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

期

1 二 顏永光 黃國寶 黃國寶 ◎中堅團契(主題:加拉太書)

2 三 日期 主領

3 四 蔡英杰 力百恩 力百加 鄭永成 鄭永成 賴彩雲 賽58章 3/1 顏永光

4 五 顏永光 林慕謙 沈麗婉 鄭雅箴 邱淑娟 蔡玉桃 3/8 陳靜佳

顏永光 力正郎 劉聖恩 李如宇 吳禹敬 吳昌昇 蘇振華 3/15 許永在

顏永光 吳禹敬 蕭雅詩 林婕柔 吳禹智 王愛梅 林靖芳 3/22 黃珍珍

6 日 3/29 顏永光

8 二 陳靜佳 林玉秀 黃國寶 查經聚會

9 三 ◎插花

10 四 葉敦楷 吳昌昇 鄭麗卿 鄭永成 鄭永成 賴彩雲 賽59章 3/2 3/9 3/16 3/23 3/23
11 五 蘇振華 蕭承瀚 吳恩陽 林慕謙 王愛梅 林靖芳 鄭麗卿 邱淑娟 沈麗婉 盧文貞 陳瑞香

黃茂發 劉聖恩 蔡劭晴 沈蕙婷 劉晏如 林妙真 陳秀鳳

黃茂發 沈蕙婷 劉晏如 李如宇 劉聖恩 蔡順良 張月梨 ◎慕道者與初信者造就班

13 日 時間：安息日12:30至13:30

15 二 許永在 林靖芳 黃國寶 日期 主領 備註

16 三 3/5 顏永光

17 四 蔡英仁 郭紀恩 郭秋琴 鄭永成 鄭永成 賴彩雲 賽60章 3/12 蕭榮燦

18 五 蕭榮燦 鄭雅箴 吳恩陽 吳昌昇 蕭正成 何雅雯 3/19 王愛梅

陳志源 劉逸平 蘇宇瀚 潘睿安 蕭承瀚 郭振隆 黃惠甘 3/26 莊謦瑜

陳志源 吳禹智 沈浚恩 林婕柔 劉逸平 劉淑芬 許永在

20 日 ◎安息日外地領會

22 二 黃珍珍 陳月珠 黃國寶 查經聚會 日期 人員 地點

23 三 3/5 蕭正成 民雄

24 四 陳恆道 蕭正成 鄭麗卿 吳昌昇 鄭永成 賴彩雲 3/12 許永在 茶山

25 五 陳恆道 吳禹智 沈麗婉 蕭正成 潘思恩 盧文貞 3/12 潘思恩 灣橋

陳恆道 吳恩陽 朱奉真 陳佳瑋 邱淑娟 蔡永賢

陳恆道 陳佳柔 沈蕙婷 沈浚恩 林益祺 陳慧儒 ◎教區重要事項提醒

27 日 一、3/6中南區聯契幹部靈修會於灣橋教會

29 二 顏永光 黃國寶 黃國寶 查經聚會 二、3/6中南區大專幹部訓練營於民雄教會

30 三 上午:樂齡團契   　　晚上:家庭訪問 三、3/14教區負責人巡牧於北港教會

31 四 蕭正成 吳昌昇 郭秋琴 鄭永成 鄭永成 賴彩雲 賽61章 四、3/20帶動唱帶領人員培訓於觸口教會

蔡英杰 蔡英仁 吳禹敬 鄭麗卿 陳佳瑋 五、3/27宣道事工人員講習於斗南教會

◎安息日事工 ◎宣道預定事項

日 讀經 謝飯 一、4/21逐家佈道

期 禱告 禱告 二、4/26-5/1春季靈恩佈道會

5 六 顏永光 林婕柔 蕭雅詩 陳佳柔 郭秋琴 三、5/28季佈道-楊建章執事

12 六 林益祺 巫鐘琳 連銘宏 張譽懷 邱淑娟

19 六 郭紀恩 吳昌昇 陳秀鳳 吳禹智 黃國寶 ◎聖經講習會

26 六 蕭榮燦 王愛梅 一、4/6(三)-4/9(六)

　　簡明瑞傳道-彼得前書

◎日間訪問組 ◎值週職務人員 二、4/14(四)-4/16(六)

負責人 　　陳恆道長老-出埃及記2

郭振隆 吳麗玉 蕭正成

蔡順良 張月梨 蕭俊松 ◎駐牧傳道：顏永光 0935-235816

鄭永成 賴彩雲 蕭俊國 郭紀恩 3/4晚上活水團契上課

王愛梅 陳美玲 沈麗婉 3/6中南區大專聯契幹訓─民雄教會

蕭榮燦 莊謦瑜 蔡英杰 3/9-13協助重安教會靈恩佈道會

3/20帶動唱研習會─觸口教會

3/23-27灣橋教會靈恩佈道會

3/31晚上雲青團契上課

進度

使基督成形於心(四12-20)

活出得勝的生命(五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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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北興教會111年3月份事工安排表

星期 主領 翻譯 領詩 司琴 電控 接待 備註 其他事工

兩個兒子的比喻(四21-31)

安息

日

作堅固的人(六1-10)

在神恩中站穩(五1-15)

進度

神蹟四、五

神蹟六、七

聖日十七、十八

神蹟一~三

上午:樂齡團契

3/22(二)- 3/25(五)3/29(二)

3/29(二) - 4/1(五)

利未記17章

利未記18章

3/4(五)

青教組利未記19章

3/15(二)- 3/18(五)

3/31(四)

聖經講習會-

出埃及記1

上午:樂齡團契

26
安息

日

上午:樂齡團契

19
安息

日

12
安息

日

上午:樂齡團契

3/1(二) 3/1(二) - 3/4(五)

3/3(四) 3/8(二) - 3/11(五)

日期 人員 日期

組長

星期 進度 廚房清潔

利未記16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