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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逸群長老啟文：

6.啟應    <啟應文第25篇 / 詩篇121篇> 陳逸群長老

我要   目向山；
我的幫助是自耶和華來；
祂無必使你的腳搖泏；
保守你的是耶和華；
日時太陽攏不傷你，
耶和華必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災害；
你出，你入，耶和華必保守你，

我的幫助從何處來？
祂是創造天地者。
保守你者的確無盹眠。
耶和華在你的右傍做你的蔭影。
冥時月亦不害你
祂必保守你的生命，
從此時直到永遠。

會眾回應：

7.謳咾    <聖神降臨> 聖歌隊

聖神請祢降臨，對天降臨賞賜活命。
聖神請祢降臨，顯明上帝疼痛與救恩。
聖神至寶真理，傳報互咱認識救主。
聖神，至聖天父賞賜世間獨生聖子。
聖神請祢降臨，帶互阮眾天使歌聲。
聖神請祢降臨，大權能感動阮人類。
聖神，至大盼望，除去阮一切的艱難。
聖神，至聖天父，願祢賜平安互阮。   哈利路亞 (x10次)

8.聖經    <以弗所書 第四章11~16節> 鍾英士長老

11.伊所賞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及先生。

12.為著欲互聖徒齊備，來做差用的工，起造基督的身體， 

13.直到咱眾人佇信，以及識上帝的子來合一，到成一個完全的人，到得著基督的充滿來長成彼般，

14.欲互咱無閣做囝仔，互逐樣教示的風搖泏漂流，中著人的詭計及瞞騙，致到互人差謬的法術；

15.是tiam佇仁愛講話真實，互咱佇萬項漸漸大，到佇彼個做頭者，就是基督，

16.對佇伊全身結合聯絡，就是對百節的相接應，照逐體該然的運動，致到身軀愈長大，佇仁愛家己起造。

9.講道    <回顧與前瞻> 潘成木牧師

陳啟應牧師10.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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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鹿谷教會、萬榮教會11.祝歌

吳約西長老12.設教歷史回顧

萬榮教會：

<獻上感謝的心>

感謝主的恩典 感謝主的恩寵 帶領烏日教會邁入了百週年

創立教會1910年 成立堂會1953年 教會獻堂1975年 都在上帝的意念中

全能永在的父 救贖生命的主 感動人心的靈讓這地顯榮光 神的僕人辛勤的耕耘

長執同工謙卑的事奉 弟兄姊妹熱心的奉獻 豐碩的夢境在眼前 

烏日教會適逢百週年 充滿上帝的榮耀 超越世上的榮美 彰顯神的大愛大權能

讓我們舉起著雙手拍掌歡騰 搖擺著身影盡情遨翔 起那失落的聲韻再次呼喊

大聲的讚美歌頌主的鴻恩 讓我們舉起著雙手拍掌歡騰 搖擺著身影盡情遨翔

拾起那失落的聲韻 再次呼喊大聲的讚美 歌頌主的鴻恩

烏日教會生日快樂 烏日教會生日快樂 烏日教會生日快樂 烏日教會生日快樂

感謝各教會的觀禮 參與百週年的筵席 獻上最美好的祝福聲 溫馨每個人的心靈

一切榮耀歸予 上帝 全是祂的保守引領 

祈願在未來的百週年 烏日全地滿主馨香 祈願在未來的百週年 歡心朝見主的面容

李明安牧師13.祝詞

主禮、會眾14.奉獻文

主禮：天父上帝，阮要感謝謳咾祢，

      因為100年來祢帶領阮烏日教會眾會友信徒在這豎起。

會眾：阮感謝主，哈利路亞。

主禮：感謝上帝的恩典，世世代代的繼承，早期信徒也努力，回顧歷史來回想，

      烏日設立主聖會，林氏獻地作地基，立志奉獻好日子，感謝設教百週年。

會眾：感謝主、謳咾主、哈利路亞。

主禮：感謝先人的信仰，傳道培養的使命，福音種子在烏日，傳揚上帝信望愛，

      經過百年也進展，懇求聖神相同行，傳播福音在社區，顯出上帝無限愛。

會眾：感謝主、謳咾主、哈利路亞。

主禮：用虔誠謙卑的心，紀念先人好模樣，世代學習好款式，回顧歷史作勉勵，

      歡喜同心同讚美，百年奉獻在主前！

會眾：阿們！正是阮的心願。

(簡光雄牧師為烏日教會百週年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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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眾15.讚美   <百年頌讚 / 進展中的烏日教會>

<百年頌讚>

人生百歲，古來稀，上帝捏理無希奇

百年教會已建立，甘心樂意獻給祢
求主降落(降落)，異像呷恩賜(恩賜)，在主裡面同心協力(同協力)

請聽主聲(主聲)，互相扶持(扶持)，上帝面前得福氣(得福氣)

歡喜齊聲同讚美，讚美上帝相同行，烏日教會百週年，奉獻主前

烏日教會，慶囍年，上帝起造與保庇

懇求聖神堅固阮，信心生命得更新

救主耶穌(耶穌)，醫治呷復興(復興)，兄弟姊妹同心合一(同合一)

至聖天父(天父)，聽阮祈禱(祈禱)，高舉十架得恩典(得恩典)

指示阮生命道路，賜落幫助及氣力，烏日教會要彰顯，祢的聖名

<進展中的烏日教會>

擴張你帳幕之地，神的國度，張大居所的幔子，榮耀基督

放鬆你繩子，延續放不停止，堅固你橛子，永牢住

進展中的烏日教會，向左向右伸開範圍

你的後裔必得多國作產業，荒涼城邑聖民加倍

1.

2.

