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12 月 13 日宣布，自今(2021)年 12 月 14 日至 12 月 27 日維持
疫情警戒標準為第二級，請民眾持續配合防疫措施。
現行防疫措施如下：
共通性措施：
一、佩戴口罩、量體溫、噴酒精、加強環境清消、落實實聯制、員工及內部人員健
康管理、確診事件即時應變。
二、飲食及從事運動、唱歌、拍攝個人或團體照時，得免戴口罩，但應隨身攜帶或
準備口罩，如本身有相關症狀或與不特定對象無法保持社交距離時，仍應戴口
罩。
三、神職人員得於主持宗教集會活動時暫脫口罩。
另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如針對特定區域或特殊事項，實施
較嚴格之防疫措施者，從其規定。
＊防疫輪值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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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委員會：12/11。服務委員會：12/18。總務委員會：12/25。禮拜委員會：1/1。
宣道委員會：1/15。
歡迎教會兄姐一同前來幫忙。
（招待、司獻同工主日崇拜前，請先至辦公室領取手套、面罩。）
1. 台語禮拜時大禮拜堂前門不開放，所有人員皆由二樓電梯口檢疫後進入禮拜堂禮
拜，台語禮拜結束大禮拜堂前門開放讓人員離場。
2. 華語禮拜時古蹟禮拜堂後門不開放，所有人員皆由前門檢疫後進入禮拜堂禮拜，
華語禮拜結束古蹟禮拜堂後門開放讓人員離場。
日期

