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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來台宣教 150 週年 詩歌創作暨古蹟園區寫生大賽 

 

為紀念馬偕來台宣教 150週年特舉辦詩歌創作與古蹟園區寫生大賽，以紀

念馬偕宣教，並讚美上帝的大能。 

【詩歌創作大賽】 

有志於詩歌創作者，皆可報名。作品需為原創作品，不限主題、曲風及形

式，但整體詞曲所傳達的義涵，需有基督信仰、馬偕宣教精神，合乎聖經

真理，或有宣揚福音信息的正向意義。 

徵件時間：自 2022年 3月 1日至 2022年 3月 31日截止 

 

【馬偕古蹟園區寫生比賽】 

參加組別：國小中年級組（三、四年級）、國小高年級組（五、六年級）、 

          國中組、高中組 

古蹟園區範圍：淡江中學校園、真理大學牛津學堂、馬偕故居、 

              牧師樓、姑娘樓。 

報到地點：淡江高級中學（新北市淡水區真理街 26號） 

比賽日期：2022年 3月 26日（六）上午 9:00起至 12:00止 

【簡章及報名方式】請掃描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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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短宣隊 
 

一、活動標題：學馬偕．帶門徒．去宣教 

二、目    的：透過北部大會四中會鼓勵屬下教會及機構，效法馬偕宣教

精神，組織短宣隊去宣教。 

三、目    標：預定補助教會城鄉短宣隊 30隊。 

四、時    間：2022年度內組織短宣隊，實施期間最慢於該年度 10月底前

完成。 

五、短宣地點：以台灣各城鄉為主。 

六、報名方式： 

1. 以教會（或機構）為申請單位，短宣隊活動需附加「馬偕來台宣教

150週年」名義。各教會或機構不限一隊短宣隊，但最多補助 3隊。 

2. 短宣隊出團前 1個月函文本委員會，並提交短宣隊計劃書，由本委

員會初步審核，並回覆申請教會，完成報備。 

3. 活動計劃若有變更，須事先向本委員會提出變更計劃書，重新核備。 

4. 報名申請公文及檢附文件請寄：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269巷 3號 4樓 

馬偕來台宣教 150週年籌備委員會 收 

七、經費補助： 

1. 短宣隊活動結束一個月內，向本委員會員申請經費補助，並檢附成

果報告及活動影像檔。 

2. 本委員會將依據每一隊短宣隊活動計劃、預算，及執行情況，補助 1

～3萬元。 

八、本活動聯絡人： 

黃銅沛牧師  手機/0910-199333 

葉啟祥牧師  手機/0921-022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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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馬偕行腳巡禮各路線出團日期 

故事之旅（每隔週三出團） 

日期 路  線  行 程 

2/16 【路線 2】頭城、礁溪 

3/02 【路線 3】淡蘭古道海陸遊 

3/16 【路線 4】基隆河沿岸教堂巡禮 

3/30 【路線 6】頭城、宜蘭 (二日行程) 

4/13 【路線 7】桃、竹、苗 (二日行程) 

4/27 【路線 1】淡水、八里、五股  

5/11 【路線 2】頭城、礁溪 

5/25 【路線 3】淡蘭古道海陸遊 

6/08 【路線 4】基隆河沿岸教堂巡禮 

6/22 【路線 5】台北古蹟教堂巡禮 

7/06 【路線 6】頭城、宜蘭 (二日行程) 

7/20 【路線 7】桃、竹、苗 (二日行程) 

8/03 【路線 2】頭城、礁溪 

8/17 【路線 3】淡蘭古道海陸遊 

8/31 【路線 4】基隆河沿岸教堂巡禮 

9/14 【路線 5】台北古蹟教堂巡禮 

9/28 【路線 6】頭城、宜蘭 (二日行程) 

10/12 【路線 7】桃、竹、苗 (二日行程) 

10/26 【路線 2】頭城、礁溪 

11/09 【路線 3】淡蘭古道海陸遊 

11/23 【路線 4】基隆河沿岸教堂巡禮 

12/07 【路線 6】頭城、宜蘭 (二日行程) 

