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中布中會 

宣教七十週年聯合感恩禮拜 
 

 

 
 

日    期：主後 2020 年 8 月 16 日（禮拜天）上午 9 時至 12 時。 

地    點：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教會/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中布中會宣教七十週年聯合感恩禮拜流程表 

主禮：中會議長 全建生 牧師            司會：中會書記 里安.達那比瑪 牧師        

司獻：中    委 田金城 長老           講道：總會議長 阿布絲．打給絲非來南 牧師 

司琴：陳秀雯 師母  

 

※敬拜讚美----------------------(09:00-09:30)-------------------------青年部 

00.宣   佈----------------------------------------中會書記 里安.達那比瑪牧師 

01.奏   樂---------------（特會員進場、會眾請起立）----------------陳秀雯師母 

02.布農古調---------------------「pasibutbut」-----------------------信義教會  

03.宣   召---------------------------------------------------中委 全偉勤牧師  

04.聖    詩---布農聖詩 29 首：「Kaiunian mas Tama 這是天父世界」----（站立）會眾  

 

(1) Kai u nian mas Ta-ma,na ta a za u vaz，pan sing av tu sing ka hu zas，mus kun  

   ma tu nas kal，kai u nian sain Ta-ma，ma nung siv nak is ang，a min kau pa   

   kai u nian hai，pit has Ta-ma bus vit。 

   這是天父世界，孩童側耳要聽，宇宙唱歌四圍響應，星辰作樂同聲。 

   這是天父世界，我心滿有安甯，樹木花草，蒼天碧海，述說天父全能。 

(2) Kai u nian mas Ta-ma，ha zam hai tu i ia，cing mut ma tais hang ma nau az， 

   mas muav ma kit vai vi，kai u nian sain Ta-ma，is dai da zan sa ia，ma nau  

   az is mut pis ha iap i nas tu cin Ta-ma。  

   這是天父世界，小鳥長翅飛鳴，清晨明亮好花美麗，證明天理精深，這是天父世界。 

   祂愛普及萬千，風吹之草，將祂表現，天父充滿世間。 

(3) Kai u nian mas Ta-ma，ni sai kin si pu ngul，I nu li van mas zang pin vai， 

   siang Ta-ma di kus，kai u nian sain Ta-ma，ni sai kin ma sal pu，pi sus ling   

   a min tu pa tu，Ta-ma hai Sas-bi-nas。 

   這是天父世界，求主叫我不忘，罪惡雖然好像得勝，天父却仍掌管。 

 這是天父世界，我心不必憂傷，上帝是王，天地同唱，歌聲充滿萬方。 

 

05.信仰告白---------------------使徒信經-------------------------（站立）會眾  

 

Latuza saikin mas dihanin Tama，saia hai is–tamasa-zan， 

kai-uni dihanin mas dalah tu Sasbinaz。 

Latuza saikin mas inak tu Sasbinaz Iesu ke-listu，itu dihanin Tama tauk-tasa 

tu uvaz。sia Sele pan-didip mas ilumah-ang tu Malia pataus-uvaz； 

isian sa-ia Pun-tiu Pila-tu tu ima pih-diun、pa-tuh-tuhan sia ziu-zika、mat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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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tumun；ku-nag-dah sia pin-sasah-tuan；tail-ciun hai mais na mi-nataz 

ming-humis，ku-daza sia dihanin，mal-a-nuhu sian is-tamasa-zan tu dihanin Tama 

tu tanas-ka-un。saia mai-sin hai na mais na sain-cia muhna ku-nas-tu cin，

na ma-pavaz mas mihu-misang anis mina-tazin tu bunun。 

Latuza saikin mas Se-le。 

latuza saikin mas ma-sanig-sing at i-tus-kun tu Kiu-kai。 

latuza saikin tu maza liska Iesu tu bunun hai pa-tan-tutu-ngu， 

latuza saikin tu na la-du-azun a iun-livan， 

latuza saikin tu na ping-hu-misun a lutbu， 

latuza sai-kin tu aiza sau-habas-habas mihumis。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 

