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日教會設教百週年 賀詞
謹在主裡 衷心祝賀
台灣基督長老教會烏日教會舉行設教一百週年感恩禮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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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基督長老教會
第五十四屆總會議長 林宗正
總幹事 張德謙
暨全體總委一同 敬賀
烏日是主所愛的所在 土地與人是主的最愛
百年福音不斷一直撒 豐收收割賜福真夠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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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5-6
嘉義友愛教會 牧師 陳天償
暨長執信徒一同 敬賀
這殿蒙主祝福，必大過先前的榮耀，
讓這地的百姓看見基督的大光；
願光照社區，願恁榮耀主名。
復興教會 牧師 蔡明禮暨
全體長執、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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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3-4〉
豐東教會 陳約翰 牧師
暨全體長執信徒一同 敬賀
擴展中的烏日教會(賽 54:2-3)
著開闊你的布棚，烏日教會 展開你倚起的帳幅人人會
牽長你的索堅固你的(khit-á) 向左向右去大開闊。
烏日鄉的長老教會 動員起來福音債。
主要將得救的人賜咱真多
教會興旺榮耀天父 教會興旺榮耀天父。
黃智寬 牧師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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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日教會設教百週年 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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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中會柳原教會 敬賀
百年老店
信主同樂

上帝同在 一領一位
主恩滿溢 笑口常開
峰谷教會牧師 許宏遠
暨長執信徒一同 敬賀

百年老樹

期盼長

感謝上主大恩典
唱歌讚美慶豐年
歷代信徒勤打拚
老當益壯返少年

新芽更加茁壯 教勢興旺 榮神益人
赤峰街教會 牧師 蔡鴻銘全家 恭賀

烏日設教百週年
回想早時恩典路
美好腳跡來紀念
展翅飛高顯異象

大家歡喜來聚集
路經滿溢花草香
今求主賜迦勒心
快樂向前傳主名
屏東中會 中林教會 長執
暨全體會友一同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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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董事長 蔡崇偉
院 長 郭守仁
暨全體員工一同 敬賀
我追想古時之日，思想祢的一切作為，
默念祢手的工作，我向祢舉手。
我的心渴想祢，如乾旱之地盼雨一樣。(詩篇 143:5-6)
篤行教會 黃暉懋 牧師
暨長執會友全體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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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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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孝路基督長老教會 王武聰 牧師
暨牧師室同工、長執、會友 敬賀
設教百年

福音廣傳

造福鄰里

榮神益人
台灣基督長老教會蒙恩教會
主任牧師 莊德璋
暨全長執、信徒一同 敬賀

百年攏是主恩典 週年紀念榮主名
年年傳報聖主恩 感謝上帝陪伴行

恩典充滿聖主名
大墩教會 牧師 陳炳勲
暨全體長執、會友
信徒一同 敬賀

『你以恩典為年歲的冠冕；你的路徑都滴下脂油。』(詩 65:11)
水湳基督長老教會
李啟耀 牧師
暨長執、會友 同賀
大家聚集大歡喜，謳咾感謝同吟詩。
信徒相疼真甘甜，和睦徛起相扶持，
勤讀聖經守教示，天父的確賜福氣。
廣傳福音無推辭，信徒加添滿主意，
教會增長大興起，榮光上帝萬萬年。
台中中會 議長 賴信頌
暨全體中委一同 敬賀
耶和華
耶和華

神啊，求祢起來，和祢有能力的約櫃，同入安息之所。
神阿，願你的祭司披上救恩，願你的聖民蒙福歡樂。
(歷代志下 6:41)
向上教會 牧師 戴碩欽
暨全體會友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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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日教會百年來主恩典，百倍收成真榮顯
信仰傳承老當益壯，報答主恩慶大典
培育人才，榮神益人，神恩滿溢教會振興
花蓮港教會 長老 黃清英 敬賀
宏揚聖教傳神福
教勢興旺再興旺
高舉基督十字架

育化黎民蒙主恩
羊群加量又加質
榮耀歸興真上帝
五股教會 牧師 蔡斯聲
暨長執信徒一同 敬賀

烏日教會百年禮
宣揚基督福音展

兄姊同心慶慶典。
榮神益人教勢顯。
永福教會 牧師 蕭文政
暨長執會友一同 敬賀

奉耶和華名來的是應當稱頌的！
我們從耶和華的殿中為你們祝福！
仁化教會 牧師、長執、會友 敬賀
日月如梭 亦快速來過 世紀百週年會感恩禮拜
凡恒心行善， 尋求榮耀，尊貴和不能杇壞之福的
主所永許我們就是永生，願全身都靠祂聯絡得合式
百節都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
便叫身體漸漸長，在愛中建立自己。(以弗所書 4:16)
台中退牧 張德旗、李東華 敬賀
一世紀的酸苦甘甜
成就上帝滿滿恩惠