潘志如長老16.報告   <賀詞、祝電、謝詞、介紹>

陳炳勲牧師17.贈禮

會眾18.頌榮   <聖詩510首：讚美天頂主宰>

讚美天頂主宰，創造天地與海，

保護萬民，人人在普天下，同心讚美上帝

讚美三位一體，父子聖神。阿們。

賴信頌牧師19.祝禱

會眾20.阿們頌

吳晶霓姐妹21.殿樂

 ※禮拜結束後，全體大合照，本會備有愛餐敬請留步共享及交誼 ※

(吳約翰長老與許惠敏執事為烏日教會百週年創作)

(黃智寬牧師為烏日教會百週年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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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日長老教會歷史回顧與感言

翻開烏日教會一個世紀來早己發黃、稍有殘破之小會、任職會記錄及史料，不由得對上帝的恩典、

世事的變化，烏日教會之史蹟種種，心中充滿了感恩、嘆息及佩服，更時時湧現出對歷史及早期信

徒所留足跡給我們的各種感動與啟示。

烏日教會是一個上帝特別恩賜的教會，它自1910年4月20日於烏日設立福音堂以來，經歷了大自然

1935年及1999年二次歷史上大地震無情的摧殘，1959年八七水災及數十次颱風的侵襲，更加上第二

次世界大戰之衝擊。雖有沒落與悲淒，但我們郤看到更多的信仰前輩犧牲、奉獻與愛心。雖然100年

歷史中，傳道與牧師之總數達25位；雖然少數誤會曾造成的不愉快曾令我們感嘆、傷心與惋惜。但

是，我們更在亮處看見了為烏日教會成長付出心力偉大的傳道牧師與兄姐。我們願將一切榮耀歸與

值得讚美感恩的上帝。

烏日教會是一個烏日成長的標竿，更是個見證上帝愛的團體。烏日教會與烏日共同走過100年的歲

月。在物質缺乏時，曾經共同貧困飢迫過；在大災難中，曾經共同力求生存過；在世界大戰中更是

共同忍耐祈禱過。烏日教會與烏日地區發展的關係，可以劃分為三個值得回顧與窩心的階段。1960

年以前為第一個階段，那個時代背景，幾乎人人生活困苦、災難不斷、生存不易，該階段部分家庭

居無定所，烏日教會所扮演的功能，乃以上帝無盡的愛，成為烏日地區每每在地震、水災或戰爭

後，收容災民、發放物質，提供救助與帶給大家希望的中心。上帝對烏日地區的居民有著無止盡的

付出，就像早期上帝以雲柱和火柱帶領以色列人走過曠野40年苦難的歲月，帶領著大家走過災難、

走向希望。

第二階段為1961年至1980年時期，該時期的特色乃為戰後及八七水災之後，社會逐漸穩定，己逐漸

擺脫生存不易，生活困苦的惡境，而民眾開始為擁有自己的家園而努力，隨著產業的發展，教育的

普及，雖生活漸趨穩定，但大多數的人仍需為了生活

付出大部分的時間及精力勞碌的工作，未能顧及家庭

的關係，子女的教育與社會的功能，烏日教會在這段

時間內，也逐漸茁壯，人數漸增，教會改建，成立托

兒所、形成家庭、兒童及青年之生活重心，多數家庭

與小孩的成長均由教會所培育與輔導，可謂是穩定烏

日地區發展很重要的一個重心。

05

<1959年8月七日-八七水災>



Wu-Jih Presbyterian Church Centennial Celebration And Service

06

第三個階段乃自1980年至今，此段時期，幾乎人人已有家產或穩定之事業，物質生活漸趨富裕，

人們除了工作外，已進入了更競爭更多元的社會，教育活動的管道，各項工商科技之進步，使社區

對教會的需求又有不同的企盼。這段時間烏日教會在烏日地區，雖已逐步轉型，以關懷愛心走出教

會，成立團契，推動主日學，成立慈善基金及關懷基金、辦理佈道音樂會，舉辦關懷青少年活動，

社區服務及賬災等。近年來聖靈的感動，更是激勵著我們，在神的旨意與忠僕的帶領下，深感提升

靈性與拓展事工的重要，我們陸續的推動成人主日學、敬拜讚美團、華語禮拜等事工，更在歡慶

百周年的喜悅中進行一系列的活動，包括全體會友手抄聖經、建置網站、自行車、追思紀念禮拜、

培靈與聖樂觀摩等活動，

這一切都是為了讚美榮耀

神。但是在面臨資訊發

達，社會變遷快速的變化

下，未來勢必更需跟著時

代調整，繼續烏日教會之

功能轉型，在上帝的帶領

下努力思索出一條有益烏

日社區又符合神旨意的一

條更美的道路。

回顧教會100年的歷史路程，是崎嶇不平但卻是豐盛富足的。因為它也曾經中落、偶有爭執、稍微

欠缺愛，以致教會曾淪落至貸予人養豬而幾近荒蕪悽涼，也曾經只剩下五戶，經費不足無法聘傳道

過。但是烏日教會也卻都在上帝的赦免與疼惜中，一次又一次的走過荊棘與坎坷，所以它的歷史

路，更具意義、有愛、充滿神祝福的路。我們在此慶祝百年紀念時，除了在此懷念那些曾為烏日教

會及傳教工作奉獻犧牲的前人事蹟，獻上我們對上帝的感恩外，我們更願以虔誠謙卑的心一起在主

面前禱告，願主原諒我們過去的無知，蹉跎許多寶貴服事的歲月。願主感化我們，願主進入我們的

心，在歡慶百年，如此有意義的時刻，讓我們以愛相結，學習前人犧牲奉獻的精神，在上帝的恩賜

中，成為有愛心健康又豐盛的教會，為主事工努力奔跑，使烏日教會成為神喜愛祝福滿滿的教會，

來榮神益人。

<手抄聖經活動> <安息信徒追思紀念禮拜> <百週年騎自行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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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日長老教會 設教100週年發展全記錄

