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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旨：檢送中南區第廿二屆第一次區信徒代表會議紀錄，請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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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間：107 年 1 月 28 日（星期日）上午 09:00－12:00
二、地點：觸口教會
三、區信徒代表應到數：96 人。代表實到：62 人／列席：14 人。
四、請假代表：請假:28 名，缺席:6 名，公假:3 名。
五、出席代表：
斗六（張世傑）
、虎尾（廖耿賢、陳貴生、徐揚道、張婌貞）
、豐榮（羅立騰、張淑真）、
大林（簡炳森、謝悉柔、陳義豐）
、梅山（陳志源、蘇美秀）
、新港（何順天）
、北港（吳
昆孟、蘇祈安）
、四股（陳三益、賴郁方）
、朴子（黃永泰、陳靜佳、劉恩道）
、六合（李
永傳）
、北興（蔡英杰、潘思恩、蕭正成、吳昌昇）、民雄（林坤山、蔡明智、蔡光榮、
陳聖純、王薇婷）
、嘉義（周耀真、高聖山、蔡承恩、高志聖、姚真德、陳鴻誠、黃盈賓）、
西門（羅嘉恩、羅賢來）
、灣橋（林章耀、陳東新）
、南興（許清民、羅天錫、羅宗興）、
內埔（柳恩生、簡英美）
、觸口（梁明輝、馬恩輝、陽玉茹）
、新美（莊守則、方素玉）、
新山（莊修德）
、茶山（方修正、莊百合、安素梅）
、樂野( 汪良善、杜玉倩 )、達邦（游
振輝、浦強生）、里佳（溫謙道、杜明善、洋碧玉）。
六、列席人員：
◎區 負 責人：趙四海、楊佳聲、李迪銘、葉文芳、蔡信義。
◎總會負責人：林章偉、楊新全。
◎傳 道 者：李迪銘、陳嘉弘、趙四海、吳岳峰、陳啟峯、楊佳聲、簡明瑞、林賢明、
江克昌、林輝光、陳璿方。／請假傳道：簡瑞斌、葉專宏、李宣真。
◎祈禱所：山美（莊政明）
七、請假、公假、缺席：
◎代表請假：斗六（黃信生、張如舜）
、豐榮（陳聖虔）
、大林（簡永助）、大德（吳恩良、
張錫安、邱美恩）、土庫（陳正雄、陳智培、廖尉佐）、新港（陳義盛、張志
賢）、北港（張淑涵）、四股（王明典）、椬梧（李家成、李和平、許慧娥）、
六合（侯春暉、陳信達）
、北興（蔡永賢）
、嘉義（高志光、黃正宏）
、西門（趙
明禮）、灣橋（甘素梅）
、新美( 汪茂盛 )、樂野( 羅武志 )、達邦（石誠）。
◎代表公假：斗南（李清輝、簡聖明、姚榮耀）。
◎代表缺席：梅山（楊主安）、內埔（黃遵道）、新山（安嘉華、莊惠玲）
八、主席宣佈開會：唱詩（第 1 首）、禱告
九、主席致開會詞(潘思恩)：略。
十、總會負責人代表致詞(林章偉傳道)：
求神帶領我們這次的會議，這次會議當中，小弟用羅馬書 14 章 17 節 [ 因為神的國不在
乎吃喝，只在乎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互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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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事的工作，在我們神的喜悅中需具有 3 項特性。
公義是接近神的旨意，真理，在清楚的思路下做出良好的決議。
和平即和諧，神的家有屬天而來的智慧，如雅各書所記載，是用和平所栽種出來的義果，
才是從神而來屬天的智慧，能在和諧的氣氛中集思廣益，群策群力讓教區的工作能得到
神的喜悅與同工。
聖靈中的喜樂是會議開完後，內心非苦悶的，怨言的，不愉快的，而是有神同工的從神
而來的喜樂，要有聖靈的感動，會議開完後能榮耀神也能解決問題，也能讓在座每一位
同工代表都能得到造就。
十一、各組工作報告：
區負責報告（趙四海傳道）：
感謝主，中南區教勢與去年，前年大多持平，中南區屬平地教會，在各區中屬規模最小
的教區，資源最少，特賥為少子化，老人化，外出化，為了強化小區運作，譬如青教組
合辦上課，老人特別注重團契運作。
1.中南區老人聚會人數很多，參與度高,也都很快樂，為了補強，我們也在推動樂齡學習，
過去幾年也有在 3 間教會推動試辦性的，目標希望轉向長期性，快樂學習，忘記年齡，
在地老化，縮短臥床時間，希望各教會繼續關注推動，特別要宣導的是教會有大林安養
中心，總會有推動關懷小組配合運作，區內各教會都很關心，都會主動關懷，希望各教