12/21 【路線 7】桃、竹、苗 (二日行程) 

備註：1. 以上是既定行程（團體預約不在此限）。 

2. 25人以上成團，歡迎各教會、團體報名預約。 

3. 蓋滿「馬偕行腳巡禮」15條行程護照者，獲頒獎狀及表揚。 

主辦單位：台灣女子神學院 

協辦單位：吉美旅行社有限公司 

詳情請掃描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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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馬偕行腳巡禮各路線出團日期 
苦路之旅（每隔週四出團） 

日期 路  線  行 程 

2/24 【路線 1】瑞芳 走到 猴硐 (舊鐵路隧道)      

3/10 【路線 2】猴硐 走到 牡丹 (金字碑古道) 

3/24 【路線 3】牡丹走到雙溪到貢寮 (古道山城)  

4/07 【路線 4】貢寮走到新社回到貢寮 (雙溪河道) 

4/21 【路線 5】貢寮走到大里 (草嶺古道) 

5/05 【路線 6】大里 走到 大溪 (海洋岩岸步道) 

5/19 【路線 7】大溪 走到 外澳 (海洋砂岸步道)      

6/02 【路線 8】外澳 走到 頭城 (海洋港口步道) 

6/16 【路線 6】大里 走到 大溪 (海洋岩岸步道) 

6/30 【路線 7】大溪 走到 外澳 (海洋砂岸步道)      

7/14 【路線 1】瑞芳 走到 猴硐 (舊鐵路隧道)      

7/28 【路線 2】猴硐 走到 牡丹 (金字碑古道) 

8/11 【路線 3】牡丹走到雙溪到貢寮 (古道山城)  

8/25 【路線 4】貢寮走到新社回到貢寮 (雙溪河道) 

9/08 【路線 5】貢寮走到大里 (草嶺古道) 

9/22 【路線 6】大里 走到 大溪 (海洋岩岸步道) 

10/06 【路線 4】貢寮走到新社回到貢寮 (雙溪河道) 

10/20 【路線 1】瑞芳 走到 猴硐 (舊鐵路隧道)      

11/03 【路線 2】猴硐 走到 牡丹 (金字碑古道) 

11/17 【路線 3】牡丹走到雙溪到貢寮 (古道山城)  

12/01 【路線 5】貢寮走到大里 (草嶺古道) 

12/15 【路線 1】瑞芳 走到 猴硐 (舊鐵路隧道) 

12/29 【路線 2】猴硐 走到 牡丹 (金字碑古道) 

備註：1. 以上是既定行程（團體預約不在此限）。 

      2. 15人以上成團，歡迎各教會、團體報名預約。 

      3. 蓋滿「馬偕行腳巡禮」15條行程護照者，獲頒獎狀及表揚。 

主辦單位：台灣女子神學院 

協辦單位：吉美旅行社有限公司 

詳情請掃描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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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來台宣教 150 週年籃球 比賽辦法 