民前2年以前 ─ 主後1910年之前
◎信徒前往台中大湖仔禮拜堂（現柳原教會）作禮拜。    ◎大湖仔教會在四張犁租屋設福音堂。

民前2年 ─ 主後1910年（明治43年，宣統二年）
◎4月20日由四張犁福音堂遷移至烏日庄頂街仔租屋作福音堂，成為柳原教會之支會。

民國3年 ─ 主後1914年（大正3年）
◎林輝執事熱心捐款購置土地獻作禮拜堂用地，並親手造一座竹甲棟的葺稻草屋，作為禮拜堂及宿舍。

◎ 台中母會開始派長執或傳道來主理禮拜，長執及傳道包括周阿頭、吳兆祥、陳闖、賴文尚、汪培英（傳道師）、賴臨及黃氏桃等

人。

民國5年 ─ 主後1916年（大正5年）
◎ 林輝執事提倡增擴教會基地，喚起會友關心奉獻，向林振坤執事買下二筆土地，連同1914年所購土地合計三筆，即教會今日所

有土地。

民國10年 ─ 主後1921年（大正10年）
◎潘慶仁醫師奉獻1000元（依當時幣值是大數目）作為新築磚造禮拜堂之用，因而帶動教會會友感動爭相奉獻。

◎林輝及林振坤執事、林向、張醜夫婦及其他1∼2位姐妹將多年積蓄，甚至未來安葬費用均捐出。其他會友也踴躍奉獻。

◎興工建築完成磚造一大棟禮拜堂，奉獻為聖殿。

民國11∼23年 ─ 主後1922∼1934年
◎傳道局派第一任傳道潘金聲、第二任傳道李炎先生、第三任傳道洪化枝（又名洪育，號瑞生）。

◎民國11年11月27日加拿大籍安義里姑娘創設台灣女宣導會。  ◎此段期間紀錄欠缺，較難考查。

◎據傳大力資助教會之潘慶仁醫師移居喀哩，熱心的林輝及林振坤執事蒙主恩召，後繼無人，教勢中落。

民國24年 ─ 主後1935年（昭和10年）
◎4月21日復活節清晨6點中部發生大地震，傷亡慘重。

◎ 教勢衰退，教會無人管顧，屋損、牆倒甚至將教會小厝貸予農夫廖連旺（未信者），教會荒廢，禮拜堂內養豬，甚為悲慘。

◎ 黃氏桃傳道自南部退休，意欲返鄉安居。親賭此狀，淚流祈禱，主動向母會稟請「為復興烏日教會，願奉獻為看顧禮拜堂女婢，

請派長執、牧師傳道來會協助」。

◎母會劉振芳牧師及長執正為烏日教會憂心，接此稟請隨即派人向廖連旺先生要回教會小厝由黃氏看管。

◎黃氏桃極力鼓舞母會女信徒來會幫助，並成立訪問隊訪問會友及佈道，母會也輪派長執來會主理。

民國25年 ─ 主後1936年（昭和11年）
◎名佈道家宋尚節博士來柳原教會奮興佈道，中部各教會信徒奮起作工。

◎母會會友劉全泉兄及瓊玖先生娘來會鼓舞小孩子敬拜上帝、奉獻風琴、創設主日學，陳生明擔任校長。

◎得彰化醫館「安姑娘」之幫助，瓊玖先生娘與四位醫館看護婦來協助主日學之教學。

民國27年 ─ 主後1938年（昭和13年）
◎ 蔡裕長老夫婦及子女全家獻工來會主理，致力訪問會友，更提倡改築小厝及整頓教會，會友奉獻、黃氏桃赴南部募款、母會補

助，共計籌款1,300元，由陳生明及溫才督工完成杉竹混造甲棟厝（正身五間），及東面、北面兩側土牆。

民國28年 ─ 主後1939年（昭和14年）
◎陳黃滿芳自日本寄信給阿桃姑建議，比照日本，開始本會月定奉獻制度以作為傳道或牧師之謝禮。

民國29年 ─ 主後1940年（昭和15年）
◎第四任傳道潘西東（潘明忠傳道之弟）到任，在任一年多。   ◎陳生明及溫才拓建禮拜堂前道路。

民國31年 ─ 主後1942年（昭和17年）
◎母會劉振芳牧師介紹張清俊先生（當時台中市長之岳父）擔任第五任傳道，在任僅2∼3個月。

◎彰化教會王守勇牧師介紹莫有源先生任第六任傳道，因具音樂天份，在任未及一年，即轉任日軍宣舞班通譯官而離職。

民國32年 ─ 主後1943年（昭和18年）
◎劉振芳牧師介紹其姐夫黃現田先生（又名黃良），任本會第七任傳道，任期約一年。

◎ 阿桃姑轉往中洲教會作工，在阿桃姑奉獻教會此七∼八年間，烏日教會由荒蕪悽涼僅有10∼12人聚會（男4∼5人、女6∼7

人），至其離開時，已有主日學20∼30人，男15∼16人、女20多人聚會，又有祈禱會、家庭禮拜，可謂對教會貢獻良多。

<1921年完成之磚造禮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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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33年 ─ 主後1944年（昭和19年）
◎戰爭期間，日本政府壓迫及躲避空襲影響，聚會減少，教會衰退，經濟困難，會友僅有五戶。