會能主動與機構聯繫，規劃時間，安排行程，對院民做實賥的關懷，做社會關懷及老人
福音的工作。
2.對中生代年輕人培訓也很注重，有規劃領會人員的培訓，基礎班，講習會，實習。
3.靈恩佈道會的成果，從水洗靈洗的數字表示主的恩典與我們同在，但數字看不出隱藏
的隱憂，即信徒流失率。
過去一年當中有極少數信徒，因道理扎根不深及外在的誘惑而去外教會聚會，末世時代
魔鬼迷惑，應讓真理更加發揚，講道聚會，聖經講習會還是要加強，讀經或聚會前禱告
都有其必要，盼望各教會強化每位信徒真理扎根的工作。
4.各教會應有訂定宣牧政策和執行方針，盼望按照現實面能擬定能執行的方法，區內建
築物老舊，有些教會推動建堂或修繕，教會建立在聖經道理上，篩選聖工人員要拿捏適
切，盡量給有恩賤同靈投入各種聖工，但聖潔的侍奉品賥也不能降低，慎選事工人員，
聖潔才有神的同在，才有果效，才有喜樂，才蒙神喜悅，團契的運作要加強靈修，多多
舉辦事工人員進修會，講習會。
(二)教牧組報告（李迪銘傳道）：
1.學靈會學生逐年遞減，很多高中生在打工，各教會個宗教教育人數也都減少，採精緻
化教學，國中班報名費有做調整，報名費改為 500，教會補助改為 4000。
2.宗教教育部分今年 2 月有舉辦全區青年詩歌音樂會，在華商舉辦，因人力有限，今年
委託中堅聯契主辦，由民雄教會主辦。
3.教員靈修會有舉辦青教組教員進修會邀請曾荃鈺弟兄講心智圖的教學法，兒教組的部
分在 5/27 也邀請曾荃鈺弟兄上課，兒教組採分組教學，邀請學有專長的兄姊作課程訓
練。
4.有同工反映會議太多，所以教牧同工團契的會議原本都在 12 月底，改在明年 1 月份，
配合信徒代表大會時間，上午為信徒代表大會，下午為教牧同工團契的會議，團契幹
部靈修會時間不變，還是在 2 月初。
5.聖樂小組的部分，若各教會有需要聖樂小組可作申請，今年度還是沒改變，有新增初
階指揮研習，5 月份會在北興教會辦指揮訓練。
6.大專聯契還是照之前的工作計畫，但喜信社參加人數愈來愈少，可能會轉型，還在討
論中，求神繼續帶領。
7.內埔學生中心目前 13 位，下學期會有 14 位，感謝總會淘汰一輛廂型車給學生中心。
8.社青聯契部分今年開始不在金門辦生命體驗營，因長期的工作花費蠻高，事後關懷只
有 1 位來教會，只來 2 個月，經費會轉移到中南區需要的地方。
9.社青去年 12 月有舉辦愛心園遊會，今年由中堅聯契舉辦詩歌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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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長青聯契去年 2/5 有開會投票表決結束大區，但去年 12 月初又開會翻案決議保留大
區，改由 2 個小區合辦，當初會取消的原因人數太多，接待壓力很大，所以做了調整。
(三)宣道組報告（楊佳聲傳道）：
1.宣道事工講習會，上下半年各一場。
2.舉辦中南區葡萄園社會關懷事工學前研討會及事工發展研討會。
3.班級經營共 5 所學校，11 個班級，300 位學生。參考 P14~P15 。
4. 葡萄園社會關懷營隊分 2 個區塊，一個是在校園舉辦，一個是在教會舉辦。參考 P15。
5.觸口課輔班，目的是牧養教會孩童，大多隔代信仰，及很久未來教會的孩童，及引導
社區位信主的小朋友能來參加。一開始大概 10 位，但人數愈來愈少，後來就結束了，
執行時間 105/7~106/4。
6.樂齡學習為了配合時代需求，照顧年長者及開拓老人福音事工。105/12~106/10 試辦階
段有三間教會(朴子，南興，大林)提出申請，以梯次型舉辦，一梯次 6 期。
北興教會預計今年三月要試辦採常態型學期，各教會可隨時前往觀摩，鼓勵鄰近教會長
青成員能多多參與，並在參與過程能邀約未信主長輩一起參與，做老人福音開拓工作
P15~P16。
7.逐家佈道事工 106 年 1 月份開始採申請制度，由想舉開逐家佈道的教會向教區申請，
第一小區 8 間，第二小區 2 間，第三小區 1 間，另外還有 2 間雖然教會未申請但都有來
參與，感謝神，第四小區北山線今年正式申請，在 1/18 逐家佈道團隊有至樂野教會卻
協助福音開拓，2/8 還有一次，每季有一次福音茶會，一次靈修會，每年有一次沐恩聯
誼活動，請參閱 P16~P17。
8.嘉義署之醫院需要宗教志工，將 12 樓禱告室給我們教會專門使用，自 105/7 起我們每
週三(14:30~16:00)至做心靈支持關懷講座，每月週日(第二禮拜 10:00~11:00)下午有
詩歌佈道，請參閱 P17~P18。
9.每年第 5 個禮拜三會至大林養護中心做心靈關懷及福音宣傳，今年也會繼續。
