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三-2】 

   中南區中堅聯契幹部   任期:111年 3 月 1日起至 114 年 2月 28 日止 

聯契幹部 團契幹部 第一小區 第二小區 第三小區 第四小區 

職 稱 教會 姓 名 職 稱 教會 姓 名 教會 姓 名 教會 姓 名 教會 姓 名 

契負責 西門 趙明禮 副契負責 虎尾 廖耿賢 北港 吳修明 南興 黃茂發 茶山 方修正 

副契負責 

虎尾 廖耿賢 

召集人 

斗六 羅主斌 新港 吳宜純 嘉義 劉虹伶 樂野 浦妹枝 

北港 吳修明 斗南 李清輝 北港 吳瑞緣 北興 陳慧儒 達邦 
方惠美 

南興 黃茂發 虎尾 何優美 四股 陳三益 西門 羅嘉恩 里佳 

茶山 方修正 土庫 陳正雄 椬梧 吳文卿 南興 郭玉玫 山美 
汪玲嬌 

執行秘書 西門 郭慧甄 大林 蕭秋惠 朴子 何素真 民雄 陳瑞娟 新美 

課務組 
虎尾 鄭永義 大德 柯德發 六合 李永傳 三興 陳美麗 新山 莊建國 

朴子 林志宏 梅山 李怡峰   灣橋 詹麗斐 茶山 莊百合 

福音組 
西門 陳信益 豐榮 羅立騰   內埔 柳恩生 觸口 馬恩輝 

梅山 楊主安     金門    

資訊組 
西門 蔣英偉 

    

椬梧 李家成 

活動組 
南興 許志忠 

樂野 梁明輝 

庶務組 
西門 郭慧甄 

觸口 洪秀娟 

【附件三-3】 

   中南區社青聯契幹部名單   任期:111年 3月 1 日起至 114年 2 月 28日止  

聯契幹部 團契幹部 第一小區 第二小區 第三小區 第四小區 

輔導傳道:柯志信 輔導傳道 張信德 鄭辰宥 柯志信 白誠文 

職 稱 教會 姓 名 職 稱 教會 姓 名 教會 姓 名 教會 姓 名 教會 姓 名 

契負責 西門 鄭榮貴 副契負責 斗南 江玟俊 北港 蘇祈安 嘉義 陳維哲 新山 莊惠玲 

執行秘書 西門 朱惟真          

副契負責 斗南 江玟俊 教會召集人 斗六 李孟修 新港 鄭惠娟 民雄 賴中一 觸口 方良容 

副契負責 北港 蘇祈安 教會召集人 斗南 簡聖得 北港 蘇祈安 三興 馬潔心 山美  

副契負責 嘉義 陳維哲 教會召集人 虎尾 張瑞云 六合 侯信達 北興 吳禹敬 新美 楊頌恩 

副契負責 新山 莊惠玲 教會召集人 土庫 陳智培 朴子 楊馨怡 嘉義 高皓揚 新山 石念翔 

課務組 

北興 蕭正成 教會召集人 豐榮 吳祈恩 四股 陳宥寬 西門 朱惟真 茶山 田佳玲 

北興 郭紀恩 
教會召集人 大林 簡雅各 椬梧 李芷菱 南興 羅祈樂 樂野 石緻盈 

教會召集人 大德 吳育恆   灣橋 劉威震 達邦 浦強生 

資訊組 
朴子 江世緯 教會召集人 梅山 鄭家榮   內埔 林妙恩 里佳  

金門 柯承恩      金門 柯承恩   

活動組 

斗南 張庭瑜          

西門 朱惟真 

 
南興 黃懷澤 

樂野 石緻盈 

庶務組 嘉義 黃艾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