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 

受死，埋 葬；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裡降臨，審判活人死人。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 

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06.禱    告--------------------------------------------------總委 田永貴長老 

07.讚    美------------「When you believe 當你相信」--------------新鄉教會詩班 

08.聖    經----------哥林多後書五章 18～20 節----中會副書記 法法．滿寇寇牧師 

「18這一切都是上帝的作為；他藉著基督使我們得以跟上帝和好，又給我們傳和好福音

的職份。19我們所傳的信息就是：上帝藉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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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因此，我們作了基督的特使。上帝親

自藉著我們勸勉你們：我們替基督請求你們，讓上帝使你們跟他和好。21基督是無罪的，

可是為了我們，上帝讓他擔負我們的罪，使我們藉著他得以跟上帝有合宜的關係。」 

09.讚    美---------------------「感恩」-------------------------青雲教會詩班 

10.講    道----------【我們是基督的大使】---總會議長 阿布絲．打給絲非來南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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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禱    告--------------------------------------------------中委 幸婉珍牧師 

12.讚    美---「Kaupa ka hanian saipukun 每個日子主在保護」-------松年聯合詩班  

13.奉    獻--------------------------------------------------中委 田金城長老               

14.回顧宣教歷史------------------------------------------------達崙.腦帆牧師 

15.讚    美-------------------「榮耀歸主」-----------------------卡度教會詩班 

16.普世宣教後援會異象傳遞--------------------------------中會議長 全建生牧師 

17.宣讀奉獻禮文--------------------------------------------------（站立）會眾 

 

感謝上帝的恩典,身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中部布農中會屬靈大家庭的福份﹔ 

我將一生努力在生活與事奉上，為主盡心盡力盡意擺上。 

我將委身於        教會，熱愛我的教會、做上帝喜悅的兒女。 

我將努力在禱告上操練，成為教會守望者。 

我將忠心地參與普世宣教，成為會員及支持普世宣教聖工。 

我將敬重教會牧者、長執，在教會、在社會共同建立合神心意的團隊事奉。 

我將謙卑地服事，尊主為大及做眾人的僕人。 

我將照著聖經真理的教導，並順服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神為我生命的主。 

我相信上帝給教會牧者的異象與權柄， 

是為要建立一個身、心、靈健康，凡事興盛，榮耀主名的教會。 

此刻我們在上帝的面前真誠誓約，願上帝悅納我們的決志， 

並重用我們成為祢國度裡的精兵。阿門。 

 

18.祝    歌---------------------「高歌」-----------------------中布中會牧傳會  

19.頒獎、贈禮---------------------------------------------中會議長 全建生牧師 

 

【四代同堂名單】 

(1) 久美教會：王阿碧姐妹。     (2) 卡度教會：石文武長老。   (3) 青雲教會：松申純女姐妹。 

(4) 迪巴恩教會：田朝目執事。   (5) 望鄉教會：王良烟長老。    (6) 喜瑪恩教會：楊吳野菊姐妹。 

(7) 人倫教會：全阿笑姐妹。     (8) 雙豐教會：全某丹姐妹。   (9) 新鄉教會：松玉美姐妹。 

(10) 潭南教會：谷月桂師母。 

【本中會牧者回娘家名單】 

(1)乎乎姆．哪海抒嵐牧師  (2)撒萊．諾阿南牧師  (3)田斯寧牧師 (4)全約翰牧師 (5)田春子牧師 

(6)伊斯巴拉淦•撒麥牧師  (7)肯當•迪洛安牧師  (8)依布•依斯巴立達夫牧師   (9)方金忠牧師 

(10)伍哲傑牧師   (11)松春成牧師   (12)方亞倫傳道師   (13)金秋蘭傳道師   (14)金春惠傳道師         

(15)林國義傳道師 (16)田霖傳道師   (17)伍識賢傳道師   (18)司品襄傳道師 

 

