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  址：屏東縣三地門鄉達來村 7 鄰百合路 35號三樓 

電  話：(08)761-0036．761-0037．761-0038(F) 

電子信箱：ljegean1016.pw@mail.pct.org.tw 
連 絡 人：樂 歌 安 牧 師 

受文者：排灣中會屬下各教會、部會 

        本會退休牧者        
速  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 

發文日期：主後二○二一年十月 6日 

發文字號：台基長排中(57)中委字第 20210123號 

附  件： 
 

主  旨：函知舉行「排灣中會宣教 75週年暨一領一新倍加收割

入倉」音樂感恩禮拜由。  

說  明：一、依據第五十七屆中委會第十次定期會第一案決議辦

理。  

二、辦理日期:2021 年 11 月 13日(六)。  

三、活動地點:長治百合德文社區活動中心。 

四、活動內容及相關事項請詳閱簡章。 

五、耑此函文，敬請查照辦理。 
 
 

 

 

 

 

 

 

 

 

 

 

正本：如受文者 

副本：本會 



排灣中會宣教 75週年暨一領一新倍加十年收割入倉感恩禮拜活動簡章 

主題:傳承宣教 永續使命 

壹.宗旨與目的： 

一、 藉此感恩禮拜紀念上主的救恩、緬懷褔音前輩及回顧中會宣教發展史，以深刻體

驗上主的恩典與祝福。 

二、 藉此活動重新回顧不同階段的宣教策略，做為日後參考與努力的依據。 

三、 藉此活動鼓勵與回饋參與宣教事工的教會、機構及個人。 

四、 藉由活動促進教會與眾信徒.部落之間的情誼，並建立生命共同體之團契。 

貳.活動主題： 

主題：傳承宣教 永續使命 

經文：馬太褔音廿八 19-20  

參.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彰化基督教醫院 

主辦單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排灣中會 

協辦單位：排灣中會屬下教會 

肆.活動對象: 

   一、排灣中會屬下牧者 

   二、每間教會推派長老一名 

   三、各部會部長及部員、佳義教會兒童主日學師生   

   四、退休牧者    

伍.活動內容及流程: 

75週年感恩禮拜暨一領一新倍加 10年收割入倉音樂觀摩會 

時間 2021 年 11月 13日(六) 負責人 

07:00-08:30 報  到  

08:30-09:00 詩歌頌揚  

09:00-12:00 
(1)宣教 75週年感恩禮拜 

(2)收割入倉音樂會 
各部會 



陸.辦理日期.地點： 

    日期：2021年 11月 13(星期六) 上午 8:30-12:00 

地點：長治百合部落(德文社區活動中心) 

柒.活動內容敍述： 

第一部份 感恩禮拜 -透過感恩禮拜紀念上主恩典與救贖。 

主禮:議長傅梅花牧師            司禮:書記蔡美花牧師 

讀經:副書記許瑞美牧師(華)  

總委陸和合長老(母)         司琴:葛嘉雯傳道師 

一、敬拜讚美-----------------------------------青年事工部 

二、感恩禮拜 

序樂---------------------------------三地門教會聖樂團  

宣召-------------------------------------------司會者 

唱詩------------------聖詩 73 首-----------------會眾 

祈禱---------------------------------副議長蕭世光牧師 

信仰告白(華)-------------------------------------會眾 

獻詩--------------------聖詩 70 首---------松齡合唱團  

讀經-------------------------------------------讀經者  

講道-------------------------------------------主禮者 

獻詩---------------------哈利路亞--------------牧傳會  

賀電-------------------------旮日阿咿嵐‧拉勒俄郎牧師 

奉獻-----------------------------------會計陸玉蘭長老 

祝詞-----------------------------總會總幹事陳信良牧師 

                 

       三、一領一新倍加十年檢視與展望-總幹事樂歌安牧師 

       四、一領一收割入倉表揚 

           (1)十年內設立之教會 

              久原教會、大坵教會、長原教會、褔山門教會、昌源教會、新社教會、

彰鳳教會、崇蘭教會、露恩教會 

           (2)十年內昇格堂會(2010-2020) 

                南原教會(2010)、和平教會(2013)、褔山門教會(2016)、崇蘭教會

(2019)、古樓教會(2019)、大坵教會(2020) 

           (3)夥伴教會 

平地教會-樹林教會、彰山教會 

排灣中會屬下教會 

※2009年-2010年 八瑤-長樂 



※2011年-涼山(潮原);德文(和平);佳義(枋原);楓林(巴蘇馬克) 

口社(恒原) 

※2012年-達瓦達旺(屏原)  

※2014年-德文(古樓) 

※2015-2017年-涼山(潮原);中村(長原) 

