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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 中南區辦事處 函 

 
 
 
受文者：中南區各教會、出席長執、傳道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16 日 

發文字號：真中南(總)字第 077 號 

速  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奉主耶穌聖名 

主  旨：檢送中南區 111 年聖職人員會議記錄，請查閱。 

順 頌   以 馬 內 利 

                區負責 賴 倉 億  
時  間：111年 7月 17日（日）上午 09：00 

地  點：梅山教會 

主  席：侯明在執事 

副主席：羅大德執事 

應出席人數：52位 

出  席人數：37名 

出席人員：張如舜、吳賢德、廖耿賢、陳正雄、葉文芳、趙信義、吳修明、黃靈清、 

          侯明在、蔡順吉、王明典、蔡英杰、羅擇真、羅大德、高志光、許世輝、 

          陳光正、顏東濱、羅聰緣、許清民、嚴仁生、楊國強、鄭義道、梁明輝。 

出席區負責人：賴倉億、高一玟、張信德、林章耀、潘思恩。 

出席傳道：李宣真、葉專宏、鄭辰宥、蕭有福、顏永光、柯志信、白誠文、陳璿方。 

列席總負責人：簡明瑞。 

旁聽：神學生/陳立人、柯威仁。 

公假：王義安、陳文斌、李敬明、趙明禮、高志聖、蔡信義、蔡光榮、林坤山、陳誠志。 

奉主耶穌聖名開會 

壹、主席宣佈開會（指定記錄）． 

    唱詩：158首、禱告 

貳、主席致詞/侯明在執事：雖因疫情影響，但仍感謝主，事工能持續推動。 

    今日上午會議因疫情嚴峻，已和區負責人討論，在中午 1２點前，完成兩場會議。 

    用幾節經節勉勵：猶 20,21，詩三十七 5 

    重視信心，主耶穌必定和我們同在，不怕週邊的疫情、戰爭。 

    做彼此的勉勵，讓我們在靈性上，做彼此的勉勵。 

    今日的紀錄：陳璿方傳道、鄭辰宥傳道 

參、總會負責人代表致詞 

    簡明瑞傳道：主席、副主席、在座的聖職人員平安： 

    感謝主，我們在中南區按期舉辦聖職人員會議，我們聖職人員就好像一艘船的船錨和 

    船舵，是一間教會穩定的力量，從幾年前開始，我們的宣道工作，受到了很大的阻礙， 

    因要配合政府的政策。但我們也思考在疫情之後，教會的牧養工作，如何計畫、如何 

地址：600-48 嘉義市東區和平路 138 號 

電話：(05)278-6544  傳真：(05)278-3292 

電子信箱：kchsueh@ms52.hinet.net 



 

第2頁；共7頁 

 

裝 

訂 

線 

    執行，這是一個艱難的工作。因有些信徒已經習慣在家線上聚會，認為不必來實體聚 

    會。用一節經節做彼此的勉勵：提前三 13 

    求神賞賜我們屬靈的力量，在這個疫情的時代，榮神益人。 

肆、各組工作報告 
一、區負責/賴倉億傳道： 

  主席、副主席、在座的聖職人員平安： 

  1.今日開會，因疫情影響，梅山教會沒有準備茶點，還請見諒，直到離開時，教會才備 

    有便當。因應防疫政策，梅山教會有準備瓶裝水。 

  2.今年新按立一名執事：嘉義教會許世輝執事 

  3.今年奉獻部分，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但春季靈恩佈道會水洗、靈洗的人數，受到了 