20.讚    美----------「親愛的天父~用信心建立教會」---------大里葡萄園教會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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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謝    詞--------------------------------------------中會副議長 洪美愛牧師 

22.頌    榮----布農聖詩 446 首：「Bunun kiukai mindangkaza」-------（站立）會眾 

Bu nun kiu kai min dang ka za，pai da za va ziu zi ka，pin sa na ma zun nin 

ka ta，pu li vaun mas ha ni tu ku ang，min dang kaz ka ta lau pa ka dau。 

min man tuk ka，min man tu ka，bu nun kiu kai，ma cis ku na ka ta lau pa ku， 

min ta sa mi ta sin la tu za。 

23.祝    禱----------------------------------------------中會議長 全建生牧師 

24.殿    樂---杵音頌讚榮耀主：Matultul（特會員退場、會眾依然站立）---青雲教會  

25.大 合 照-------------------------------------------------------------會眾  

 

 

 

 

 

 

 

 

 

 

 

 

 

 

 

 

 

 

 

 

 



 6 

附件一、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中布中會宣教簡史 

 

一、初期宣教史（1945~1950）： 

（一）1947年陳瓊瑤牧師（漢人）受派南投縣信義鄉仁愛鄉及台中縣和平鄉山地行政指

導員，宣傳政府政令之餘，向村民傳福音。 

（二）1947年 3 月 15 日 

埔里基督長老教會羅文福牧師帶教會青年，數次前往過坑部落傳福音。 

愛蘭基督長老教會及山地醫療團，也進入過坑部落醫療傳道。 

（三）1948年水里基督長老教會林雲山長老，前往地利、雙龍、人和、潭南部落 

      傳福音。 

（四）1950年孫理蓮宣教師（美籍）與三位漢人信徒，進入地利詩歌佈道，教村民來信

耶穌的短歌。 

（五）1950年 9 月胡文池牧師派東部布農族人張旺、田光明囑託宣道師，前來 

      部族人傳福音，二位囑託宣道師，身為布農族，每到部落受族人接待，也樂 

      意聽二人傳福音。 

二、教會成立史（1950~1954）： 

（一）1950 年 11 月胡文池牧師再派張旺、劉傳囑託宣道師前來傳福音，過二個月再派施

景旗，黃順利囑託宣道師前來協助。劉傳囑託宣道師滿有口才，也會特技表演，

最受熱烈歡迎。在明德村傳福音時，族人很快相信。有族人對傳福音也有負擔，

如明德村（村長）司光明長老，望美村（村長）全日昇牧師，協助傳福音，以致

被政府誤認是共產黨被關進警察局八天。另外，東埔村（村長）伍良茂牧師，人

和村（村長）田文統牧師在自己的部落協助傳福音，有些村落建立簡易聚會所。 

（二）1951年在水里教會舉辦為期六天聖經研習，由胡文池、駱先春牧師主講。 

（三）1952年 1 月起建立新開（信義）、豐丘、新鄉、羅娜、久美、望鄉、東埔。 

（四）1952年 2 月建立人倫、雙龍（迪巴恩）、青雲、潭南、過坑（卡度）、武界。 

三、中會發展史（1954~2010）： 

（一）1954年 8 月台中中會成立山地區會，關心仁愛鄉、信義鄉、台中和平鄉原 

      住民教會。 

（二）1959年 4 月於新開（信義）教會成立中部布農區會，選出首屆區會同工 

      議長為全所哲、書記為金興國，並銓衡各部會同工。 

（三）1974年區會本著學習的精神，加入台中中會的團隊，台中中會於第四十四 

      屆春季議會議決接納本會。 

（四）1992年 1 月區會會議後向台中中會提案分設中會，朝自立、自養、自傳的 

      宣教精神，是年 2 月台中中會第六十二屆春季議會議決接納本會成立中會。 

（五）1993年 4 月總會第四十屆通常年會通過本會成立中布中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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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994年 2 月假台中中會大里教會成立中布中會。 