◎王守勇牧師介紹，母會贊成由母會封立少壯有為之吳德元牧師於3月23日擔任第八任傳道師，任期計三年。

民國34年 ─ 主後1945年
◎ 日本戰敗，王守勇牧師接任彰化商職校長，教會經濟困難，吳牧師受邀每日赴彰化女商任老師，週日負責主理，以維持生活。

民國35年 ─ 主後1946年
◎陳生明長老辭台中縣警察局職務，回烏日任代書，投身烏日教會復興。

民國37年 ─ 主後1948年
◎3月底吳牧師離開烏日教會，再次聘請阿桃姑回來，管顧教會重整教勢。

民國38年 ─ 主後1949年
◎ 劉振芳牧師介紹廖春德執事之長子廖天送於3月任第九任傳道，與阿桃姑致力佈道，短期內得陳詩煙醫師夫婦，文棠先生娘賴

    彩娥、林寶祥、陳然夷、賴金江等進教，教勢大為改善。

◎7月3日青年團契成立，當時已有主日學及聖歌隊組織。

◎8月時任長老：吳萬生（任職會主席）/  執事：陳生明、溫才 / 傳道：廖天送（任職期間38年3月至40年2月）、黃桃。

◎9月間台中教會佈道隊來會佈道。

◎10月2日決議增設長執，並刻烏日教會及長執會公印各一個。

◎11月20日增設長執選舉，11月27日就任。

◎增設長老：陳生明 / 增設執事：吳德芳、陳金龍。

民國39年 ─ 主後1950年
◎奉獻並募款修繕禮拜堂。

◎3月19日增選陳詩煙執事，並於4月16日就任。

◎教會組織：小會議長-劉振芳 / 長老：吳萬生、陳生明 / 執事：溫才、陳詩煙、吳德芳、陳金龍。

民國40年 ─ 主後1951年
◎2月廖天送牧師轉赴其他教會服務。

◎4月30日劉振芳牧師介紹阮韞玉，後經傳道局正式任為第十任傳道師，阮先生經濟尚稱富裕，不計待遇甘願為主奉獻。

◎ 阮傳道買大鼓、作隊旗率長執及青年陳汝德、陳重德、黃滿芳、楊美鳳四處佈道，足跡踏遍街頭巷尾、田間、火車站，極

   力佈道，教勢漸長。

◎推動長執率先奉獻及募款，交由陳生明及溫才二位督工修繕教會。

◎籌款數千元大幅建設，其中約八分之一由母會補助，其餘則努力募款，由陳詩煙率倡，作爭取昇格堂會之準備。

民國41年 ─ 主後1952年
◎6月15日及6月22日長執改選，並於7月13日就任。

◎長老：吳萬生、溫才、陳詩煙、陳生明 / 執事：陳金龍、黃滿芳、賴金江、吳德芳。

◎年秋籌款修理宿舍及圍牆。

民國42年 ─ 主後1953年
◎柳原小會派施圖長老蒞會召開和會，表決22名中21名贊成，通過分設堂會。

◎ 2月24日中會核准昇為堂會，並於3月24日召開歷史性第一次小會，小會議長劉振芳牧師，

   傳道阮韞玉、長老吳萬生、溫才、陳生明（兼書記）。

◎2月辦理主日學生春季佈道大會。

◎10月阿桃姑膀胱結石，於彰化醫館開刀榮歸天國，享年七十五歲，告別式於彰化禮拜堂舉行，安葬於八卦山。

◎為配合中會派人到本會培靈及佈道，於10月16日至22日上午5點舉辦早天祈禱會，參加人數15∼16人。

<1949年7月3日成立青年團契> <廖天送1949年3月就任傳導>

<1953年2月14日主日學春季佈道大會>

<吳萬生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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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43年 ─ 主後1954年
◎7月25日長執改選，並於8月8日就任。

   小會議長：王倚 / 長老：吳萬生、陳生明、溫才、陳恩愛 / 執事：黃滿芳、賴彩娥、陳金龍、林瑞琮。

民國44年 ─ 主後1955年
◎3月14日台北神學院師生37名來訪。

◎4月7日∼10日柯牧師率青年歸主佈道隊至烏日從事四天佈道工作，教會於4月3日∼7日上午5時召集「早天祈禱會」。

◎4月17日下午4點成立烏日女宣會，由陳恩愛任會長，會員12名。

◎6月19日長執改選。

   長老：吳陳客、黃陳恩愛、陳生明 / 執事：林瑞琮、陳金龍、林賴彩娥、陳黃滿芳、吳德正、陳汝德。

◎7月舉辦女宣道會。

◎10月17日邀請溫再養先生來會佈道一週。

民國45年 ─ 主後1956年
◎1月31日賴仁聲牧師來會鼓舞青年團契。

民國46年 ─ 主後1957年
◎阮牧師受派赴高雄前金教會與其子同工，離職。

◎小會議長林照堂牧師介紹黃智寬先生任第十一任傳道師。

◎黃傳道之岳母奉獻興建水井、揚水器、砂濾及花園。

◎6月30日設立長執，長老為陳生明、陳恩愛，執事為黃滿芳、陳汝德、陳金龍、陳重德。

民國47年 ─ 主後1958年
◎10月10日舉行阿桃姑別世五週年追悼感恩禮拜。

◎永勝鑄造工廠贈電桿設立路燈。

民國48年 ─ 主後1959年
◎ 7月與隔壁劉萬鑑先生協議交換6.6坪土地並興工建圍牆。由林瑞琮長老負責解決土地糾紛，並興建境界線上之石岸圍

磚牆，由當時陳恩愛長老、陳金龍執事、陳重德執事協力督工。 

◎7月下旬黃傳道轉任大社教會，在任期間二年。

◎8月7日，八七水災，烏日地區受災嚴重，教會扮演救災角色。

◎ 小會議長李明意牧師爭取許宏仁先生任本會第十二任傳道，8月9日（星期日）第一次主理后，面對八七水災對教會與

小厝的損毀及會友的傷亡，其景悲慘。

◎ 教會南側圍牆倒塌，經僱工修繕於10月26日完工，其間援助本教會之機構包括太平境TKC及女宣、柳原教會、台北和

平教會、高雄小港教會、民族路東聲教會、嘉義市北榮教會、北市永樂教會、關子嶺教會、桃園教會⋯等。 

◎ 許傳道兼於外埔鄉台灣聖經書院深造，教會收購800元腳踏車一部供使用，因其未婚，三餐更由恩愛長老、生明長老、

重德執事、彩娥長老......各長執輪流負擔。

民國49年 ─ 主後1960年
◎5月許傳道赴日深造而去職，任職10個月。

◎8月20日慶祝50週年禮拜，邀請歷任牧者、傳道及出身本教會之傳道計28名參與。

◎10月許清波與張秀梅傳道任職。

民國50年 ─ 主後1961年
◎4月13日對教會貢獻良多之陳生明長老蒙主恩召。

◎  6月長執改選，選出名單如下：

   長老：陳恩愛、黃滿芳、陳汝德、林瑞琮 / 執事：陳重德、林瑞岩、溫振豐、鍾秋華、吳德正（未就職）。

◎主日學校長陳重德長老、女宣會長陳恩愛長老、青年會長林瑞琮長老。

<1955年4月17日成立女宣會>

<1960年設教50週年慶> <許清波與張秀梅1960年就任第14任傳道>

<1959年許宏仁就任第12任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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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51年 ─ 主後1962年
◎2月張秀梅傳道赴大里教會服務。  ◎2月8日郭忠立傳道到任。