    很大的影響。 

  4.近兩個月，政府對宗教防疫的政策，是兩手一攤，對我們各教會來說，都是挑戰，曾 

    有教會同工建議，每日染疫人數減少到多少程度，才恢復實體聚會，但這是不能夠如 

    此制定的，因為從今以後，將進入一個全新的型態，要讓福音工作、牧養工作回到以 

    前，小弟非常擔心我們的宣牧工作。不能夠再停滯，神曾勉勵約書亞，進入迦南地， 

    要面對迦南人，親愛的聖職同工，我們所要面對的敵人更加嚴峻，是看不見的病毒。 

  5.我們需要一個全新的宣牧方式,有如約書亞一樣,神使他剛強壯膽,求神給我們智慧。 

  6.請看第三頁的第七項：建立講道人才培養系統。我進神學院前教區就多有鼓勵培養領 

    會人才，過了多年後,教區仍舊不足，安息日領會人員不足，協助靈恩會的長執數， 

    與教會數幾乎一樣，我們中南區的安息日領會人員人數，相對缺少，在今年的春季靈 

    恩會期間，安息日表上能夠安排的，著實不多，人力吃緊，我們要多禱告，求主賜下 

    合適的人才，希望在兩年之後，中南區能多出 20位的領會人員，人才的培養，年齡 

    希望放下至大專生，我們希望經過平時的家庭聚會，以及師徒制的方式。以往教會中 

    猶如自然生，教會培養一個安息日領會人員，大約 40幾歲能承擔，現在這個計畫， 

    小弟給它一個名詞，剖腹生，照各種培訓工作，兩年之後，開始安息日領會。 

◎主席/侯明在執事： 

  非常感謝區負責苦口婆心，因為我們中南區在領會者的部分，因人口外流，有受到影響， 

  這是我們聖職人員的責任。領會人員若未上過台，當然有壓力，我們聖職人員不單單為 

  其禱告，也幫助受培訓人員，像朴子教會，就送每一戶一本，教牧處編列的耶穌在這的 

  書，作者是簡明瑞傳道。放在禱告上，求主帶領，讓我們中南區的領會人員，多更多， 

  希望我們在座的聖職人員來承擔這個責任。 

二、教牧組/張信德傳道： 

    奉主耶穌聖名報告：針對於各團契，學生靈恩會來做報告： 

  1.關於學生靈恩會工作，根據去年班務人員的討論與建議，也因疫情的緣故作調整。 

  2.原是兩天一夜的輔導員培訓，改成一天，且用線上實體互相配合。學生靈恩會因應疫 

    情狀況，國高中學生靈恩會各分成兩班進行降低人流。舉開的過程，也有教會負責人 

    與輔導員及學員確診，導致聖餐辦理與愛餐準備遇困難。所以從這次辦理中，我們看 

    出防疫計畫是非常的重要。 

  3.民雄高中班，在兩個週日的學生靈恩會中，用平日六天晚上，進行線上的讀經禱告， 

    讓學生靈恩有所延續與連結。 

  4.少特班這次辦理，改為連續兩天不過夜，以小區教會配合接送，克服接送的問題。 

  5.宗教教育今年教員進修會，作新課綱的說明，也於 8/14下午在嘉義教會，作兒教組 

    種子教師的培訓，讓教員知道如何使用新的教材，有各樣的範例可供參考，使九月新 

    課程上線時，可以順利進行。 

  6.聖樂小組在疫情期間仍沒有停止工作，仍搭配總會作讚美詩的編修工作，以及協助教 

    區的領會人員訓練，針對唱詩祈禱會的部分給予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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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大專因著疫情嚴峻，各樣靈修課程改成線上、活動延期。今年新增加幹部訓練，因為 