四、中會近年重要宣教事工記事： 

（一）2005年 9 月 1 日本會全彩雲宣教師受派至日本基督教北海教團（愛努民族 

      宣教區）宣教。 

（二）2008年 7 月 25~26 日假新鄉教會舉行布農宣教 65 週年三布聯合慶祝大會。 

（三）2008年 8 月假埔里舉行「埔里原住民學生中心」重新開辦感恩禮拜。 

（四）2008年 11月 13日假羅娜教會舉辦中布中會設立 15 週年暨新版布農聖經 

      完成感恩大會。 

（五）2009年 6 月 2 日假魚池鄉舉行開設九族聯合福音中心感恩禮拜。 

（六）2010年 7 月響應「一領一•新倍加」宣教運動，正式啟動中會全體傳教師 

      每月舉辦一次聯合祈禱會。 

（七）2010年 9 月 24 日假台中舉行開設大里葡萄園福音中心感恩禮拜。 

（八）2010年 10月 24~29日第十七屆中委會前往日本基督教北海教團（愛努民 

      族宣教區）參訪並作宣教交流。 

（九）2010年 11月 2~4 日特為布農宣教邁入 65週年舉辦緬懷之旅~追隨前人傳 

      道腳蹤行，登奇萊山體驗活動。 

（十）2010年 12月 3~4 日布農、中布、南布三布中會假花蓮玉里舉行布農宣教 

      邁入 65 週年聯合紀念大會。 

五、2020 年度中布中會組織：  

(一) 第二十七屆中委會（8名）： 

議長：全建生牧師 副議長：洪美愛牧師 

書記：里安•達那比瑪牧師 副書記：法法•滿寇寇牧師 

    總委長老：田永貴長老 中委長老（會計）：田金城長老 

    中委牧師：全偉勤牧師、幸婉珍牧師 

(二) 中會事務所（3 名）： 

總幹事(事務所)：舞曼斯•塔那彼瑪牧師  

事工幹事(事務所)：撒蜜哪•以使馬哈善傳道師    

法人事務員(事務所)：洪凱莉姊妹          

(三) 各部會（14 部）： 

傳道部長：全偉勤牧師                 教育部長：蘇畢娜•那凱蘇蘭牧師  

青年部長：幸肯當會長                 大專部長：幸潭明牧師  

婦女部長：黃亞萍會長                 松年部長：金文常長老  

弟兄部長：米志榮會長                 教社部長：松志勇牧師  

牧傳會長：田啟榮牧師                 財務部長：全成功牧師  

性別公義部長：曼蔻蔻•烏莎斯牧師     產發文化部長：王嘉宏傳道師 

庶務部長：史永偉牧師  都市宣教事工部：達倫•伊斯巴利達夫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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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20 年度中布中會第二十七屆教勢概況： 