◎呂春長牧師來會培靈。                  ◎清水教會致贈講台桌。

◎9月3日李明安牧師任第一任牧師。

◎其他史料：第一部油印機購買400元。

民國52年 ─ 主後1963年
◎9月主日學增設成人班及恢復五六年級班。

◎10月修繕牧師館及教會屋頂。

民國53年 ─ 主後1964年
◎李牧師赴德國參加敵十九屆世界長老會聯盟大會三個月。

◎4月6日上午10點楊仁成君結婚典禮。

民國55年 ─ 主後1966年
◎3月29日邱信典牧師任第二任牧師。

◎ 8月28日及11月27日長執改選，並於12月25日就任。

   長老：陳汝德、林瑞琮、陳金龍、賴彩娥（56年1月1日就任）/  執事：溫振豐、林瑞岩、黃玉嬌。

◎11月邱牧師娘（李徽音）任女宣會長。

民國56年 ─ 主後1967年
◎3月29日愛蘭教會來訪。  ◎4月23日選拔模範母親：吳陳客及林楊暖。

民國57年 ─ 主後1968年
◎林瑞岩執事任主日學校長。   ◎2月中會獎勵本會庶務工作特優，財務工作優等。

民國58年 ─ 主後1969年
◎4月2日通過邱牧師續任案。  ◎9月受颱風侵襲，房舍損壞。

民國59年 ─ 主後1970年
◎2月鄉公所函告羅馬字刊物暫准教會使用。

◎3月聖殿油漆及教會修繕與慶祝60週年。   ◎9月7日電影佈道。

民國60年 ─ 主後1971年
◎邱信典牧師5月1日離任，李明意牧師任議長。   ◎6月韓國的李牧師來會陪靈。

◎ 6月8日起由李長貴牧師任小會議長。

◎8月15日長執改選，並於9月12日就任。

   長老：陳金龍、賴彩娥、林瑞琮、陳汝德、陳重德 / 執事：林瑞岩、張阿尛、黃玉嬌、溫振豐。

◎8月25日准成立婦人會及青少年團契。

◎9月26日潘成木牧師監選通過，11月12日封牧為本會第三任牧師（任期5年）。

民國61年 ─ 主後1972年
◎4月為籌措教會建築基金，決定會友生日奉獻、感恩奉獻及每年結餘款均歸入基金。

民國62年 ─ 主後1973年
◎會友日多，教堂無法容納，1月7日長執聚會，由潘成木牧師及溫振豐執事提議進行改建。（當時存款僅有數仟元）

◎2月4日決議通過興建案，由林瑞琮擔任主任委員，溫振豐擔任副主任委員，潘牧師為顧問，黃玉嬌為會計。

◎ 興建案由台北市中源工程公司施希宗建築師初步設計，台中市忠孝路教會徐耀勝設計定稿，比價結果由南屯區賴豐松

營造廠興建，土木工程費為85萬元，桌椅、裝潢約15萬元，合計100萬元。

◎3至12月潘牧師出國深造，洪振輝牧師任小會議長。

◎5月20日正式成立天僑儲蓄互助社。

<1962年李明安牧師就任>

<李明安牧師時代母親節合影>
後面為1914年所建
之竹甲棟禮拜堂

<1966年邱信典牧師就任>

<1971年潘成木牧師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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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63年 ─ 主後1974年
◎ 2月日奉縣府核准興建，3月10日比價，6月23日定礎禮拜，24日開工，12月17日完工，附屬工程廁所及車房於12月

30日完工。

◎3月28日賴彩娥長老逝世。      ◎8月長執任期屆滿，因建堂中暫緩改選。

◎11月26日高雄市鹽埕區長老會，楊勝賢執事奉獻教會講台桌椅及聖餐桌。

民國64年 ─ 主後1975年
◎1月1日建堂完成，獻堂典禮。

◎ 3月長執改選，並於4月14日就任。

   長老：陳金龍、林瑞琮、陳汝德、陳重德、溫振豐、林瑞岩、張阿尛  /  執事：黃玉嬌、林瑞湖、陳白梅。

◎6月1日通過申設托兒所案。

民國65年 ─ 主後1976年
◎8月6日縣政府核准成立托兒所，並於9月1日開學。

民國66年 ─ 主後1977年
◎6月神學生康永祥暑期來會工作。

民國67年 ─ 主後1978年
◎4月9日改選長執，並於5月1日就任。

   長老：陳恩愛、張阿尛、林瑞琮、溫振豐、林瑞岩  /  執事：楊張謹、林瑞湖、陳重義、李金清。

民國68年 ─ 主後1979年
◎潘成木牧師離開，由陳春雄牧師任小會議長。    ◎11月11日監選通過，蔡鴻銘牧師任第四任牧師。

民國69年 ─ 主後1980年
◎1月27日蔡鴻銘牧師就職。主日學校長林瑞岩、女宣會長黃玉嬌、青年會長溫柔雅。   ◎5月11日慶祝設教七十週年。

民國70年 ─ 主後1981年
◎機構組織，主日學校長林瑞岩、女宣會長黃玉嬌、青年會長吳光亮，互助社社長溫振豐。

◎長執會（6月14日改選）

    長老：陳恩愛、張阿尛、陳汝德、溫振豐、林瑞岩  /  執事：楊張謹、林瑞湖、陳重義、李金清、陳金柱、林進策、吳光亮。

民國71年 ─ 主後1982年
◎春節前教育館完工，總工程費200萬元。                ◎購買1980年載卡多車一部。

◎蔡牧師每週1-3赴台南神學院進修（為期二年）。   ◎游志祥神學生來會服務。

◎10月赴西子灣、旗後、中山大學野外禮拜。           ◎5月16日少契由青契中獨立。林侑慈任第一任會長。

民國72年 ─ 主後1983年
◎無息貸款給內新教會5萬元（72年元月∼73年3月）。

民國73年 ─ 主後1984年
◎6/10、7/1、8/19改選長執。

   長老：林瑞岩、陳汝德、陳左源、溫振豐  /  執事：楊張謹、林進策、林瑞湖、李金清、吳光亮、廖景炘、陳金柱、

   何先榮。

◎蔡牧師8月31日離開往仁武教會，經挽留准假一年。        ◎7月30日至8月10日每天下午社區主日學。

◎八月份神學生陳亞麗來會實習。                                       ◎開辦神學院就學獎助金。

◎教會事工組開始分設傳道、服務、總務事工、會計等。    ◎赴台南神學院野外禮拜。

◎11月設立慈善基金會每年一萬元，5000元捐贈烏日鄉公所。

民國74年 ─ 主後1985年
◎元月起改善週報。   ◎4月21日慶祝75週年。

◎7月31日蔡牧師離職，轉任馬偕醫院院牧。  ◎8月陳主惠牧師任小會議長。

民國75年 ─ 主後1986年
◎4月20日設立張新嘉任第五任牧師及76年週年紀念感恩禮拜。   ◎7月6日正式成立松年團契。

◎7月13日補選長執。    ◎8月3日就任長老：陳恩愛，執事：林瑞熹、楊仁成、吳約翰。

◎神學生蕭秀珍、溫柔雅實習。

<1974年6月24日>
潘成木牧師主持教堂破土
溫振豐及林瑞琮長老參與

<1976年成立托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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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76年 ─ 主後1987年
◎7/26、8/15 改選長執，9月6日就任，並敦請林瑞琮、黃滿芳、林瑞岩、陳汝德、溫振豐為本會之諮商長老。