地點

負責人員

2F 電梯口

謝理明

大 禮 拜 堂

徐澄榮
王惠玲

2F 電梯口

何中亨

大 禮 拜 堂

王月珊
鄺豫麟

12 月 19 日

12 月 26 日

負責人員

陳佳萍
黃惠冠
王月珊
鄺豫麟
張榮璋
何秋萍
黃惠冠
洪泰陽

2F 電梯口：發週報、體溫量測、手部消毒、實名制登錄。提醒會友保持安全社交
距離，全程配戴口罩、禁止飲食。
大禮拜堂：進行清消，清消完成請將清消物品拿去古蹟禮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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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事項＊(司會人員讀★項目)
1. ★本日(12/19)是「聖誕節主日」，一、二堂合併禮拜，時間：09:30。
2. ★請各區關懷長老於本日至辦公室領取教會 2022 年的月曆發放給本會兄姐。
3. ★本年度預定 12 月 28 日(二)關帳，請有需要請款的單位、同工注意日期。
4. ★兄姐如欲對外奉獻，請於 12 月 26 日(日)前，以利統計、匯款。
5. ★讀經運動：教會目前推動每日查經活動，想一起和兄姐們同步領受神的話語嗎？
請每日一起讀同樣的經文，思考同一段神的話語，有合一的靈、合一的心，教會合一。
為預防買不到書，請在每月 20 日前就預訂下個月的讀本，或可選擇一次訂半年或一
年。要訂購 2022 年 1 月份「活潑的生命」讀本的兄姐，請於今日至辦公室登記、繳費。
6. ★台中市十字園訂於 2022 年 1 月 8 日(六)上午 10:00 於民族路教會 2 樓會議室召
開第 12 屆第二次董事／管委會聯席會議，敬邀董事／管委同工、牧師顧問撥空蒞
臨参加，會後於新林餐廳尾牙聚餐。
7. ★本會蔡宗良執事於 12 月 15 日(三)下午 2:50 蒙主恩召，享年 63 歲。訂 12 月 25
日(六)14:00 舉行告別禮拜，請為遺族代禱。
8. 上週探訪：陳潘藟姐、楊蘇英妹（安置禮拜）、李赴生、許明經&許林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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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9)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
二、松年大學（校長：劉美緻長老）
松年大學 2021 學年度上學期訂於 12 月 22 日(三)09:30 舉行結業感恩禮拜，主禮：
陳正雄牧師。2021 學年度下學期於 3 月 8 日(二)開學。
＊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主辦，PCT 國是聲明 50 週年紀念活動–演講會「台灣與
聯合國的未來」
，時間：12 月 19 日下午 2:28~5:00，地點：台中公園更樓前廣場。
邀請陳水扁前總統、姚嘉文資政、蔡明憲前部長、姚孟昌教授專講。
2. 台中中會青年部、社團法人台灣基督精兵協會舉辦探索‧戰鬥營【光說不練是在
哈囉】時間：2022/1/21(五)~2022/1/23(日)，地點：新竹聖經書院(300 新竹市東區
高峰路 56 號)，對象：國高中生(48 人額滿為止)，費用：2,000 元，報名自即日起
至 2022/1/3 止，報名網址 https://tinyurl.com/tccpfight-25th-2022。
3. 愛蘭教會訂 12 月 26 日(日)下午 3 點，於埔里基督教醫院七樓 921 紀念堂舉行設教
150 週年感恩禮拜，由台中中會議長陳怡伶牧師主禮聖會。
4. 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婚姻組舉辦適婚青年聯誼會–期遇恩典系列 1，日期：2022 年
1 月 29 日(六)，2022 年 1 月 17 日截止。地點：台中市潭子區東喜堂(潭子區雅潭
路三段東寶巷 9 號)，費用：1 人 900 元，2 人同行 1700 元，報名方式：
https://is.gd/ClwVZp。
5. 「2022 日光少年營」，時間：2022 年 2 月 6~9 日，地點：桃園青年體驗學習區，
對象：教會青少年國中、高中生，費用：3,200 元。報名網站 http://youth.pc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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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1. 為台灣民眾施打 Covid-19 疫苗能儘快超過 70%的覆蓋率，全民平安健康。
2. 為受染疫隔離、住院及死亡者家屬，願聖靈的扶持和安慰與他們同在。
3. 為興建中後壠子教堂工程順利及施工安全代禱。
4. 聖誕節將近，為教會事工代禱。
5. 為教會讀經禱告小組的成長代禱，兄姐能持續讀經、生活彼此關懷代禱。
6. 為蔡宗良執事的遺族代禱。
7.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蔡伯煉執事、潘俊彥兄、張高端姐、梁黃美月姐、
蘇瓊觀姐、蘇陳月娥姐、許秦玉姐、張銘珠姐、陳潘藟姐、簡安祺姐。
＊本週金句＊
͘ chı ̍t ê tiāu-thâu; khòaⁿ ah, ū chāi-sek-lú beh
(台語) In-ūi án-ni, Chú pún-sin beh hō lín
hôai-īn siⁿ-kiáⁿ, kā i hō-miâ kiò Í-má-lōe-lī. (I-sài-a 7:14)
(台語) 因為按呢，主本身欲互恁一個兆頭，看啊，有在室女欲懷孕生子，給伊號名
叫以馬內利。(以賽亞 7:14)
(華語) 因此，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必有童女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
(以賽亞 7:14)
＊下週金句＊
哥林多前15:58
＊每日靈修日程表＊（活潑的生命）
日期 12/19(日) 12/20(一) 12/21(二)
約伯記
約伯記
約伯記
經節
37:1~13 37:14~24 38:1~21

12/22(三)
約伯記
38:22~38

12/23(四)
約伯記

12/24(五) 12/25(六)
以賽亞書 約翰福音
38:39~39:4
11:1~9
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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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0~10:15

大禮拜堂

主日崇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32 人

日

11:00~12:15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29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2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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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主日、週間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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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350
608
402

