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區 109 年教牧同工團契會議
時
間：109 年 1 月 12 日下午 1:30地
點：新港教會
主 持 人：趙英傑傳道
出席人員：教牧、教育股股負責（或系負責）、各聯契主委及聖樂小組。
討論內容：
一、2020 教牧處推展目標和策略方針：
1.強化牧者服事:(1)事奉能力和同工搭配 (2)教牧輔導與關懷事工
2.深化信仰栽培:(1)重視初信造就 (2)聯契事工推展 (3)全人宗教教育 (4)活化家庭聚會
(5)因應環境策略 (6)原鄉關懷連結
3.提昇聖樂事奉:(1)聖樂營、聖樂網 (2)詩班指揮培訓 (3)詩歌創作與編曲審查
4.全 面 電 子 化:(1)婚姻、教育、文書 (2)教牧資源網運用
二、109 年各聯契（長青、中堅、社青、大專）與聖樂之工作報告
◎教區聯契幹部靈修會：3/8 於北興教會
【長青聯契】：
(1)活動旅遊：02/12 第一三小區長青旅遊(苗栗南庄)。
(2)活動旅遊：02/25 第二四小區長青旅遊(惠蓀林場)
(3)聯誼聚會：11/08 第一三小區長青靈修於嘉義教會。
(4)聯誼聚會：11/15 第二四小區長青靈修於樂野教會。
【各小區長青團契】：
◎第一小區：2/23-25 第一小區長青團契幹部墾丁旅遊
1.聯誼聚會：3/15 於大林教會；2.旅遊活動：11/11 於南部。
◎第二小區：1.聯誼聚會：3/1 於椬梧教會；2.旅遊活動：11/1 訪問埔里教會。
◎第三小區：1.聯誼聚會：6/14 於北興教會；2.旅遊活動：11/17 於桃園。
◎第四小區：1.聯誼聚會：2/23 於觸口教會 2.旅遊活動：6/18-19 於西區。
【中堅聯契】：
(1)中堅聯契關懷大林養護中心 2/16
(2)幹部暨家屬旅遊：2/28-3/1。
(3)中堅聯契靈修會：7/19
(4)中堅聯契聯誼活動：8/16-18
(5)中堅聯契關懷埔里基督仁愛之家 11/15
(6)全區健行聯誼活動：12/6
【各小區中堅團契】
◎第一、二小區：聯誼活動：5/24 於北港老街之旅
◎第一、三小區：聯誼活動：11/8 於日月潭。
◎第四小區︰旅遊活動：6/25-28 於金門、廈門
【社青聯契】：
(1)全區社青靈修會：5 月 17 日
(2)社青聯契聯誼活動：8 月 30 日。
(3)北、中、中南、南區未婚社青聯誼活動：10 月 1-3 日。(南區主辦)
【各小區社青團契】
◎第一小區：聯誼活動：6/14
◎第二小區：聯誼活動：10/18 於北港教會
◎第三小區：靈修會暨聯誼活動：
◎第四小區：1.社青聯誼活動：
2.青少年體驗營：2/6-7
【大專聯契】：
(1)大專校園喜信社：2-6 月、9-1 月。
（地點：嘉義大學民雄校區、中正大學、虎尾科技大學、雲林科技大學）
(2)大專福音事工暨跟進陪談訓練︰3/22 於虎尾教會
(3)大專校園詩歌佈道：3/24(二)於雲林科技大學、3/25(三)於中正大學
(4)大專團契福音茶會（或校園詩歌音樂會跟進茶會）：

3、 4、5、11、12 月在各團契預計舉辦共八場次【每個團契每學期至少舉辦一場】。
(5)大專團契聯合送舊活動：預訂於 5 月 23-24 日，地點另訂。
(6)大專團契聯合迎新活動：預訂於 9 月 19-20 日，地點另訂。
(7)大專團契成長營：預訂於 11 月 28-29 日，地點：大德教會。
(8)參加總會事工：a.大專生幹訓 1/19-22
b.國高中班學生靈恩會輔導員培訓營 5/15-17
c.大專班學生靈恩會 8/6-12。
(9)關懷金燈團契：5/26-31；11/17-22。
三、各聯契未來工作方向之建議：
四、學生靈恩會暨少年班特別聚會之相關工作：
1.舉開時間之檢討與建議：
2.授課內容與師資之建議：
3.接辦地點之討論與支援：
◎學靈會輔導員職前靈修會：時間 6/30
地點：梅山教會
109 年學生靈恩會擬定
班
別
國中班
高中班
少特班
地
點
梅山
嘉義
斗南
7/1（三）12:00 迄至 7/1（三）12:00 迄至 8/2（日）12:00 迄至
時
間
7/5（日）16 時止
7/5 （四）16 時止
8/5（三）16 時止
【109 在籍數：93 名】 【109 在籍數：98 名】 【109 在籍數：75 名】
國一男 17 女 9＝26
高一男 19 女 12＝31 小四男 10 女 6＝ 16
人
數
國二男 14 女 16＝30 高二男 20 女 17＝37
小五男 12 女 17＝29
國三男 12 女 25＝37 高三男 15 女 15＝30 小六男 20 女 10＝30
＊提供參考：108 年學生靈恩會報告
班
別
國中班
高中班
少特班
地
點
觸口教會
民雄教會
斗南教會
6/30（日）12:00 迄至 6/30（日）12:00 迄至 8/4（日）12:00 迄至
時
間
7/4（四）16 時止
7/4（四）16 時止
8/7 日(三)16:00 止
報到人數：男 32 人
報到人數：男 35 人
男
報到人數：男 38 人
國一 11；二 7；三 14 高一 16；二 14；三 5
報到人數：女 38 人
報到人數：女 33 人
女
報到人數：女 30 人
國一 9；二 17；三 12 高一 12；二 13；三 8
計 【總報到：70 名】
【總報到：68 名】
【總報到：68 名】
【在籍人數：98
名】
【在籍人數：90
名】
預定
國一男 14 女 16＝30
高一男 20 女 17＝37
人數
國二男 12 女 25＝ 37
國三男 19 女 12＝ 31
註
【報名人數：80 名】
國一男 14 女 11＝25
國二男 11 女 18＝ 29
國三男 14 女 12＝ 26

高二男 15 女 15＝ 30
高三男 11 女 12＝ 23
【報名人數：73 名】
高一男 17 女 14＝31
高二男 15 女 12＝ 27
高三男 6 女 9＝ 15

五、提昇宗教教育師資之建議：
1.教員進修會（兒教.青教)之相關課程
(1)兒教組：6 月 7 日 ／地點：梅山教會 ／課程：
(2)青教組：11 月 1 日／地點：民雄教會 ／課程：
六、聖樂推動課程之建議：
(1)中南區指揮研習 5/31 於嘉義教會(講員/王郁恩姊妹)
(2)中南區帶動唱人員訓練：7/12(講員/王薰慧姊妹)
(3)中南區聖樂講習-兒童聖樂營：8/22-23 於梅山教會
(4)中南區詩班講習 11/22(講員/王郁恩姊妹)
七、各教會教牧、教育工作之分享與協調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