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耶穌教會金門祈禱所 5月份事工安排表 2022.5	

日期	 星期	 主領	 領詩	 司琴	 讀經進度	 紀錄&一樓接待	 泡茶&咖啡	 備	 	 	 	註	

1	 日	 使徒行傳 23章	 	

2	 ㄧ	 \	 使徒行傳 24章	 \	 	

3	 二	 柯志信	 \	 \	 使徒行傳 25章	 \	 \	 家庭聚會：吳聖傑	

4	 三	 柯志信	 戴以文	 郭春梅	 使徒行傳 26章	 孔春江	 宋清貴	 	

5	 四	 \	 使徒行傳 27章	 \	 	

6	 五	 柯志信	 陳詩庭	 戴以文	 使徒行傳 28章	 呂添籌	 張譽鐙	 	

7	
六上	 柯志信	 張凱晴	 蔡	 	莉	

羅馬書 1章	
駱宗興	

張承恩	
炊事：梁正明、王麗鶯	

洗碗盤：楊佳諠、宋芯盈	

謝飯：吳晨恩	

母親節感恩聚會活動	

六下	 柯志信	 楊佳諠	 李海霞	 宋賜恩	

8	 日	 羅馬書 2章	

19	 一	 \	 羅馬書 3章	 \	 	

10	 二	 戴以文	 陳詩庭	 蔣宗佑	 羅馬書 4章	 張承恩	 \	 唱詩禱告會	

11	 三	 張譽鐙	 劉	 	月	 郭春梅	 羅馬書 5章	 孔春江	 張譽鐙	 讀經禱告會	

12	 四	 \	 羅馬書 6章	 \	 	

13	 五	 蔡	 	莉	 楊宸皓	 李海霞	 羅馬書 7章	 黃宗陽	 吳聖傑	 	

14	
六上	 趙明禮	 何宇揚	 戴以文	

羅馬書 8章	
林筱蕙	

梁正明	
炊事：孔春江、劉麗麗	

洗碗盤：蔣宗佑、林錫阜	

謝飯：陳詩庭	

六下	 趙明禮	 吳晨恩	 李海霞	 陳玟靜	

15	 日	 羅馬書 9章	

16	 一	 \	 羅馬書 10章	 \	 	

17	 二	 張承恩	 楊佳諠	 蔡	 	莉	 羅馬書 11章	 張譽鐙	 \	 唱詩禱告會	

18	 三	 陳詩庭	 吳晨恩	 郭春梅	 羅馬書 12章	 駱宗興	 宋清貴	 讀經禱告會	

19	 四	 原鄉團契聚會	 羅馬書 13章	 \	 地點：教會	

20	 五	 李海霞	 張承恩	 蔡	 	莉	 羅馬書 14章	 沈和成	 呂添籌	 	

21	
六上	 宋清貴	 蔣宗佑	 戴以文	

羅馬書 15章	
吳聖傑	

張仁美	
炊事：郭春梅、劉麗麗	

洗碗盤：劉	 	月、張凱晴	

謝飯：楊佳諠	

六下	 梁正明	 張凱晴	 李海霞	 宋賜恩	

22	 日	 羅馬書 16章	

23	 一	 \	 哥林多前書 1章	 \	 	

24	 二	 柯志信	 \	 \	 哥林多前書 2章	 \	 \	 家庭聚會：王明源	

25	 三	 顏永光	 楊宸皓	 蔣宗佑	 哥林多前書 3章	 呂添籌	 張譽鐙	 	

26	 四	 \	 哥林多前書 4章	 \	 	

27	 五	 顏永光	 楊佳諠	 蔡	 	莉	 哥林多前書 5章	 沈和成	 張承恩	 	

28	

六上	 顏永光	 戴以文	 李海霞	

哥林多前書 6章	

陳玟靜	

宋清貴	

炊事：宋賜恩、林筱蕙	

洗碗盤：楊宸皓、吳晨恩	

謝飯：劉	 	月	

家庭聚會：呂毓芳	

六下	 顏永光	 陳詩庭	 蔡	 	莉	 林筱蕙	

29	 日	 哥林多前書 7章	 	

30	 一	 \	 哥林多前書 8章	 \	 	

31	 二	 蔣宗佑	 楊佳諠	 蔡	 	莉	 哥林多前書 9章	 張承恩	 \	 唱詩禱告會	

	



	
	

1..工作人員務請聚會前提早到達會堂禱告,儀容要端莊，未克參與時，自請或協調代理。	
2.	 領會者未克領會時，請事先與傳道或教牧股股負責商議代替。	
3.	 領會者須慎言，儀容端正，為牧會充分準備禱告，求聖靈同工，使信徒有所造就。	
教	 	 	 	 	 	 會：082-320461	 	 	 柯志信傳道：0938-948557	 	 	 趙明禮執事：0921-518418	
—————^_^—————^_^—————^_^——————^_^—————^_^——————^_^—	
ㄧ、本會工作訊息：	

✩記帳員：林筱蕙姐妹。 書報組：李海霞姐妹。 炊事組：張仁美姐妹。設備組：張承恩弟兄。 
原鄉團契：宋清貴弟兄。金燈團契：蔣宗佑弟兄。方舟團契：張承恩弟兄。 
✩環境清潔組：（每安息日下午會後清潔） 
（一樓）孔春江、張仁美、宋清貴、張承恩。 
（二樓）梁正明、王麗鶯、張美花、張譽鐙。 
（三樓）吳聖傑、李雅萍、宋賜恩、林筱蕙。 
（四樓）宗教教育全體師生。 
✩7 日母親節感恩聚會活動。	
✩24-29 日大專輔導傳道顏永光關懷金燈團契。	
—————^_^—————^_^—————^_^——————^_^—————^_^——————^_^—	
二、本月教區活勤(詳見教區公文) 	
✩21-22 日 中南區大專團契聯合送舊活動。 
✩22 日 中南區領會人員進修會於嘉義教會。 

✩29 日中南區兒教組教員進修會於民雄教會。 

—————^_^—————^_^—————^_^——————^_^—————^_^——————^_^—	
三、本月總會活動(詳見公文)	
 	
—————^_^—————^_^—————^_^——————^_^—————^_^——————^_^—	
四、傳道者工作訊息:	

✩10 日中南區傳道者靈修於內埔教會。 

✩ 

—————^_^—————^_^—————^_^——————^_^—————^_^——————^_^—	
五、本會宗教教育各班聚會時間，請家長關懷敦促子女們踴躍參加。	
每星期六（安息日）	
10:00～11:00	AM	 少年班	
12：00～12：30	 共習課（合班）	
02:00～03:00	PM	 幼兒班	
03:20～04:20	PM	 國中班	
04:30～06:30	PM	 金燈團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