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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 中南區辦事處 函 

 
 
 
受文者：灣橋教會、中南區各聯契幹部、輔導傳道、講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13 日 

發文字號：真中南(牧)字第 133 號 

速  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中南區新任期各聯契幹部名單 

奉主耶穌聖名 

主旨：通知舉開中南區 112年聯契幹部靈修會事宜，請查照。 

說明： 

    一、依 112年教牧組工作計劃辦理。 

    二、為落實教區聯契之功能，提昇團契同工之配搭與事奉靈修為旨。 

    三、時間：112年 1月 8日（星期日）上午 09:00～12:00。 

    四、地點：灣橋教會 

    五、請灣橋教會準備用餐人數，請各聯契契長於 12月 31日前回報參加人數 05-2786544 

    六、經費：請灣橋教會代辦午餐與茶點，由區經費支出。 

七、參加對象：各聯契幹部及小區召集人(附件幹部名單)。 

八、課程：09:00-09:20 禱告會：張信德傳道 

09:20-10:20  專  題：高一玟傳道 

10:20~10:30  休  息 

10:30-11:30  分組座談：  

               社青──鄭榮貴弟兄、高一玟傳道 

               中堅──趙明禮執事、王俊忠傳道 

               長青──侯明在執事、黃智明傳道 

11:30-12:00  禱告會──張信德傳道 

              12:00~       愛餐與茶敘時間：灣橋教會 
正本：灣橋教會、中南區各聯契幹部、輔導傳道、講員。 

副本：區負責人 

順 頌  以 馬 內 利 

                 區負責 賴 倉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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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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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中南區聯契幹部靈修會出席表     1/8 灣橋教會 

課程：09:00-09:20 禱告會：張信德傳道 

      09:20-10:20  專  題：高一玟傳道 

      10:20~10:30  休  息 

      10:30-11:30  分組座談： 

               社青──鄭榮貴弟兄、高一玟傳道 

               中堅──趙明禮執事、王俊忠傳道 

               長青──侯明在執事、黃智明傳道 

       11:30-12:00  禱告會──張信德傳道 

       12:00~       愛餐與茶敘時間：灣橋教會 

                     中南區各聯契幹部             任期:111.03.01～114.02.28 

長青聯契 18位 中堅聯契 15位 社青聯契 15位 

輔導傳道: 黃智明 輔導傳道: 王俊忠 輔導傳道: 高一玟 

職 稱 教會 姓 名 職 稱 教會 姓 名 職 稱 教會 姓 名 

契負責 朴子 侯明在 契負責 西門 趙明禮 契負責 西門 鄭榮貴 

副契負責 嘉義 高志聖 (一)副契 虎尾 廖耿賢 執行秘書 西門 朱惟真 

執行秘書 大林 葉文芳 (二)副契 北港 吳修明 (一)副契 斗南 江玟俊 

執行秘書 灣橋 林唐正 (三)副契 南興 黃茂發 (二)副契 北港 蘇祈安 

課務組 南興 羅真聲 (四)副契 茶山 方修正 (三)副契 嘉義 陳維哲 

課務組 南興 羅聰緣 執行秘書 西門 郭慧甄 (四)副契 新山 莊惠玲 

福音組 虎尾 許月卿 課務組 虎尾 鄭永義 課務組 北興 蕭正成 

福音組 樂野 汪良善 課務組 朴子 林志宏 課務組 北興 郭紀恩 

資訊組 朴子 林秀里 福音組 西門 陳信益 資訊組 南興 黃懷澤 

資訊組 新港 蔡錦秀 福音組 梅山 楊主安 資訊組 朴子 江世緯 

活動組 北興 許永在 資訊組 西門 蔣英偉 資訊組 金門 柯承恩 

活動組 虎尾 楊主民 資訊組 椬梧 李家成 活動組 斗南 張庭瑜 

庶務組 民雄 林坤山 活動組 南興 許志忠 活動組 西門 朱惟真 

庶務組 大林 陳春隆 活動組 樂野 梁明輝 活動組 樂野 石緻盈 

(一)召集人 梅山 王秋楠 庶務組 西門 郭慧甄 活動組 樂野 黃又彬 

(二)召集人 朴子 吳國卿 庶務組 觸口 洪秀娟 庶務組 嘉義 黃艾齡 

(三)召集人 嘉義 謝定雄    庶務組   

(四)召集人 樂野 鄭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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