   長老：陳恩愛、陳左源、盧鑑榮、林進策、廖景炘、何先榮。

   執事：林瑞湖、林瑞熹、林玲如、吳光亮、吳約翰、楊張謹、楊仁成、潘振榮、李金清、黃念正。

民國77年 ─ 主後1988年
◎5月何先榮長老連任托兒所董事長。   ◎7月張牧師赴美進修一個月。   ◎ 設教78週年聘請門徒合唱團舉行佈道音樂會。

民國78年 ─ 主後1989年
◎6月30日張新嘉牧師結束牧會。   ◎7月1日陳春雄牧師任小會議長。   ◎9月3日鄧文雄牧師任小會議長。

◎12月3日聘林一信教師到本教會協助。   ◎林瑞岩長老遷居台北，林瑞湖執事暫代主日學校長。

民國79年 ─ 主後1990年
◎2月7日蔡文增牧師任小會議長。

◎張德旗牧師7月1日就任本教會第六任牧師。

◎7/22、10/7 改選長執

   長老：何先榮、林進策、廖景炘、楊仁成、溫振豐、黃念正、吳光亮。

   執事：林瑞湖、李金清、林瑞熹、潘振榮、陳重義、吳約翰、李玉珠、林玲如、鍾英杰、吳約西。

◎11月25日慶祝設教80週年並成立琴瑟團契。

◎神學生劉得行及游麗菁來教會服務。

民國80年 ─ 主後1991年
◎7月1日聘林侑慈為幹事。   ◎12月8日明道教會開設。

民國81年 ─ 主後1992年
◎9月13日起試辦主日上午兩堂禮拜。   ◎本年開始實施各團契機構特別主日活動。

民國82年 ─ 主後1993年
◎公決通過主日上午兩堂禮拜。   ◎6月30日張德旗牧師3年屆滿離職，張喬松牧師任本會小會議長。

◎青契章程更改為社青章程。

◎9月5日改選長執，並於10月3日就任。

   長老：林瑞熹、楊仁成、黃念正、吳光亮、林玲如、吳約翰、吳約西。

   執事：林瑞湖、潘振榮、陳信英、林桂芳、陳重義、鍾英杰、王輝仁、溫堅信、楊俊榮。

◎11月1日神學生黃宗宏來教會輔助教會事工。   ◎聘任謝玲香為教會幹事。

民國83年 ─ 主後1994年
◎1月30日公決通過長執採三分之一輪休制。

◎神學生黃宗宏協助事工至4月30日止。

◎9月25日監選葉輔銘牧師通過任期三年。並於12月4日就任本會第七任牧師。

◎3月成立聖歌隊。並於7月17日及12月11日舉辦音樂讚美禮拜。

◎小會議長-張喬松（1-8月），郭叡牧師（9-11月）。

◎6月神學生蔡維民到會服務。

民國84年 ─ 主後1995年
◎主日崇拜改為上午一堂。   ◎9月修訂烏日教會獎助學金辦法。

民國85年 ─ 主後1996年
◎1月28日通過本教會關懷基金施行辦法，一年二次聖餐奉獻撥入關懷基金。

◎4月21日於烏日國小擴大舉辦慶祝86週年紀念活動，並徵選烏日教會會徽。

◎6月9日決議本年長老執事採輪休制且不再受年齡及家族限制。

◎7月7日改選長執，並於10月6日設立就任。

   長老（三年任）：林玲如、廖景炘、王輝仁（10月20日設立）。   長老（二年任）：林瑞熹、潘振榮。

   長老（一年任）：吳約翰、吳約西。

   執事（三年任）：楊俊榮、陳信英、李玉珠。執事（二年任）：陳重義、潘振榮。 執事（一年任）：蔡貴蘭、周志鴻。

◎12月22日於烏日國小舉辦關懷青少年聖誕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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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86年 ─ 主後1997年
◎8月6日任期一年長執改選，並於10月5日就任。長老：楊仁成、黃念正。