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
信仰告白

第一堂
台語禮拜

12/26

劉柏超

小螺絲

列王紀下
5:1~14

第二堂
華語禮拜

12/26

劉柏超

小螺絲

列王紀下
5:1~14

-

-

同上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12/29

許嘉珍

捉住上帝的
應許

以賽亞書41:10

22

26、
345、386

同上

＊上週講道＊
【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
羅馬書 10:14~15
陳正雄牧師 2021/12/12
玉山神學院的現任院長布興大立曾說駱先春牧師向台灣原住民宣教的腳蹤，不
但開啓了阿美族、彪馬族、排灣族、魯凱族 pinu yuma yan 族、達悟族的宣教歷史，
也設立不少的教會。駱先春牧師的宣教精神，掀起了原住民宣教的漣漪，也因為如
此，戰後原住民教會有如雨後春筍般在台灣後山紛紛設立。在近代基督教的海外宣
教史中，被稱為「二十世紀的神蹟」
。這是曾任台灣聖經公會總幹事，前聯合聖經公
會總幹事的蔡仁理牧師也曾說駱牧師天賦語文及音樂才幹，能說流利阿美語。他作
曲、編輯阿美調聖詩數集，使阿美族的禮拜充滿了優美的歌聲而展現活潑蓬勃的氣
氛。他也翻譯阿美語聖經節讓阿美族人背誦，後來並協助阿美語聖經翻譯的工作，
讓阿美族人可以聽、讀自己母語的聖經，也以自己的詩歌，曲調優美讚美主。
1．上帝奇妙的預備（出一 22，二 3~10）
上帝使用的僕人都事先預備他們不同的經歷，如摩西就是在法老命令以色列山生
的男嬰必須「扔到尼羅河去，只准女嬰活著。」
（出一:22）然後，在藏不了的情況下，
蘆竹的箱塗石油及瀝青使水滲不進去，把籃子放在蘆葦草叢裡。法老的女兒在河裡洗
浴，宮女們在河邊散步。看見箱子掀開看見囝仔啲哮上主感動伊就憐憫伊。摩西的姐
姐就近建議找乳母，囝仔漸漸大，就帶伊到法老的女兒遐，做伊的子，伊給伊號名叫
摩西，講：
「因為我對水裡救伊出來。」
（參出二:3~10）摩西就在皇宮成長。上帝就安
排摩西帶領百姓出埃及。上帝使用駱先春，生於 1905 年 12 月 15 日，是淡水教會駱等
盛執事之長子，他是內外好名聲的基督徒。1918 年畢業於淡水公學校，因當時家境清
寒未能繼續升學，而到日本人公醫赤木先生處當藥局生三載。由於天性聰慧，好學勤
勉，頗得赤木先生之讚賞。除了指導他英文外，也鼓勵他繼續升學。
1922 年他進入淡江中學就讀，1927 年畢業於淡水中學。受父親信仰的鼓勵，獻身
進入台北神學院，當時神學院已遷回淡水教會旁的「滬尾偕醫館」。
1928 年暑假，發生一件事，改變其一生。那時花蓮鳳林教會向神學院申請一位神學生
去協工作，他馬上志願前往。因數年前台北舉辦博覽會，他去參觀時被東部原住民的
「搗米歌」等山地美妙歌曲所吸引。到了鳳林宿於張七郎長老家中（張長老原是淡水
教會信徒，他與兩位兒子在二二八事件中同時遇害）
，駱先春到張長老家就問：最靠近
原住民部落在哪裡？」張長老說：「不遠，十分鐘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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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他真的去了，也真的聽到「坐在水牛上的牧童，牧女們天真爛漫的歌聲。」
就找到機會到他們的部落向他們說「你唱歌給我聽，我也唱歌給你聽。」所得到的回
答是「沒喝酒唱不出來。」慢慢他才了解這個可憐的民族被酒、私菸毒害很深。有一
天在鳳林街上駱先春看到一個原住民由太魯閣下山來，帶了一簍的香蕉賣給一小店，
店主只給他一角半，他就花了九分錢買米酒，再花三分錢買了小魚脯，坐在溝邊的樹
下開始喝酒、鼓掌，然後醉態百出的睡倒在路旁，惹得大批民眾圍觀。不久他醒了，