(一) 中布中會教會數：共 25 間教會(堂會 22 間/支會 3間)。 

(二) 原鄉教會(16間)： 

  東光教會、東埔教會、望鄉教會、久美教會、羅娜教會、 

     新鄉教會、信義教會、豐丘教會、人倫教會、雙豐教會、青雲教會、廸巴恩教會、 

     潭南教會、卡度教會、武界教會、喜瑪恩教會。 

(三) 都宣教會(9 間)： 

     埔農教會、九族聯合教會、南山教會、大里葡萄園教會、 

     大山教會、 楓農教會、水農教會(支會/望鄉教會開拓)、清山教會(支會)、 

     麥寮恩惠教會(支會/原宣都陪計畫開拓)。 

(四) 國內跨族群宣教(2間)： 

1. 傳愛福音中心（東埔教會開拓/南投縣信義鄉同富村）。 

2. 活泉福音中心（羅娜教會開拓/南投縣信義鄉信義村）。 

(五) 國外宣教事工(3 國)： 

1. 馬來西亞沙勞越衛理公會伊班族大會簽約夥伴關係。 

2. 日本北海道愛努族建立夥伴關係。 

3. 泰國阿卡族第七區會簽約夥伴關係。 

(六) 跨中會宣教合作事工(2 間)： 

1. 南布中會締結夥伴教會。 

2. 鄒族區會簽訂夥伴教會。 

(七) 大手牽小手事工。 

(八) 中會性禱告事工： 

1. 禁食禱告會(每月底禮拜四上午 9點至中午 12點)。 

2. 連結禱告會(每週主日下午 5 點至晚上 7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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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2020 年度中布中會第二十七屆重要事工： 

(一) 普世宣教事工： 

1. 每個月一次中會性「禁食禱告會」，以禱告及獻金支持本中會宣教事工。 

2. 1999年本中會大會通過海外宣教章程；2002 年又因 SARS 疫情本中會信徒每週一 

次自主聚集禱告，後來該事工成為本中會持續自今，每週禮拜天下午五點至七點

舉辦的「中會性連結禱告會」。 

3. 每年七月份第四個主日為普世宣教奉獻主日，持續向眾教會傳遞宣教之異象。 

4. 2014年 8 月份起本中會設立普世宣教幹事。 

5. 2020年起開始籌備「普世宣教後會」以支持未來更多元的普宣事工。 

(二) 執行布農三中會(南布、布農、中布)中會神學生暑期實習互派機制。 

  (註：2015 年 9 月份起) 

(三) 持續宣導中布中會教會婚喪喜慶辦理準則。 

     (註：自 2016年 9 月份起) 

(四) 砂拉越伊班年議會(SIAC)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PCT)中部布農族中會之間的簽署。    

     (註：自 2017年 9 月份起) 

(五) 中布中會暨泰國基督教會總會第七區會阿卡教會締結宣教夥伴協約。 

     (註：自 2020年 2 月 12 日至 2025 年 2 月 11日止) 

(六) 鄒族區會暨中布中會宣教事工夥伴事宜。 

     (註：自 2018年 8 月 1日起) 

(七) 中布中會 e 化宣教事工。 

1. 自 2020 年 3月份開始實施。 

2. 架設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中布中會網站。  

  （網址 http://www.ciubuciukai.com/index.aspx） 

(八) 布農三中會教會宣教多元分派共識之事工。 

1. 大型教會應以團隊服事，有少年牧養、青年牧養、牧養或開拓教會等事工，可增

一名傳道或牧者(鼓勵教會聚會人數達百人以上或經常費年收入達 200萬元以上)。 

2. 夫妻同為牧者應朝向夫妻共同牧會為宜。 

3. 中委會派監選委員時，到該教會做提醒朝聘副牧或夫妻牧養。 

4. 此案提交各中會春季議會討論、議決通過後，2020 年度已開始執行。 

5. 2020年 8 月份，本中會已進行團隊服事之教會有一間。(羅娜教會) 

(九) 布農三中會聖經翻譯事工 

1. 第一階段：2012～2017年(5年)－完成布農聖經新舊約翻譯初審。 

2. 第二階段：2018年5月～2020年5月－進行閱讀審閱(二審)。 

3. 第三階段：2020年6～10月－進行試讀閱。 

4. 第四階段：2020年11～12月－試讀內容修訂(微修)。 

http://www.ciubuciukai.com/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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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五階段：2021年1月－排版作業及出版。 

(十) 參與文字宣教事工，由本中會事工幹事負責紀錄、採訪及投稿分享。 

八、2020年度中布中會第二十七屆各部會重要事工計畫： 

(一) 中委會：籌備成立普世宣教後援會、澎湖縣宣教區關懷視察、關懷本中會傳道事工、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中布中會宣教七十週年聯合感恩禮拜、印刷修訂版布農聖詩、 