10.喜信詩班於每周三晚上(7:30~9:00)於南興教會練唱共 10 位，有需要可隨時申請
宣道組 107 年工作計畫，請參閱 P34。
◎中場休息
(四)總務組報告（蔡信義執事）：
1.中南區婚介講習麻煩各教會多多參加
2.1/1 起公文全面 E 化，請資訊股列印交給相關人員。
3.公文至各教會時，請各教會能常常宣達教會公文，不要選擇性宣達，講習會報名時確
實報名，以免造成教會負擔。
4.各組都有成立 line 群組，請相關人員趕快加入。
5.聚會比例很低，各教會要檢討如何提升教會聚會人數，多多宣導如同希伯來書 10:25[不
可停止聚會]P20~23。
總務組 107 工作報告請參閱 P35。
十二、代表提問：
1.西門教會羅嘉恩：教會是否有針對成人服務志工證明。
2.南興教會羅天喜：P37 長青活動今年的活動應是 3/1(星期四) 。
3.嘉義教會蔡承恩：P10 去年園遊會由 11/26 改成 12/24，大型活動臨時改時間，是否合
適?
成果 30%未使用園遊卷交易，20%捐給弱勢團體是否太多，各教會東西都賣完，依然入
不敷出，詩歌佈道很辛苦，但這樣的場合效果如何?
4.嘉義教會高志聖：大型教會避免類似大拜拜行為，是否事後做問卷調查效果供下次辦
活動做參考依據。
少子化議題，是否教區有因應之道，如何在學靈會整個設計或以優惠方式鼓勵主內同
靈或慕道者參加。
營隊的部分(P15)，如何藉營隊或生命體驗營，讓慕道者進入團契，班級經營，甚至
學靈會，如何做後續追蹤，辦營隊(P55)可寫入參加人數，執行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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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口課輔班人，人數減少停辦，工作人員情況如何?
觸口為部落，向心力應不會太差，該區有隔代需求的問題，能有課輔，延伸到品格信
仰應是有很大助益，是否可再研議課輔續辦?
樂齡學習(P34)補助經費使用情況如何，學習效果如何?如何讓各教會踴躍申請?要如
何申請，如何補助，需要地方教會如何配合。
5.嘉義教會蔡承恩：參考 P28，園遊會共花費 257100 不足 227100 各教會奉獻，可否說明明細。
<教牧組>
1. 園遊會是由社青聯契舉辦，還會做一個檢討，分配園遊卷的部分會再檢討如何分配，詩歌
音樂會的部分好像聽的人不多，可改在一個安靜的場所。後續檢討會有需要也歡迎各位列席。
2. 少子化的問題，盡量鼓勵青年生育，生養敬虔後代。子化會影響很多問題，如宗教教育，
教會人數…鼓勵青年生育是很好的教會策略，求神幫助。
<宣道組>
1. 觸口課輔班，因師資缺乏，隔代教養，管理不易，秩序非常不好。造成好的不來，壞的自
覺不適，就不來。如果以後有更好的方式，也會繼續努力。
2. 樂齡學習，感謝腓力門基金會及利合伯基金會提供經費，由巫鐘琳執事娘專款專用。支出
的部分為教材，醫療用品，血糖測量，老師車馬費，鼓勵各教會申請。可與長青團契結合，
不要再增加地方教會負擔，若有需要樂齡學習可至各地方教會簡報。
<宣道組>
1. P15 虎尾國中第一次辦營隊，因葡萄園營隊辦得很好，受學校肯定。虎尾國中透過東和國
中，古坑國中老師介紹，將於 1/29~1/30 辦文學閱讀營，一二年級學生 100 位全部參加。
已與虎尾教會聯繫，虎尾教會開過職務會全力支持，虎尾國中營隊目前於斗南教會職前訓
練，共 50 位大葡萄，營隊完還會舉辦各樣活動，慢慢帶到虎尾教會，由虎尾教會繼續後
續牧養工作。東和國中由斗六教會協助牧養工作。目前規劃由斗六教會，斗南教會，虎尾
教會聯合辦營隊，互相支援營隊工作。
2. 志工證明，宗教教育系舉辦的活動，各教會教育股都可開證明單，若在學校辦活動，則由
學校開立，成人參與學校活動也是由學校開立，利河伯基金會也可開立時數證明。
十三、上次決議案：
（一）號案：提案者－教區負責人會
案題：民國 105 年度收支結算請承認案
說明：依結算表加以說明
辦法：(1)分別承認之(2)全部承認之
決議：通過全部承認之
辦理情形：已依決議辦理。／◎本案結案。
（二）號案：提案者－教區負責人會
案題：民國 106 年度區工作預算案
說明：依預算表加以說明
辦法：如預算表
決議：通過
辦理情形：已依決議辦理。／◎本案結案。
(三)號案： 提案者－教區負責人會
案題：區查帳員推選案
說明：口頭說明
辦法：由付表中推選二名，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決議：由林章耀執事(灣橋教會)及羅嘉恩弟兄(西門教會)擔任。