百週年的同心合意
教勢興旺再續禧年
台中三一教會 牧師 陳正雄
暨長執會友一同 敬賀

榮神益人
烏日扶輪社 社長 李弘元
暨全體社友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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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這好比那貴重的油
澆在亞倫的頭上，流到鬍鬚，又流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門的甘露
降在錫安山；因為在那裏有耶和華所命定的福，就是永遠的生命』
（詩篇一三三）
草屯基督長老教會 牧師 潘信義
暨全體長執、信徒一同 敬賀
信靠上主的人像錫安出，永遠屹立，堅定不移！
正如群山環繞耶路撒冷，上主也照樣保護他的子民，
從現在一直到永遠。（詩篇 125:1-2）
台灣聖經公會 董事長 翁修恭
總幹事 蔡鈴真
暨全體董事和同工 同賀
『你舉目向四方觀看；眾人都聚集來到你這裏。
你的眾子從遠方而來；你的眾女也被懷抱而來。』
（賽 60:4）
國際基甸會中華民國總會
理事長 吳 錤
執行長 陳重光
中區理事 楊輝雄
中三支會會長 陳明智 同敬賀
「耶和華有為咱行大事，咱就歡喜」
（詩篇 126：3）
願 上帝施恩賜福
貴教會牧師、長執及眾會友
恩上加恩，力上加力。
謙誠法律事務所
主內 總會法規主委
李勝雄 敬賀
創造萬物大主宰
教勢蒸蒸人景仰

設立聖所傳福音
念念救主勿忘恩
台中重新基督長老教會
長執暨全體信徒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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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開闊你布棚的地，放大你徛起的帳幅，呣通限定；
著牽長你的索，堅固你的杙仔，因為你欲向左向右來開闊。
(以賽亞書 54:2-3)
維也納台灣基督長老教會
宣教師 陳啟應牧師 敬賀
烏雲散盡見光明
百倍收成得歡迎

日日宣揚無時停
年年增長靠聖靈
嘉義中會崙背教會 敬賀

神恩永住
教化人群

得人無數
廣傳福音

磐頂長老教會 牧師 莊世雄
暨長執、信徒全體 敬賀
烏日教會設教百週年恭承潘成木牧師
祝 主禮感恩禮拜榮神益人福杯滿溢誌慶
祝賀歡聲盈滿殿 感謝先賢好典範
賀意隆重難面呈 恩典無限會勢興
烏輪光明天下明 禮拜聽道得寶訓
日進月步興教勢 拜伏殿前謝聖恩
教育菁英成棟樑 榮顯主名勤仕奉
會基穩固勝金城 神之啟示最重要
設備齊全萬事成 益世好施佈福音
教化世人欣慕主 人生如露主眷顧
壹字千金勤聖經 福上加福力加力
百鍊寶劍真銳利 杯杓交歡永不忘
週到服務興教會 滿心感謝主鴻恩
年年歲歲得豐收 溢珠笑容常和樂
喜氣洋洋真快樂 誌揚讚美透天庭
慶雲密佈降吉祥 慶禱聖神永賜福
國 際 獅子 會 三○ ○ Ａ二 區 創 區 總 監
中華民國老人福利推動聯盟 創會理事長
艋 舺 教 會 松 年 大 學 創校校長
名譽長老 陳冰榮 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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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烏日教會設教百週年感恩禮拜：

感謝上主大恩典
宣教、見證的典範

一一引導攏無變
成作萬民的祝福

舊約聖經創世紀十二章 2 節上主說：
『我欲賜福你，互你的名做大；
你亦欲互人得著福氣。』
願上帝的帶領與恁同在，佇逐時、逐所在。
台中中會東榮教會牧師、長執、信徒一仝敬

賀

『但願人因耶和華的慈愛，和祂向人所行的奇事，
都稱讚祂。因祂使心裏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
裏飢餓的人，得飽美物。』詩篇 107 篇 8-9 節
基督聖會慶百冬

烏日滿滿上帝恩

基督是主齊獻身

導人信主福滿溢
台中中會忠明教會
林鴻祐 朱麗娟 周嶸 張軒愷
及長執信徒 賀

感謝上帝的恩惠

烏日教會主設立

帶領行過一世紀

今咱聚集同歡喜

想起以前的代誌

回想昔前的聚會

出入會友無幾個

若看過去的記事

就知年年主扶持

有舊記錄來回顧

雖有鹹酸與苦澀

體會著主也憐憫

在百週年想今後

大家作伙來努力

福音道理有落實

上帝看了真歡喜

百年歲月不算短

總是著想有迷羊

懇求聖神引導阮

廣傳福音真要緊

在此慶祝百週年

別忘上帝的恩典

願主賜福保護您

榮光上帝到萬年
烏日教會 鍾英士長老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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