     聖誕節關懷神學生、退休及退任牧者事工。  

(二) 傳道部：長執訓練會、一對一實務指導、高齡關懷事工教會同工培力訓練計畫。 

(三) 教育部：教員靈修營、主日學大會、兒童主日學師資訓練、舉辦聯合聖詩研習會。 

(四) 青年部：青年(少)團契事工訓練會工作坊、發行第一期活動期刊、推動青年主日紀 

     念事工、青年大會、音樂事奉活動、青年事工成果分享會。 

(五) 大專部：生態靈修營、動員參加總會原專盃運動會。 

(六) 婦女部：人才訓練會、推動世界公禱日、母親節聯合慶祝禮拜、推動婦女事工紀念 

     主日、婦女團契會長交換講台、婦女年會、關懷較少參與總/中會之婦女團契教會。 

(七) 松年部：松年培靈會、花東&布農中會松年一領一培靈感恩禮拜暨聯誼活動。 

(八) 弟兄部：原住民古調詩歌分享、培靈會、幹部訓練會、排球比賽、野外禮拜、幹部 

     研習會。 

(九) 教社部：實施急難救助、參加總會教社部舉辦之人道救援活動。 

(十) 牧傳會：牧傳退休會、兩個月一次舉辦牧傳聯誼會、環球聖經公會邀請本會共同主

辦吳獻章博士聖經講座。 

(十一)財務部：財務研習訓練會、部會及部員檢帳訓練、 

(十二)性別公義部：配合推動總會性別公議委員會之事工。 

(十三)產發文化部：原住民教會族與學習班(總會原宣族語事工)、產業參訪觀摩活動。 

(十四)庶務部：庶務資料監察事工。 

(十五)普宣部：禁食禱告會、連結禱告會、禱告代禱者研習會。 

(十六)都市宣教事工部：都宣教會聯合聚會、都宣教會連結禱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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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祝賀詞 
謹在主裏  衷心祝賀   

 

中布中會「福音進入中部布農族 70 週年」聯合感恩禮拜 

 

「要擴張你居住的帳棚，拉長帳棚的繩子，堅固你的橛子， 

要向左右擴張你的領土…… 

大山可以挪開，小山可以遷移； 

我對你的慈愛永不動搖， 

平安的約也永不改變。 

愛你的上主這樣宣佈了。」 

~以賽亞書 54 章 2、3a、10 節 

 

南投基督教醫院 鄭均洹院長 張明權副院長 張雁尊處長 

院牧依布牧師暨全體同工一同 敬賀 

---------------------------------------------------------------------------- 

在主裡祝福 

 

「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 

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 

(詩篇 1:3)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中布中會卡度教會 

洪美愛牧師暨 長執全體信徒 賀 

----------------------------------------------------------------------------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中布中會舉行 

宣教七十週年感恩禮拜 

教勢興旺 福音廣傳 

「上帝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裏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 

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但願他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裏，得著光耀， 

直 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以弗所書 3:20-21 

 

東埔基督長老教會 牧師 蘇畢娜.那凱蘇蘭 

暨長執、會友全體一同 敬賀

---------------------------------------------------------------------------- 

慶祝中布中會邁入 70 週年，神復興祂的作為。 

使人活出信仰，為主見証，活出大誡命，完成大使命。 

 

中布中會楓農教會 

駐牧伍哲聲傳道暨長執信徒 一同慶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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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在主裡衷心祝賀 

福音進入中部布農族 70週年感恩禮拜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 

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 

(以賽亞書:40:31） 

 

埔農教會牧師石慈平 

長執暨全體信徒 敬賀 

---------------------------------------------------------------------------- 

謹在主裡 衷心祝賀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福音進入中布中會 

七十週年聯合感恩禮拜~ 

倚靠上主的人，充沛的精力源源不絕。 

他們會像老鷹一樣張開翅膀；他們奔跑不疲乏； 

他們行走不困倦。（賽 40:31） 

願主賜福 恩上加恩 力上加力 

 

久美教會  史永偉 牧師 

暨長執 會友全體 敬賀 

----------------------------------------------------------------------------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那帶種流淚出去的， 