辦理情形：經 106 年 8 月 12 日召開中南區第 22 屆第一次(臨時會）區信徒付表會
表決：1.請羅嘉恩弟兄任期延續至下一次信徒付表會議。(59 票，過半數通過)
2.因林章耀執事已為主席團，故需補選一位。
提名二位：南興許清民執事(57 票)過半數通過。
辦理情形：已依決議辦理。／◎本案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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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區查帳員報告：
羅嘉恩弟兄（口頭報告）憑證帳目一切符合，感謝主。
十五、財務組報告（葉文芳執事）：
1.去年 1/22 辦財務講習，是為了配合新舊任負責人交接，大多教會都已上軌道，每個
月財務報表要按時送到教區。送教區有三種報表，包括收支月報表，奉獻收入一覽表，
活期存摺內頁(含當月份最後一筆)。
2.P26~P32，園遊會各教會奉獻的金額是如何來的?有三部分，每間教會 3000 元，園遊
卷購買幾張，若增加攤位每個攤位 1000。
3.為何更改日期?因教會活動很多，且頇於所有教會靈恩佈道會結束才能舉辦，且於 12
月舉辦才有充裕時間做準備。
4.結算與預算會差異，是因各教會奉獻與個人奉獻，去年教區還有結餘 19 萬多。
十六、討論提案:
< 應出席:96 名，出席代表:62 名，請假:27 名，公假:3 名，缺席:4 名>
（一）號案：提案者－教區負責人會
案題：民國 106 年度收支結算請承認案
說明：依結算表加以說明
辦法：(1)分別承認之 (2)全部承認之
決議：決議：全部承認之【61 票】
（二）號案：提案者－教區負責人會
案題：民國 107 年度區工作預算案
說明：依預算表加以說明
辦法：如預算表
決議：照案通過，全部承認【60 票】。
嘉義教會蔡承恩弟兄:
1.建議下年度工作計畫於今年 11 月底前定案，寄給各教會，以利各教會安排事工。
<區負責趙傳道回應>可以。
2.下年度運動會改全區音樂會原因為何?預算金額是否足夠?
<教牧組回應>園遊會可能聯繫時間太晚，只剩下 12/24。今年 2/5 中堅聯契及聖樂
小組都會討論，盡量不更改時間，運動會非取消，而是園遊會，詩歌音樂會，運動
會輪流舉辦。
經費應該夠，去年音樂會大約 38000，會小心再處理。
3.P32 金門生命教育基金如何處理?逐家佈道是否可成立基金或由預算處理?
<財務組回應>教區因收入不足，無法都以預算處理，基金若不再使用，可轉入經常部。
嘉義教會高志聖執事:
1.P29 希望明年能將預算及決算編列一起，可做比較
2.編預算可用參加人數預估計算，預算是否可更精確?
3.P22~P23 中南區聚會人數及領杯人數都偏低
（三）號案：提案者－教區負責人會
案題：區查帳員推選案
說明：口頭說明
辦法：由代表中推選二名，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決議：羅嘉恩弟兄(西門教會) 及許清民執事(南興教會)擔任
投票表決：1. 羅嘉恩【57 票】2. 許清民【59 票】
（三）號案：提案者－區負責人
案題：下次會議地點決定案
說明：口頭說明
辦法：1.自由志願 2.提出表決
決議：梅山教會（自由志願）【輪到第一小區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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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臨時動議：無
十八、補充報告及通知事項：
嘉義教會高志聖執事(現任中南區關懷小組)：
大林安養院已收回到總會體制下大約 3 年，目前主任是虎尾教會楊主民弟兄。總會希望中
南區各地方教會可就近安排，協助。各地方教會可派詩班，各團契，一年能有 1~2 次關心。
雖硬體較不足，但可加強軟體，如何活化，讓安養院家屬可感受到長輩是受到關心照顧的。
第一階段希望各教會一年至少可去關懷 1~2 次，第二階段因安養院人力不足，希望能有更
多志工志願參與安養院工作。
十九、主席宣佈閉會：唱詩：第 183 首、禱告
◎主席團：潘思恩執事、林章耀執事、周耀真弟兄
◎記 錄：陳聖純姊妹、王薇婷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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