一、 競賽日期：3月 12日（六） 

二、 競賽地點：真理大學室內、外籃球場 

三、 參賽對象：北大所屬各中會、教會及機構為單位組隊參加，參賽人員

必須為教會陪餐會員或機構編制內員工。 

四、 競賽分組：以各年齡層分組如下～ 

（一）少年男子組：15歲以下（含）男生四人 

（二）少年女子組：15歲以下（含）女生四人 

（三）青年男子組：16至 29歲男生三或四人 

（四）青年女子組：16至 29歲女生三或四人 

（五）壯年組：30至 50歲四人（男、女不拘） 

（六）長青組：51歲以上（含）四人（男、女不拘） 

※每組報名隊數三隊以下(含)，則取消比賽； 

每組報名五隊(含)，取優勝前三名頒發獎杯； 

每組報名六隊以上，取優勝前四名頒發獎杯。 

五、 競賽賽制： 

（一）依報名隊數決定賽制。 

（二）承辦單位得依各組報名隊數多寡，進行賽制調整，並於領隊會
議公佈。 

六、 一般規定： 

（一）每隊必須有 3名場上球員才能開始比賽。 

（二）各隊必須依據報名之名單出賽，如有冒名頂替或資格不符則取
消參賽資格。 

（三）各隊必須於開賽時間前至大會指定報到處進行檢錄。 

（四）各隊在預定的比賽時間沒有 3名已準備好上場的球員，則被判
作棄權。比賽得分應記錄為 W－0或 0－W。以不合理原因棄
權，應取消該隊參賽資格。 

（五）各隊服裝需為一致且有背號之運動球衣褲，或穿著大會提供之
號碼衣。 

（六）凡比賽時發生規則中無明文規定之問題，依據國際籃球規則，
裁判有權決定規則上所未提及之事項，以該場裁判員之判決為
最終判決。 

七、 報名辦法： 

1.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月 18日(五)下午 5:00收件截止。 

2.報名方式：(1)採 E-MAIL報名方式，mail：au1379@mail.au.edu.tw 

(2)採傳真報名方式，傳真至： 02-26213200 真理大學體
育教育中心。 

※上述報名方式逾期不予受理，並請於完成後來電確認。
聯絡電話：02-26212121#1731 李麗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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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抽籤：訂於 2月 23日（三）下午 1:00假真理大學體育館，召開抽籤
會議，未到者由主辦單位負責抽籤安排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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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來台宣教 150 週年桌球賽 比賽辦法 

一、主辦單位：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大會 

二、執行單位：真理大學 

三、承辦單位：真理大學體育教育中心 

四、參賽對象：北大所屬各中會、教會及機構為單位組隊參加，參賽人員

必須為教會陪餐會員或機構編制內員工。 

五、比賽時間：2022年 3月 12日（六） 

六、比賽地點：真理大學體育館桌球場 

七、比賽分組：男女混合團體賽，各單位限報一隊，每隊至多 10人（至少

出場一名女性）。 

八、比賽制度： 

1. 比賽採 7人 5點制（1.單、2.雙、3.單、4.混雙、5.單） 

2. 每點比賽採 5局 3勝制。 

3. 預賽採取循環賽制，決賽採取單敗淘汰賽制。 

4. 循環賽戰績相同時其判定勝負之優先順序如下： 

(1). 2隊戰績相同時，以該 2隊比賽之勝隊獲勝。 

(2). 如遇 3隊戰績相同時，勝負結果依下列順序判定： 

(總勝點數)/(總負點數)商數大者獲勝。 

(總勝局數)/(總負局數)商數大者獲勝。 

(總勝分數)/(總負分數)商數大者獲勝。 

如再相同則由裁判長抽籤決定。 

九、比賽用球：Nittaku 40+三星白色比賽球。 

十、獎勵辦法：報名隊數十隊(含)以下取優勝前三名；報名十一隊以上取優

勝前四名頒發獎杯。  

十一、報名辦法： 

1.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月 18日（五）下午 5:00收件截止。 

2. 報名方式： 

(1). 採 E-MAIL報名方式，mail： hsiao@mail.au.edu.tw 

(2). 採傳真報名方式，傳真至：02-26213200 真理大學體育教育中心 

※上述報名方式逾期不予受理，並請於完成後來電確認。 

  聯絡電話： 02-26212121~1716蕭存沂老師。 

十二、抽籤：訂於 2022 年 2 月 23 日（三）下午 1 點假真理大學體育

館，召開抽籤會議，未到者由主辦單位負責抽籤安排賽程，

不得異議。 

十三、注意事項： 

1. 比賽時間上午 09:00開始，參加隊伍請於出場比賽時間前經大會唱名

至競賽組領取出場名單，經唱名三次未到者依棄權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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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使比賽順利結束，各場比賽大會有權拆點同時進行，各隊不得異