看到太陽要下山，感到餓了，就起來拿剩下的三分錢，向店主買幾條爛香蕉吃，吃完
了唱著歌，搖擺著走回家。駱先春看到了感嘆不已，產生強烈的使命感，向上主祈求：
「上主啊！請你允許我到東部山地，為這可憐的人傳道。」
1931 年 3 月 27 日，他畢業於台北神學院，隨即前往日本中央神學院深造。同年回
台參加大甲主日學教員靈修會，會中譜出生平第一首聖詩作品「至聖的天父，求你俯
落聽（聖詩 520 首，舊聖詩 263 首）1937 版 179 首，以大甲為調名。
2．教會牧會與聖詩之編譯
1933 年 3 月 22 日從中央神學院畢業回台，隨即被任命傳道師。4 月 4 日受派前往
新竹教會，從事牧會工作；1934 年 10 月辭去新竹之牧會而受聘淡江中學，教學期間，
任淡水教會聖歌隊指揮，並在 1935 年 4 月在彰化召開之聖詩部會擔任書記。就直接參
與聖詩之編譯工作，貢獻教會音樂事工 32 年。1937 年十一月油印版問世。在宋尚節博
士在淡水舉行奮興大會，作一首祈禱詩歌：“救主教示阮祈禱”1937 年版第 178 首歌
詞羅馬字，歌譜上有英語簡譜。曲名炮台埔，1964 年版的第 261 首，2009 版 348 首。
1937 年受派於三峽教會，任教師及封牧，期間在台北神學校兼授希臘文。在三峽牧會
中作“天父可憐世人艱苦”可說是新聖詩中的遺作。第 65 首曲調「和平人君」原是他
在 1942 年時為日本詩人三輪源造（1871~1946）所寫的聖詩：「顧羊牧者在睏彼時」，
所配的曲調，據大姐（陳駱清信）回憶她在三峽寫功課時常聽父親在哼這個旋律，於
1943 年聖誕在三峽首次以日文唱此詩。1945 年再專任於淡江中學教職，並受聘為 YMCA
英文教師及至台北美國新聞處服務。
3．擔任原住民宣道巡迴工作
1974 年再三向偕叡廉校長請辭教職，於十二月 9 日隻身前往東部，翌年四月初舉
家移居台東，一年之內遷家七次，最後才安頓於福建路一四八號茅屋，到退休為止計
二十年餘。開拓山地初期，先遭遇原住民迷信阻礙，又因原住民早期受平地人欺騙，
因而懷有戒心而疏遠拒絕。先春牧師不為原住民的拒絕而灰心，靠著聖神動工，改以
醫療及音樂展開佈道，果然破除原住民之迷信，接受基督的福音。他教導山地青年唱
福音詩歌，並教學音符及山地語言之羅馬拼音，如此一個個村落接連傳下去，形成了
非凡的山地宣教活動，將阿美族、彪馬族、排灣族、魯凱族以及蘭嶼的耶美族等部落
的福音都傳開。當時先春牧師獲得孫雅各牧師全力支援，使山地宣教事工更加完整，
因此被稱為「廿世紀的神蹟」。
先春牧師二十年的山宣歷程裡學習耶穌謙卑的精神，不求功、不貪利，愛護原住
民，刻苦自己，慷慨待人的美德，絕非三言兩語所能形容。1957 年五月得到第一位阿
美族傳道人顏明福牧師的協助，更加擴展山宣福音事工。同年九月因駱師母身體欠安，
而暫居台北專心從事阿美族聖詩之編譯工作，終於 1958 年八月首版三十五首聖詩出
版，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初版五線譜聖詩一百七十三首告成，此種費盡苦心為原住民
靈性需要默默耕耘之精神，令人敬佩。
這位澹泊名利的牧師，於 1967 年盡程退休，然而心中猶念念不忘山胞的信仰，六
年前他曾因腦中風而昏迷，醒過來之後，第一句話是：「阿美族的聖詩尚未完工…。」
由此可知他疼愛山地教會之心，可想而知。
1982 年六月由於駱牧師對主事工之貢獻，台灣神學院慶祝百週年紀念時特頒名譽
神學博士與胡文池牧師一起受表彰。
先春牧師一生誠如孫雅各牧師所言：
「他是一位學者、佈道家、教師、音樂家，又
是一位富有牧會恩賜的牧師。」他豐富的恩賜，又澹泊名利、默默耕耘的典型，是為
後輩所敬愛。他一生美好的腳蹤是為後輩所效法。
接著讓我們一起來看愛珣所作駱先春一生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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