    開學時間與總會的幹部訓練衝突，所以輔導傳道與輔導大哥姊自辦幹部訓練。 

  8.旅外大專的關懷：東北東南西區，都很看重大專的關懷，因有許多青年到外地讀書， 

    因和教會疏遠，就漸漸流失。之後計畫成立中南區的教育委員會，可以幫助聯繫相關 

    工作，關心旅外的大專青年。於十月會發文調查旅外大專生，屆時請各教會協助。 

  9.今年大專大三班在大德教會舉辦，感謝第一小區各教會歷年來協助炊事與接送。 

  10內埔學生中心在新學期有四名學生住宿。 

  11今年每一個聯契的幹部，都頒發聘書，以此鼓勵大家看重聯契的工作。 

    藉社青聯契輔導各教會成立社青團契，來關懷青年事工，關心留在本地，或在外地的 

    社會青年。 

  12長青：透過長青團契，鼓勵當地教會來成立日間聚會，用團契的方式來帶領。若已有 

     日間團契，再轉型為樂齡，向社區傳福音。 

  13因應疫情，今年推動以 google meet、line會議室的方式，進行線上聚會，因直播只 

    能單向，而線上會議室的方式，能增加雙向互動。並配合總會教牧處推行的家庭祭壇 

     (屋簷下的時光、耶穌抵家)。 

◎主席/侯明在執事： 

  在去年的學生靈恩會，若學生參與期間，沒有開鏡頭，無法得知學員在做什麼。 

  感謝主，今年能恢復實體學生靈恩會。雖切割成兩班，減少群聚狀況。 

  這次學生靈恩會，有要求各學員來參加前，都要先快篩，減少傳播狀況。然而快篩的人， 

  不單單只是學員，接送人員也應該快篩。 

三、宣道組/高一玟傳道： 

  1.宣道事工人員講習，感謝主的帶領能夠順利舉辦。 

  2.第一、第二及第三小區樂齡學習的部分，今年舉辦到 5月初，因疫情升溫皆暫停，目 

    前預計 9月再恢復。 

  3.逐家佈道亦因疫情影響，上半年先行暫停。 

  4.喜信詩班成員的練唱持續進行，並協助第四小區室外佈道事工。 

  5.將適時支援中區彰南福音中心的福音開拓事工，也歡迎就近的教會參與。 

  6.陳立人開拓傳道，下半年負責開拓南興教會所關懷的水上地區福音事工。 

四、總務組/潘思恩執事： 

  1.三區婚介聯誼、長照 2.0教會關懷研習等活動因疫情延期，待延後之日期確認後，會 

    再發文給各教會。 

  2.「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已於 111年 6月 8日公布實施， 

    各教會若有相關問題，麻煩再通知總務組，總務組會聯繫總會不動產科的專業同工協 

    助處理。 

  3.會籍系統資料上傳，本區幾乎所有教會已經接近完成。 

4.教區將成立資訊小組來推動資訊工作與協助處理教會相關問題。 

◎主席/侯明在執事： 

  方才各組所做報告的，若有不清楚的部分，請聖職人員可以做準備，稍等可以來做詢問。 

五、財務組/林章耀執事： 

  哈利路亞，奉主耶穌聖名報告： 

    財務組口頭報告，目前各項事工推展經費無虞，做以上說明。 

◎主席/侯明在執事： 

  有需要各組組負責再補充報告的，請聖職人員可以發問。不限於書面報告，若有需要教 

  區幫忙解決的也可以提出來。也可以彼此分享經驗。 

  感謝主，在教會中某些年長的同靈比年輕的同靈，更看重實體聚會。 

◎嘉義教會羅擇真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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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的聚會，我有一個感覺，用聖靈禱告，不需要全部播報出來，錄到兩句靈言禱告就