議，比賽時間若更動，以大會報告為準。 

3. 每場比賽先贏得 3點一方為獲勝隊伍，且不再進行後面未完成之賽

程。 

4. 本比賽各場次第四點必須為男女混合雙打，其餘各點不限男女。 

5. 兩隊出賽時，雙方選手應全體列隊，核對各點出賽選手身份無誤後，

開始進行比賽。 

6. 出賽單位各點若有選手未能即時出賽時，視同空點計算（雙打時僅

一名選手出賽亦屬空點）。經裁判判定為空點時，空點判為對方勝

點，不得以各種理由復賽。 

十四、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予修正後公佈之。 

 

…………………………………………………………………………………… 

 

 

馬偕來台宣教 150 週年桌球賽 報名表 

單位：                                 

領隊：                              

教練：                                  聯絡電話                  

隊員：每隊至多 10名(至少報名女性一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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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來台宣教 150 週年紀念活動 

馬偕行腳在真理：時光展演與多媒體故事 

一、 前言： 

馬偕博士在 1872年來到淡水，以此地作為來台宣教、教育與醫療

機基地，更在 1882年創建牛津學堂，為台灣西式教育的開端，適逢登

陸淡水 150 週年，紀念其一生作為基督的忠僕，並且實踐愛與服務的

精神，希望透過馬偕行腳在真理：時光展演與多媒體故事的活動，分

享馬偕博士「寧願燒盡，不願銹壞」的一生與對台灣的影響。 

二、 活動目的： 

介紹馬偕博士對台灣的影響與貢獻，如在淡水埔頂所帶來的文化

教育建設，如本校的牛津學堂，為台灣第一間西式學堂，更探究牧師

樓、姑娘樓、馬偕故居與教士會館的埔頂歷史風華，讓我們嘗試以更

豐富多元的馬偕行腳在真理：時光展演與多媒體故事的形式，講述馬

偕行腳宣教的意志與信念，傳達給師生與弟兄姊妹，讓馬偕與真理大

學之美與文化，傳頌台灣。 

三、 參加對象：凡校內外對馬偕博士有興趣者均歡迎報名，並廣納教會弟

兄姊妹。 

四、 活動內容： 

項次 項目 說明(負責單位) 

1 
時光展演活動
(沉浸式體驗) 

與馬偕同行 1872 年時光之旅回顧馬偕行腳
足跡及身邊重要人物，了解過往歷史將記憶
注入空間，透過時光展演札根在今日的土地
上精彩啟程。 

2 馬偕圖騰宣傳 
以馬偕 3D立體充氣人像及平面 2D圖騰，慶
祝並紀念馬偕博士。 

五、 辦理時間： 

第 1項馬偕行腳在真理：時光展演與多媒體故事： 

2022年 3月 1日至 6月 2日辦理。 

六、 主辦單位：真理大學 校史館 

              真理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七、 展演地點：真理大學 馬偕紀念館及牛津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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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來台宣教 150 週年紀念音樂會 

宗    旨：以音樂會紀念馬偕博士，並藉由音樂頌揚馬偕對醫療、教育、
文化的貢獻。 

第 1場次：2022年 3月 9日（三）19:30~21:30 

台北中山堂（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98號） 

第 2場次：2022年 6月 2日（四）19:30~21:30 

真理大學大禮拜堂 

內    容：〈上帝創造天與地〉、〈天下萬邦萬國萬民〉、〈我目攑起向天〉、 

〈All my Trials〉、〈Swing Low, Sweet Chariot〉〈永遠的故鄉〉、 

〈美麗的稻穗〉、〈歡樂歌〉、〈上帝的羔羊〉、 

〈間奏曲〉（選自歌劇《鄉間騎士》）、Jesus, Joy of Man's Desiring、 

〈馬偕博士逝世百週年紀念歌〉、〈最後的住家〉 

演 出 者：真理大學音樂應用學系管弦樂團／指揮：許双亮 

真理大學音樂應用學系合唱團／指揮：高端禾 

八角塔男聲合唱團／指揮：李建一 

男聲獨唱／南賢天 

淡江中學樂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