◎中會先後派張宗隆、林芳仲、莫正義、蘇振財處理本會葉輔銘牧師任期屆滿事宜。

◎9月25日神學生黃璨徵來會服務。   ◎12月31日葉輔銘牧師離職。

民國87年 ─ 主後1998年
◎1月24日莫正義任小會議長。   ◎2月11日戴碩欽牧師任小會議長。

◎3月10日中會恢復原小會員之長老職務。  ◎7月19日臨時會員大會通過：

◎恢復三年全數改選長執制度。

◎現任長執全部請辭，全面改選。

   當選長執名單如下，並於8月9日就任。

   長老：林玲如、黃念正、林瑞熹、廖景炘、吳約西、吳約翰（9月13日就任）。

   執事：林瑞湖、陳信英、陳重義、陳聖忠、楊俊明、楊俊榮、潘志如、鍾英士、陳逸群。

◎8月1日蔡麗娟傳道師就任。

民國88年 ─ 主後1999年
◎4月25日同意進行成立教會財團法人案。   ◎5月16日起辦理社區環境清潔活動。

◎10月24日同意聘用程琬玲為本會幹事。

◎ 9月21日中部發生7.3級集集大地震，北自苗栗卓蘭台中東勢，南至南投竹山長105公里斷層，房屋倒塌17000棟、人

員死亡達2300人，教會發起賑災慰問，金額約74萬元。

民國89年 ─ 主後2000年
◎4月16日舉行90週年感恩禮拜，高俊明牧師証道，第一任李明安牧師蒞會。

◎6月10日陳恩愛長老蒙主恩召，6月18日告別禮拜。

◎ 9月24日本會與南投縣仁愛鄉合作村賽德克族群區會德鹿谷 ( 靜觀 ) 教會締結為姊妹教會，由本會蔡麗娟傳道與靜觀簡光

雄牧師於靜觀教會共同簽署，並於25日參加德鹿谷之新教堂進駐禮拜。

民國90年 ─ 主後2001年
◎3月11日第八任牧師陳約翰就任。

◎8月12日長執就職，任期4年至94年8月12日止。

   長老：廖景炘、黃念正、楊仁成、林玲如、吳約翰、吳約西。

   執事：林瑞湖、鍾英士、陳重義、謝玲香、林頂智、陳聖忠。

◎7月31日蔡傳道任期屆滿，派任台中太平小鎮教會服務。

民國91年 ─ 主後2002年
◎9月29日楊仁成長老蒙主恩召，10月6日告別禮拜。

◎林惠民、陳敬忠( 小) 、陳茂雄3位執事12月15日就任，另潘志如執事於12月22日就任。

◎12月8日本會青年陳育傑就任高雄桂林教會第一位牧師。

<1998年蔡麗娟就任第16任傳道>

<2000年教會90週年感恩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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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2年 ─ 主後2003年
◎5月4日推動第一屆讀經活動，分一年及二年期，計50名參加。

◎6月9日以15,238,200元向國有財產局購得光日段565及566兩筆土地，計395.58平方公尺。

◎7月11日教會托兒所配合購地整地結束經營。

◎8月29日林瑞岩長老蒙主恩召，9月13日告別禮拜。

民國93年 ─ 主後2004年
◎2月28日教會住址變更為新興路352號。

◎4月17、18日舉行設教94年及獻地感恩禮拜活動。

◎8月31日陳約翰牧師離職赴豐東教會。

民國94年 ─ 主後2005年
◎4月24日長執就任。

   長老：黃念正、王輝仁、鍾英士、吳約翰、吳約西，計5名。

   執事：陳重義、陳茂雄、林瑞湖、潘志如、陳聖忠、楊耀堂、

   謝玲香、陳逸群、王恩華、林惠民、曾素華，計11名。

◎6月5日基督教來台140週年於彰化市體育館慶祝。

民國95年 ─ 主後2006年
◎1月8日陳啟應牧師就任本會第9任牧師。

民國96年 ─ 主後2007年
◎4月22日推動設教100週年全體會友手抄聖經活動。

◎7月29日起進行每日上午5時之早天祈禱會。

◎9月2日黃恆立、林怜芬、陳慈珍3位執事就任。

民國97年 ─ 主後2008年
◎3月1日成立敬拜讚美團。

◎3月2日起方嵐亭牧師任本會教育牧師。

◎3月2日起週日開始分台語、華語2場禮拜。

◎7月20日以購得光日段577號1筆地（57.6平方公尺）。

◎8月17日起開辦第一期成人主日學。

民國98年 ─ 主後2009年
◎1月4日長執就任。

   長老：黃念正、王輝仁、鍾英士、吳約翰、吳約西、陳逸群、潘志如，計7名。

     執事：陳茂雄、陳聖忠、楊耀堂、謝玲香、王恩華、林惠民、曾素華、許惠敏、陳慈珍、林怜芬、黃恆立、楊慕寧、

黃志偉、謝慈聰，計14名。

◎4月19日奉獻全體會友手抄現代中文聖經，並啟用教會網站。

◎5月31日慶祝設立99年。

◎7月1日起方嵐亭牧師離職（3月起任職教會公報社牧師）

◎7月31日陳啟應牧師離職，總會傳道委員會派赴維也納改革教會，任期自2009年8月1日~2012年7月31日，計3年。

民國99年 ─ 主後2010年
◎1月9日迎接倒數100天騎自行車活動。

◎2月28日聖歌隊奉獻錄製CD。

◎3月21日歷年安息信徒追思紀念禮拜。

◎4月4日趣味運動會。

<敬拜讚美團服事實景>

<2004年設教94年暨獻地感恩禮拜>

<第5期成人主日學結業>



烏日基督長老教會   設教 1 0 0 週年   < 感恩讚美禮拜 >

烏日教會難忘的人與事

林輝執事：
一位造竹甲棟的師父，會友林坤叔之父親，林添丁之祖父，也是阿換姐的祖父。民國3年及5年兩次

熱心捐款及募款購買烏日教會三筆土地，墊定烏日教會生根的源頭。

賴臨先生：
後來有作傳道師，是賴仁聲牧師之父親，也就是本教會林瑞岩長老娘，賴春英女士之伯父。烏日教

會草創之初，由台中柳原教會派來領導敬拜前輩之一。

黃氏桃：
人稱阿桃姑，住烏日鄉學田村下馬厝，是陳爾修之叔母，她為改阿片煙，在彰

化醫館得著道理，後來有決心入台南婦學，卒業後作女傳道，在台南方面各教

會或台南新樓醫館或彰化醫館作工。回顧黃氏桃女士是一位女傳道，也是烏日

教會第一粒果子，她於生前將她丈夫所遺下一些產業出讓其親族，將此款收作

生活費，自第一次民國24年至民國32年約八、九年久為烏日教會作工，極力鼓

舞母會女信徒奮起協助烏日教會工作。32年往中洲教會服事，第二次自民國37
年至民國42年（殉職）約五年之久，兩次奉獻作工合計十三、四年，實在真不

容易，她所作的業績，引導甚多人歸主，有益于教會、社會及國家非淺！偉大

矣。可以說「她一世人全獻與主，盡忠至死」堪稱：「好，又盡忠的女婢可入上帝所應允，永生天

國」其功績永作信徒之模樣並值得全烏日教會會友永遠紀念。

潘慶仁醫師：
原神岡鄉大社教會會友搬來烏日作醫生，是一位限地醫乙種醫師，歡喜奉獻壹仟元（當時通稱壹擔

錢，是非常多數，非常難得）供為新築磚造禮拜堂之用，就此感動多位會友踴躍奉獻，以致得以在

民國10年完成烏日第一棟禮拜堂，是第一座教堂之促生者，後來遷居喀哩。

陳生明長老：
現任陳重義執事之父親，民國25年在創設主日學時，任第一

任校長，並自27年起多次參與教會改建工程督工，38年起任

烏日教會長老，至50年4月別世，任小會長執會書記或議長

數十年，留下史實及影響烏日教會發展甚鉅。為本教會以教

會葬舉行告別式唯一之長老。

溫才長老：
溫振豐長老之祖父，自27年起多次參與教會修繕督工，41年起擔任長老，至44年2月別世，也是烏

日教會前期首創功臣之一。

吳德元牧師：
為母會封立之牧師，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民國33年3月23日烏日教會任第八任