夠，因為聖靈的禱告，外邦人聽不懂。當年蔡牧夫執事，在嘉義廣播電台工作，就是這樣，

所以兩句靈言禱告就夠了。 

要緊的是講道的部分，說了要負責任，因為內容講出去了，全世界就可都知道，應該要有

一個把關機制。 

◎主席/侯明在執事： 

  若講出去的道理，全世界都知道了，這樣領會者到底可不可，請區負責、總會負責人回 

  應一下，這種顧慮是對的。 

◎總會負責人/簡明瑞傳道： 

  謝謝羅長老的建議，有些教會會進行 PPT的固定。音控人員要注意留意這個部分，在禱 

  告當中，開始聚會的切換，所以我們要訓練我們的音控人員，配合領會人員，在禱告當 

  中是沒有聲音的，PTT上的顯示，是”禱告中”，這是第一個回應。 

  請我們領會人員要注意我們的講道內容，若發現有不妥之處，各教會應將此篇講道下架。 

◎區負責/賴倉億傳道： 

  奉主耶穌聖名說話，謝謝羅長老的建議。 

  禱告的部分，方才就如簡傳道所說，線上上課的部分，最近小弟聽到邀課人員，會向主 

  領人員提到，要唱詩、還是禱告，都看主領人決定，直接上課也可以，可能是因為網路 

  延遲，很難去唱詩，可能會參差不齊。 

  但小弟觀察 google meet、line，封包傳輸技術，在這一年半中，已經越來越好，在近 

  期於內埔的傳道者靈修會，陳璿方傳道在隔離中，仍然帶領全體同工詩頌半小時，現場 

  內埔教會會堂還有司琴人員。 

  靈言禱告，也有人和小弟說，難道見不得光嗎，也有這個說法。有不同的人見仁見智， 

  覺得讓大家知道也無妨，或許還可以感動未信的人，所以讓各教會職務會衡量進行。 

  在去年總會教牧處皆有發文，所以羅長老現在提的問題，那個時候就已經有講過了。 

  有在領會的同工，也相信都很注意這點。 

◎虎尾教會/吳賢德執事： 

  針對方才羅長老的建議，有一些回應，在直播上，對於領會的人員來說也是一個壓力， 

  這篇我準備得很久，但只能講一次。目前虎尾教會做法，是不公開，能看到的，只有虎 

  尾教會的信徒。 

◎主席/侯明在執事 

  就如我們剛才吳執事所說，一講就傳出去了，就向虎尾教會所說，我們就做不成文的決 

  議，請當地教會來做限制。對於音控人員的訓練也需加強。 

◎嘉義教會許世輝執事： 

  去年嘉義教會開始配合教區的直播狀況，最近有在思考嘉義教會的狀況，這個事情，好 

  像也還沒有人和我反映，代禱名單的狀況，會不會影響到信徒的狀況。 

◎總會負責人/簡明瑞傳道： 

  以我在台北教會開始，疫情之前就直播，在直播之後，影片有後製作，沒有唱詩禱告， 

  在後製作完畢之後，才放上網路。 

◎主席/侯明在執事： 

  這樣，各位應該沒有問題了吧，我們就進行上次提出來的三個案來做表決，我們將時間 

  交給副主席。 

副主席/羅大德執事：以上三號案都沒有異議。 

伍、上次決議案辦理情形報告： 

(一)號案：（提案者/區負責人會） 

    案題：第二十四屆臺灣總會負責人中南區候選人推薦案。 

    說明：一、依據總會 110年 6月 2日真台政字第 110-0255號文辦理 



 

第5頁；共7頁 

 

裝 

訂 

線 

          二、已被按立長老、執事五年以上，年滿四十歲，未滿六十五歲，且身心健康。 

          三、專職聖工人員退休者、女執事及在臺灣沒有會籍者不列入候選名單。 

          四、選舉當天不假缺席者喪失候選資格。 

          五、本區符合總會負責人候選人資格者共 19名，故應選出 7名(圈選 3-7名內 

              為有效票）。 

    辦法：一、以無計名方式圈選。 

          二、依發票、圈選、收票、開票、唱票、計票順序辦理之。 

          三、依得票數之高低順序推薦 7人 

    決議：(1)許清民 31票(2)潘恩思 28票(3)羅大德 26票(4)高志光 24票,吳賢德 24票 

(6)林章耀 23票(7)高志聖 21票。候補︰(1)廖耿賢 19票(2)趙明禮 17票。 

辦理情形：依決議辦理。 

(二)號案：（提案者/區負責人會） 

    案題：「總會聖職人員代表會議」中南區執事代表推選案。 

    說明：一、依據總會 110年 6月 2日真台政字第 110-0255號文辦理 

          二、依據總會規章第十二條規定辦理。 

              聖職人員年滿 75歲，得免出席教會行政會議。會議時不列入應出席人數， 

              但列入出席人數。會議時沒有被選舉權。 

          三、推選總會聖職人員代表會議代表，代表名額： 

      1.總會負責人及長老全部。 

      2.傳道者二分之一（由傳道者在總會負責人暨傳道者聯席會中互選之）。 

            3.執事選出三分之一。 

          四、本區 75歲以下執事共 32名，故應選出聖職人員代表會議之執事代表 11 

              名（圈選 6-11名內為有效票）；若被選任為總會負責人或按立長老時，再 

              由候補名單依序遞補之。 

    辦法：一、以無計名方式圈選。 

          二、依發票、圈選、收票、開票、唱票、計票順序辦理之。 

          三、依得票數之高低順序推選 11人(各小區應有一至二名代表) 

