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區 107 年 6 月份安息日領會安排表
區負責：趙四海 0963-455-687
第一安息 第二安息 第三安息 第四安息 第五安息
小區 教會 6 月 2 日 6 月 9 日 6 月 16 日 6 月 23 日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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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事 處：600 嘉義市和平路 138 號
電
話：(05)278-6544，傳真：(05)278-3292
電子信箱：kchsueh@ms52.hinet.net
網 址：mid-south.tjc.org.tw

備

註

斗六 陳義豐 趙明洋 葉文芳

簡瑞斌

劉恩道 一、本月總會活動預告（詳見總會公文）
9 日請領會者講述以「婚姻」為主題的道理。
簡瑞斌
◎講述文章內容已貼上中南區網站供參考。
陳正雄 22-24 日大畢班學生靈恩會於總會

斗南 吳明真 鄭永義 簡瑞斌

張世傑

土庫 吳修明 吳岳峰 李天信

吳岳峰

虎尾 江世賓 李迪銘 王明昌

李迪銘

豐榮 葉專宏 葉專宏 陳聖虔

趙明禮

金門 葉彝丞 簡瑞斌 葉專宏

葉專宏

大林 陳嘉弘 沈憲昌 陳嘉弘

簡炳森

陳誠志 二、本月教區活動預告（詳見教區公文）
葉專宏 2-3 日中、中南、南區婚介聯誼於大德教會
2-3 日中南區大專聯契送舊活動於永康、十全教會
蔡信義
5-10 日大專聯契關懷金燈團契於金門祈禱所
陳嘉弘
9 日第一小區青教組聯合聚會於虎尾教會

大德 趙四海 陳嘉弘 蔡光榮

陳嘉弘

何長政

10 日第三小區長青團契聯誼聚會於南興教會

梅山 黃靈清 趙四海 趙四海

許清民

潘思恩

新港 柯慧民 陳啟峯 吳謙發

陳啟峯

鄭光遠

北港 陳啟峯 陳義聰 陳啟峯

江克昌

陳啟峯

四股 楊佳聲 林錦堂 楊佳聲

林唐正

楊佳聲

10 日中南區基礎班講道人員講習會於西門教會
10 日中南區第二次初階指揮研習於北興教會(取消)
16-18 日未婚同靈聯契活動於中區教育訓練中心
16-18 中南區內埔學生團契訪問員林,永福,東勢,大興
23 日下午 4:30 第一小區聯合職務會於斗南教會

椬梧 黃志豪 楊佳聲 黃茂發

楊佳聲

王秋楠

朴子 黃永泰 簡明瑞 王明典

簡明瑞

簡初光

六合 簡明瑞 羅賢來 簡明瑞

顏東濱

簡明瑞

民雄 侯明在 林賢明 羅聰緣

林賢明

北興 林賢明 黃正宏 林賢明

林章耀

三、傳道者工作訊息：
1.傳道同工靈修會： 15 日於 觸口教會。
王提多
2.區負責人及傳道者聯席會：15 日於觸口教會。
林賢明
3.簡瑞斌傳道：2-3 日中南區大專聯契送舊活動

嘉義 江克昌 江克昌 趙明洋

吳賢德

江克昌

西門 陳志源 李宣真 蔣英偉

蔡信義

李宣真

4.江克昌傳道：5-7 日總會神學院上課

灣橋 李宣真 羅天錫 李宣真

侯明鴻

林宜哲

5.李宣真傳道：22-24 日總會大畢班學靈會

南興 吳岳峰 陳鴻元 吳岳峰

葉文芳

林章偉

24 日第三、四小區中堅團契聯合靈修會於嘉義教會
30 日中南區學靈會輔導員職前靈修會於觸口教會

5-10 日關懷金燈團契於金門

6.歡迎神學生暑期實習到本區

簡初光 6/25-7/29 請簡明瑞傳道指導
內埔 李迪銘 羅大維 李迪銘 黃持正 李迪銘
林宜哲 6/25-7/29 請江克昌傳道指導
與新美聯
與新美聯
山美 林志宏 莊政明 合聚會
合聚會 四、教區負責人巡牧：1 日 六合 教會。
南山線教
8 日 朴子 教會。
新美 莊修德 莊守則 林輝光 會聯合聚 黃永泰
新山 汪茂盛 林輝光 楊國強 會於觸口 羅宗興 五、各教會舉辦聖經講習會，歡迎臨近教會參加。
6/06-09 日斗六教會/撒加利亞書/趙明洋長老
茶山 林輝光 方修正 汪良善
莊佳政
6/12-16 日嘉義教會/撒迦利亞書/趙明洋長老
樂野 楊新全 陳璿方 林提摩太 林士偉 陳璿方
6/26-30 日南興教會/瑪拉基書/林章偉傳道
達邦 鄭榮貴 蔡正群 陳璿方 陳璿方 鄭義道 六、逐家佈道集合時間上午 8:30 請於申請教會集合
07 日（四）大德教會（AB 組）
里佳 陳璿方 溫謙道 許永在 與達邦聯
柳明雄
14 日（四）斗南教會（AB 組）
合聚會
21 日（四）椬梧教會（AB 組）
觸口 高志光 蔡承恩 張如舜 趙四海 趙四海
28 日（四）梅山教會（AB 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