之傳道師至民國36年3月28日止，戰亂中，教會受壓迫及限制，又要躲避空襲，會

友四散，教會經濟困難，又要赴彰化女商教書又要引領禮拜，生活困苦。嗣後於民

國39年8月轉任大肚教會牧師達三十七年，退休後任榮譽牧師十二年。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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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韞玉傳道：
阮先生（又名阮烏瓊）他為其續絃之女兒教育關係，要來烏日比較

交通便利，他經濟富裕，他二位兒子是醫生，長男阮德木醫師曾任

過彰化基督醫院院長，又在彰化開杏林外科為著名的醫師，又第二

子阮德生在員林地方開業醫院作醫師，第三子阮德輝是長老教會有

為的牧師，三子均是孝子。

阮先生實在堪稱老而益壯，自40年4月30日來會以後，設定拜三祈

禱會拜五家庭禮拜及特別聚會或開查經會，鼓勵青年團契服務教

會，設聖歌隊、家庭訪問、個人佈道、街頭巷尾及路邊十字路口等之佈道，農閒時期下村佈道傳福

音，招人來信耶穌，興起主日學，鼓舞獻金等至46年離開，其貢獻予本教會功績非常偉大，為歷代

之傳道者所不能追隨。

黃智寬傳道：
出身台南鹽水教會，畢業於中台聖經書院，曾任長老教會傳道師二年

餘，民國46年自梅山教會轉任本教會第十一任傳道師，同年得其岳

母（即鹽水教會胡蟾女長老）奉獻興建水塔、水井並建造花園。

黃傳道生性活潑及美術天份，才能出眾善於指導聖歌隊又能作美好的

證道，更往往在重要節日將教堂佈置的美觀又莊嚴。至48年7月轉任

大肚教會，在任二年餘。

早天祈禱會：
為烏日教會早期的一種特殊聚會，每當教會欲進行培靈佈道或重要事工時，就由任職會決定，於前

三天或七日，上午五點鐘進行全教會之祈禱會，歷史上有記錄者包括42年
10月16日∼44年4月3日∼7日等多次，參加人數約為15∼16人。

李明安牧師：
烏日教會第一任牧師，在烏日教會期間成立婦女會，讓烏日教會婦女學習

更多的服事。李牧師會說多國的語言，英文、德文、西文、葡萄牙文與日

文，曾經在巴西牧會多年。在任期間，為烏日教會開墾教堂後面土地成為

花園，讓烏日教會成為一個有愛有活力的團隊。

邱信典牧師：
勤於探訪會友，關心每個家庭的青年信仰，

成立青少年團契，每星期六有聖歌隊練唱。

潘成木牧師：
讓青年團契在教會中的服事更加活躍，練歌、打桌球、打掃整理教會周圍的環境，發起建立新的教

堂牧師館，辦理烏日托兒所，聘請第一任的托兒所主任-許惠敏老師，建立新的牧育館。為烏日教會

帶來欣欣向榮的氣象！

蔡鴻銘牧師：
關心每一個會友的家庭，勤於探訪會友，

與每個家庭的成員一起歡笑一起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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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德旗牧師：
牧師與牧師娘關心每一個病痛的弟兄姊妹，張牧師是個學者，

常用神的話語勉勵每個人。

張新嘉牧師：
牧師與牧師娘關心托兒所一切的事工，非常關心教會的成長。

葉輔銘牧師：
喜歡關心流浪街友的社會事工。

陳約翰牧師：
喜歡運動的牧師，對桌球有特別的興趣。

陳啟應牧師：
牧師和牧師娘同工，用禱告和聖靈的同在，讓復興的火燃燒烏日教會。

也讓弟兄姊妹的信仰改變，讓每個團契活動起來，成立成人主日學、敬拜讚美團、華語禮拜與早天

祈禱會，用心靈來服事神，用多種樂器來禮拜讚美神，常舉辦大型的兒童夏令營與跨年禱告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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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日教會  歷任牧師  /  傳道名錄~
順序 姓名 在任期間 任期 順序 姓名 在任期間 任期

第1任傳道 高金聲 1922~1934 不詳 第2任傳道 李炎 1922~1934 不詳

第3任傳道 洪化枝 1922~1934 不詳 第4任傳道 潘西東 1940~1941 2年

第5任傳道 張清俊 1942 2~3個月 第6任傳道 莫有源 1942 未及1年

第7任傳道 黃現田 1943 1年 第8任傳道 黃桃 1935~1943，1948~1953 13年

第9任傳道 吳德元 1944/03~1948/03 5年 第10任傳道 廖天送 1949/03~1951/02 1年9個月

第11任傳道 阮韞玉 1951/04~1957/02 6年 第12任傳道 黃智寬 1957/08~1959/07 2年

第13任傳道 許宏仁 1959/08~1960/05 10個月 第14任傳道 張秀梅、許清波 1960/10~1962/01 2年

第15任傳道 郭忠立 1962/02~1962/06 5個月 第16任傳道 蔡麗娟 1998/08~2001/07 3年

第1任牧師 李明安 1962/08~1965/08 4年 第2任牧師 邱信典 1966/03~1971/05 5年

第3任牧師 潘成木 1971/08~1979/03 8年 第4任牧師 蔡鴻銘 1979/12~1985/07 6年

第5任牧師 張新嘉 1986/04~1989/07 3年 第6任牧師 張德旗 1990/07~1993/06 3年

第7任牧師 葉輔銘 1994/12~1997/12 3年 第8任牧師 陳約翰 2001/03~2004/08 3年6個月

第9任牧師 陳啟應 2006/01~2009/07 2年7個月 教育牧師 方嵐亭 2008/03~2009/07 1年5個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