教會訂 6 月 27 日(六)上午 10:30 舉行「水林長老教會獻堂感恩禮拜」。
4. 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訂 7 月 11 日(六)舉行適婚青年聯誼會【臻愛–系列 2】
，地
點：彰化~卦山月圓，報名方式：http://gg.gg/j6dmw，6 月 30 日截止，費用 1000
元/人(6/22 前繳費，850 元/人)。
5. 台中中會教會與社會事工部舉行教會、社福與長照」講座，講師：台中市社會
局局長–彭懷真局長，時間：7 月 5 日(日)下午 2:00 至 4:30。地點：篤行教會。
6. 總會婦女事工委員會舉辦全國婦女事工靈修營–「混亂中尋寧靜」，時間：7 月
16~18 日(四~六/華語場)，7 月 27~29 日(一~三/台語場)。地點：西湖渡假村。費
用：3500 元/人(含住宿、餐費、保險)。詳洽 02-23625282#350 蔡秀靜。
7. 台中中會教育部舉行師資培訓課程，主題：Mebig 的 I 課程–健康的診斷，時間：
6 月 13 日(六)09:00~14:30，地點：向榮教會。對象：主日學同工，費用：100 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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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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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黃美月姐。
＊本週金句＊
(台語) In-ūi Siōng-tè sī chı̍ t-ê, Siōng-tè kap lâng ê tiong-kan tiong-pó iā sī chı̍ t-ê, chiū-sī
chòe lâng ê Ki-tok Iâ-so͘ . (Thê-mô.-thài chiân2:5)
因為上帝是一個，上帝及人的中間，中保也是一個，就是做人的基督耶穌。
(提摩太前 2:5)
(華語) 因為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中間，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為人的基督
耶穌。(提摩太前 2:5)
＊下週金句＊
提摩太前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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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6/7(日)
民 32

日期
經節

6/8(一)
民 33-34

6/9(二)
民 35-36

6/10(三)
約1

6/11 四)
約 2-3

6/12(五)
約4

6/13(六)
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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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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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

劉柏超

心牆

以弗所2:13~22

16

113
547
402

新的誡命

第二堂
華語禮拜

6/14

劉柏超

心牆

以弗所2:13~22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6/17

劉柏超

西庇太之子雅各

馬可福音1:16~20
使徒行傳12:1~5

23

24、
373、398

同上

＊上週講道＊
【三分鐘熱度】

啓三:14~22

劉柏超牧師 2020/5/31

生活中我們是否有什麼事情也是常常只有三分鐘的熱度？
1x1x1x1 乘 1，乘以 10 次，答案會變多少呢？答案很簡單，當然是「1」啦。可是
──1.1x1.1x1.1x1.1 也就是 1.1 乘 1.1，乘以十次之後，答案會變多少呢？答案是
「2.85…」。假如每天進步一點點，日積月累，積極、不斷地進步、再進步，那麼「乘
以 10 次」之後，答案就變「2.85…」可是，如果每天懶散一點、懈怠一點、沒有目標、
無所事事…就像 1 減 少一點變 0.9，「0.9」乘以 10 次以後，答案會變多少呢？正確答
案是多少呢？答案是「0.31」？「0.9」自乘十次以後，會變「0.31」而已？這就是「積
極」與「懈怠」截然不同的命運！有人在生命中加入了「正向」
、
「積極」
、
「堅持」
、
「永
不放棄」的因數，每天努力朝向自己的目標前進，那麼，他們的成績就愈來愈亮麗，
業績愈來愈加倍！可是，有些人偷懶、萎靡、沒有目標、不願積極行，那麼他們的命
運，可能就是極普通？甚至是「倒退魯」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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