※2016-2019年-排灣(南和);北葉(新社) 

※2017-2020年-莎卡蘭(屏原); 瑪家(長樂);達瓦蘭(恒原) 

※2020年-三地門(彰鳳);中心崙(露恩);佳義(久原);涼山(佳平); 

石門(大梅) 

(4)捐獻教會-宣教基金奉獻 三地門教會(2017-2027)、莎卡蘭教會 

            玉泉教會 

   (5)受洗人數增長-前 10名 

     五、音樂禮讚-排灣中會宣教 75週年詩歌禮讚節目單 

         主持人:陳再興長老                                                                                         

〜懷念詩歌 福音廣傳〜松齡合唱團                              *6 

  排灣聖詩 134 首 a sepakaulaulaw  迷途的人速返原途------------ 

作曲：早期美國詩歌  作詞：Willailip Blngo Collyer,1782-1854 

〜宣教種子 教會茁壯〜 兒童主日學(25 人)佳義教會               *7 

     1.上主日學歌 

  2.我們心中兩個王 

  3.再會歌 

〜原音頌讚 山海連結〜    婦女事工部                           *8 

     1.北排 337 首 a namasalu tua Cemas kelu kaqepu-i 

     2.中排 354 首 kaqepuqepu-i zenger i tua kilivak 

     3.南排 356 首 penaramur a kilivak na Cemas 

〜基督是主 新歌傳愛〜    兄弟事工部                         *8 

     1.主恩典夠我用-------------------------------------------------- 哈尤.尤道作曲詞 

     2.主永活在我心------------------------------------------------------ 周裕豐作曲詞 

    〜天韻詩歌 復興靈火〜     青年事工部                        *8 

     1.朋友請聽-------------------------------------------------------詞曲/天韻有聲出版 

     2.點燃的蠟燭----------------------------------------------------詞曲/天韻有聲出版 



    〜多元族群 普世頌讚〜     師母會                             *8 

     1.華語聖詩 16 首 當向上主歌頌----------------墨西哥/美國  詩篇 96：1-3 

     2.華語聖詩 303 首  主我要讚美----------------------法國詩歌  詩篇 9：1-2 

〜主是良牧 賜福羊群〜     牧傳會                            *7 

    上主都保護你-----------------------------------葉燕妮作曲填詞  詩篇 121：1-8 

〜釘根鄉里 主愛湧流〜     全體唱主題曲                        *6 

     活出盼望------------------------------------------------------------------葉燕妮作曲詞 

六、頌榮----------排灣舊聖詩 204 首 願我救主耶穌基督------------全體 *3 

七、祝禱------------------------------------------------------------------------議長傅梅花 

 

捌.會費-教會負擔金: 