    決議：(1)侯明在 39票(2)趙明禮 32票(3)廖耿賢 31票(4)許清民 30票,潘恩思 30票 

(6)高志光 26票(7)林章耀 23票,吳賢德 23票(9)陳誠志 22票,王明典 22票 

(11)保障名額:梁明輝 16票 

候補︰(1)蔡英杰 21票(2)羅大德 20票(3)高志聖 16票,蔡信義 16票 

      (5)羅聰緣 13票(6)張如舜 11票(7)吳修明 10票 

辦理情形：吳賢德執事擔任總會負責人職務因此遞補蔡英杰執事。 

(三)號案：（提案者/區負責人會） 

    案題：「中南區審查會」執事代表推選案。 

    說明：一、依據總會 110年 6月 2日真台政字第 110-0255號文辦理 

          二、依據總會規章細則 

           1.規章第廿十三條： 

              教區設區審查會，委員由該區非專職傳道職之總會負責人與長老、駐牧傳 

              道、區負責人，及執事代表組成。任期與區負責人會同。執事代表由區聖 

              職人員會議推選，其人數不得超過審查會成員三分之一，且各小區應有一 

              至二名代表。審查會每年由教區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會議主席由委員互選一名擔任之。年滿 75歲長老仍為當然委員，但不列入 

              區審查會成員計算之人數。 

           2.區審查會之職責如下： 

        (1)審查教會職務會所推荐之教會負責人人選。 

        (2)審查教區擬按立為長老或執事之人選。 



 

第6頁；共7頁 

 