必要歡歡樂樂地帶禾捆回來！」 

(詩篇 126 篇 5-6 節)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中布中會信義教會小會暨全體信徒 敬賀 

---------------------------------------------------------------------------- 

為主見證宣揚福音，老當益壯神人同慶～ 

「這個福音已經到佇恁，親像佇遍世間結果子， 

也愈大樣，親像佇恁中間一樣，對恁曾聽見也真實知上帝的 

恩典彼日。」羅西 1:6 

 

望鄉基督長老教會 松志勇 牧師 暨長執、會友 敬賀 

---------------------------------------------------------------------------- 

恭賀中會舉行宣教 

70 週年聯合感恩禮拜 

蒙主大大喜悅祝褔 

恩上加恩、力上加力 

並榮神益人 哈利路亞 

 

潭南教會西卡夫牧師暨長執會友 一同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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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福音進入中布中會七十週年 

【以賽亞書 40:29-31】 

29.疲乏的，他賜能力；軟弱的，他加力量。 

30.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強壯的也必全然跌倒。 

31.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 

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 

謹祝中布中會 日進月盛 榮耀主名! 

 

中布中會南山教會牧師 達倫•伊斯巴利達夫 

長執暨全體會友 同賀 

---------------------------------------------------------------------------- 

恭賀中會舉行「宣教 70週年聯合感恩禮拜」 

 

「 我追念已往的日子；思想你一切的工作， 

回憶你所做的事。向你舉手禱告；我渴慕你， 

像乾旱的地盼望雨露。」 

（詩篇 143:5-6） 

 

新鄉教會牧師法法.滿寇寇暨長執、信徒 敬賀 

---------------------------------------------------------------------------- 

謹在主裡恭賀中會宣教 70 週年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 

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直到地極， 

作我的見證。」 

 

大山教會里安牧師及全體會友 同賀 

---------------------------------------------------------------------------- 

耶和華本為大，該受大讚美，其大無法測度。 

這代要對那代頌讚你的作為，也要傳揚你的大能。 

詩篇 145 篇 3-4節 

Tamazu’an kiukai 青雲教會 

全偉勤 Lumav 牧師暨長執會友一同 敬賀 

---------------------------------------------------------------------------- 

僅在主裡衷心祝賀 

中布中會宣教 70 週年慶聯合感恩禮拜 

宣教 70 週年有感 

繼往開來倚靠主 

「流淚灑種的，必歡呼收割。 

那帶種流淚出去的，必要歡歡樂樂蒂帶禾捆回來。」 

大里葡萄園教會牧師全建生 

暨長執會友一同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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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道念至高者顯出右手之年代題說耶和華所行的， 

記念祢古時的奇事，思想祢的經營，默念祢的作為。 

(詩 77:11-12) 

 

雙豐教會田啟榮牧師暨長執全體信徒敬賀 

---------------------------------------------------------------------------- 

耶和華本為大，該受大讚美，其大無法測度。 

這代要對那代頌讚你的作為，也要傳揚你的大能。 

詩篇 145 篇 3-4節 

 

Tamazu’an kiukai 青雲教會 

全偉勤 Lumav 牧師暨長執會友一同 敬賀 

---------------------------------------------------------------------------- 

僅在主裡衷心祝賀 

中布中會宣教 70 週年慶聯合感恩禮拜 

宣教 70 週年有感 

繼往開來倚靠主 

「流淚灑種的，必歡呼收割。那帶種流淚出去的， 

必要歡歡樂樂蒂帶禾捆回來。」 

 

大里葡萄園教會牧師全建生 

暨長執會友一同 敬賀 

---------------------------------------------------------------------------- 

耶和華是我的產業，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為我持守。 

用繩量給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處；我的產業實在美好。 

(詩篇 16:5-6)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中布中會羅娜教會小會暨全體信徒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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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成立普世宣教後援會籌備會相關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