A組:2,000(200萬以上)╳15間=45,000 

三地門、瓦酪露、北葉、涼山、佳義、中村、玉泉、比悠瑪、平山、楓

林、莎卡蘭、達瓦達旺、達瓦蘭、古華、新路 

B組: 1,500(100-200萬之間)╳16間=40,000 

安坡、札瓦歌、賽嘉、德文、瑪家、排灣、武潭、望嘉、文樂、春日、阿

茲達斯、南世、麻里巴、石門、高士、褔山門 

C組: 1,000(60-100萬以下)╳20間=40,000 

萬安、泰武、士文、內文、馬拉地、水門、龍山、大同、豐光、山光、聯

山、活石、中心崙、沿山、佳崇、榮原、南原、汾陽、崇蘭、大坵 

D組: 500(60萬以下)╳24間=24,000 

金大露安、力里、和平、八瑤、鳳原、南和、古樓、巴蘇馬克、旭海、大

梅、牡林、潮原、屏原、恆原、山原、長樂、枋原、新社、彰鳳、久原、

長原、佳平、昌源、露恩 

玖.大會組織暨工作人員配置表 

名譽會長  總會議長 徐信得 

屏東縣縣長  潘孟安 

立法委員    伍麗華 

大會會長  排灣中會議長   傅梅花 

大會副會長  排灣中會副議長  蕭世光 

大會顧問團  總會總幹事      陳信良 

總會助理總幹事  Sudu Tada 



      總會原宣主委    左金男 

      排灣中會退休牧者  白德明 楊天丁 林建二 曾明標 游雪金  

林新喜 蔡茂已 孔順興 郭明輝 江如菊  

邱芳榮 毛信惠 童春發 秦明盛 賴朝財  

佐諾克 周華南 謝天賜 黃信惠 

彰化基督教醫院董事長 吳瑞鵬 

屏東縣原住民處處長   顏成仁 

屏東縣原住民鄉長/議員 三地門鄉-鄉長車牧勒薩以．拉勒格安  

                                  議員-江金妹 

                                  瑪家鄉-鄉長梁明輝   議員-高惠芬 

                                  泰武鄉-鄉長邱登星 議員-何長成 

來義鄉-莊景星     議員-潘正義 

春日鄉-柯自強     議員-戴文柱 

獅子鄉-周英傑     議員-李紀財 

  牡丹鄉-潘壯志     議員-林采穎 

  滿州鄉-余增春  

籌備委員會  主任委員 傅梅花 

蕭世光 蔡美花 許瑞美 左金男 陳明光 稜樂曼‧導穌努克 

旮日阿咿嵐‧拉勒俄郎 陸和合 陸玉蘭 陳添福 尤仕成 李新光  

高斐斐 孫子貴 葉燕妮 陳再興 樂歌安‧督達里茂 江思園 

大會總幹事  樂歌安‧督達里茂 

大會執行長  蔡美花 

副 執 行 長  許瑞美 

執 行 助 理  江思園 葛嘉雯 唐瑀穠 杜英傑 許秀櫻 

典 禮 組/孫子貴(長) 葉燕妮 陳明光 陳天財 許 松 陳再興 葛嘉雯 林秀妹  

會場管理(含播音)/孫子光(長) 田天財 孫子貴 蔣記剛 法法吾妮‧拉樂歌安 

                 陳淑娥 賴佳安 日依‧達里瑪勞 



總 務 組/會計(長) 陸玉蘭 尤仕成 陳添褔 李新光 

行  政  組/江思園(長) 葛嘉雯 唐瑀穠 杜英傑 許秀櫻 

報 到 組/郭玫玲(長)李燕慈 何散那 鍾寒雯 陳玉惠 蔡愛香 朱欣怡 

環保/交通組/陳聖華(長)暨長原教會 

佈 置 組/彼娜得‧斐寧(長)中村教會 

場 地 組/杜聰明(長) 伍恩賜 張正男 林金龍 陳冠銓 張正雄 林勇丞 孫志明  

音 響 組/陳明光(長)  王明義 

招 待 組／朱嘉惠(長) 莊智惠 林玉美 陳惠美 陳淑芬 陳麗珍 羅愛美 柳娟娟 

何玉萍  

禱 告 組／邱錦淑 (長 ) 胡錦章  白長榮  何春生  張南葉  劉庭  林美珠             

林忠義 詹艷艷 謝美花 阮嬪 

攝 影 組／蔡愛蓮(長) 賴約翰 法拉卡斯 蔡愛桂 李燕慈 陳玉惠 盧睿哲            

獎 品 組／白峻杰(長) 古伊‧撒百 嵐堡‧督本樂恩 謝雅馨 洪琳雅 賴啟圓 

                       阿希鴦‧卡壤以漾 藍潔 胡以諾 胡亞翰 左恩平

機 動 組／依佈恩(長) 郭玫玲 巴黎 葛嘉雯 李再祥 陳春美 陳正明 

醫務組/防疫組: 高斐斐(長) 呂李瑞華 尤美玲 戴美麗 

 

拾.預期效益： 

一、透過活動承接福音先輩們的佳美腳蹤，愛神、愛人、愛台灣的神聖使命。 

二、透過收割入倉了解一領一新倍加十年宣教之果效，並成為下一階段宣教之 

借鏡。  

三、透過音樂饗宴提昇活動品質，並藉此展現各區、各年齡層音樂之特色。 

四、展現本會合一特色與價值，並促進宣教認同與共榮共生之意識與精神。  

 

 

 

 

 

 



拾壹.報名回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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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會駐堂牧者及長老一名、退休牧師 

 職稱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聯絡電話 

1.      

2.      

3.      

 

二、松年部(11名)、婦女部(12人)、青年部(11名)、兄弟部(9人)、師母會(7人) 

    ※牧師顧問不列入名單 

 職稱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聯絡電話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三、佳義教會兒童主日學(含老師)30名 

1  12  23  

2  13  24  

3  14  25  

4  15  26  

5  16  27  

6  17  28  

7  18  29  

8  19  30  

9  20    

10  21    

11  22    



四、松齡合唱團 30名 

1  12  23  

2  13  24  

3  14  25  

4  15  26  

5  16  27  

6  17  28  

7  18  29  

8  19  30  

9  20    

10  21    

11  22    

 

備註: 

1.  

2. 回條請寄:江思園傳道師/ kailje1106@gmail.com或傳真:08-7610038 

3. 本活動為實聯制，按姓名入座，請教會（部會）於 2021年 11月 5日前提供出

席名單。 

4. 若有任何疑問，請來電：08-7610036 中會事務所/傳道幹事江思園傳道師 

5. 各部會由事工幹事負責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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