裝 

訂 

線 

        (3)審查教區擬解除長老或執事職務者。 

        (4)審查教區有關長老、執事擬除名案件。 

             (5)審定信徒除名案件，並送交教會職務會執行。 

         3.聖職人員會議辦事細則第 12條：聖職人員年滿 75歲，得免出席教會行政 

           會議。 

           會議時不列入應出席人數，但列入出席人數。會議時沒有被選舉權。 

     辦法：本區審查會含 1名總會負責人、5名區負責人、15名傳道者、3名長老(未滿 

           75歲)，故最多應選出執事代表 8人（圈選 4-8名內為有效票）；區審查會之 

           任期同區負責人，若被選任為總會負責人或區負責人，或按立長老時，再由 

           候補名單依序遞補之。 

     決議：(1)侯明在 30票(2)潘恩思 28票(3)許清民 27票 

           (4)廖耿賢 22票、高志光 22票、趙明禮 22票、梁明輝 22票(8)吳賢德 20票 

     候補︰(1)陳誠志 18票(2)林章耀 17票(3)王明典 16票(4)羅大德 14票 

           (5)高志聖 13票、蔡英杰 13票(7)蔡信義 11票 

辦理情形：1.潘思恩執事擔任教區負責人因此遞補陳誠志執事。 

          2.吳賢德執事擔任總會負責人因此遞補王明典執事。 

陸、討論提案： 

(一)號案：（提案者：羅聰緣執事） 

    案題：請給想卸任執事的人，一個公開的退場機制。 

    說明：1.執事要被推薦按立之時，需具備各項要按立的條件，才能通過層層關卡的審 

            查與表決，並且自己也有意願，不過，經過 10年 20年，物換星移，已經不 

            符合當初選任的條件，不能做信徒的表率，或是自己的身體，心靈欠安等其 

            他原因，已經不適任，且自己也已沒有意願再當執事，卻空佔其位，因此， 

            想退下來，讓年輕人來接續，但卻沒有管道。 

         2.小教會信徒數不多，信徒不喜歡執事一堆，有想退下來的執事沒有管道退下 

           來，要立較年輕有幹勁的人就不容易在地方教會的信徒大會通過。 

         3.由於執事是終身職，立了之後就沒有管道卸職，所以，許多人雖然已經通過 

           所有按立執事的關卡，就是不到總會接受立職前的訓練，不願意接受按立， 

           因為終身當執事其心理壓力很大。 

    辦法：執事按立 10年（或 15年）後，即可提出退職，並於年底彙整所有提出者，統 

          一由總會發文通知各教會，從何日起退職。 

◎南興教會/羅聰緣執事：提出執事退職機制，如附件檔案所述： 

  1.在遴選的時候，經過審查考驗，最後按立執事。但過了多時，因為各樣狀況，已經無 

    法成為信徒的榜樣。 

  2.教會執事，傳道退休，若有合適的人選，也會因為職務會已經很多人，所以信徒會議 

    不通過。 

◎副主席/羅大德執事： 

  1.等等開放討論，決定是否要送總會聖職會議。 

  2.目前規章細則有關此案的相關條文：聖職人員辦事細則 3-2第十二條，和羅聰緣執事 

    的提案，有部分相關。其中有提到若長職因健康問題，得免參加行政工作之，但仍稱 

    呼長執。聖職人員若嚴重失職…等等 

◎區負責/賴倉億傳道： 

  奉主耶穌聖名說話，相信這個提案也是為教會好，誠如我們副主席羅大德執事所說， 

  總會規章細則 3-2第十二條之二，無法履行聖工，有時各人無法履行聖工。 

  總會規章細則 3-2第十二條之三，故意不履行，通常都是嚴重的問題。 

  小弟在教牧處時，有研擬傳道者的評鑑制度，難道只有五年嗎，對於聖職人員的評鑑制 

  度，難道長老、執事可以置身事外嗎，當然這是一個敏感的話題，說了就的罪人，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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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弟現在把大家當成親愛的。這個問題，是和靈德有關係。 

◎虎尾教會/吳賢德執事： 

  奉主耶穌聖名，小弟目前在行政處，對於退休聖職人員的關懷方式，在聖職人員離世時， 

  派人去念勸慰詞，小弟覺得這樣是不夠的。 

  所以已經提案成立聖職科，由聖職科來關懷，包含靈恩佈道會的安排，也包含在其中。 

  所以聖職人員的關懷，一直有在討論。 

  第二點，我們知道我們的傳道在五年內，至少要退休 20~30名，據小弟所知，我們中南 

  區在最近幾年報考人數甚少，若傳道人數仍不足，負擔的教會數會增加，當然到了那個 

  時候，教會的聖工就會落在長執身上，婚喪禮時，就有需要有相關的訓練，即使傳道不 

  在的時候，長執也可以進行協助。 

◎朴子教會/黃靈清長老： 

  因為家庭因素，是不大適合擔任聖職，可將案題改成卸任的聖職人員。 

◎教牧組/張信德傳道： 

  我父親被按立執事已有 27年，當我進神學院的時候，父親曾鼓勵我，也和我提到，你 

  進去後，要想辦法讓我退下來，因為當時我父親經歷身體病痛、經濟、家庭狀況，希望 

  可以卸任。但也有許多傳道、長執，一直在關心，使我們家能夠走過來。 

  會提出這種案子的，真是為教會盡心盡力， 

  所以小弟想稍作修正，這個案子無法解決根本的問題，應改從輔導層面，來進行著手。 

◎副主席/羅大德執事： 

  這個問題，存在教會已經一段時間。總會已有在構思聖職科的成立，正在走行政程序中。 

  區負責有提到評鑑制度，多久再評鑑。 

  是否有人要提修正案(針對黃長老提出修正內容)，徵求附議，未通過。 

  我們就直接依原來提案內容表決，若同意，送總會聖職人員會議；不同意，就不送總會  

  職人員會議。這樣處理有異議的，請提出，若過半數，我們就送出此案。 

 決議：暫緩 (因同意 18票,未超過 19票,為超過出席人數 1/2,出席人數 37位.) 

◎主席/侯明在執事：原則上主席是不投票，不表態，除非絕對影響的。 

(二)號案：（提案者/區負責人會） 

提案：下次區聖職人員會議地點決定案。 

決議：朴子教會(拍手通過) 

◎副主席/羅大德執事：臨時動議交回主席。 

◎主席/侯明在執事：沒有臨時動議的話，感謝主，主耶穌帶領，我們完成這次的會議。 

柒、主席宣佈閉會 

    唱詩 394 首、禱告。 

◎紀錄：陳璿方傳道 

        鄭辰宥傳道 

正本：中南區各教會、出席長執、傳道者 

副本：台灣總會、總會負責人關懷小組、區負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