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南區 111年 4月份安息日領會安排表 
區負責：賴倉億 0988-014-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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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區 教會 
第一安息 
4月 2日 

第二安息 
4月 9日 

第三安息 
4月 16日 

第四安息 
4月 23日 

第五安息 
4月 30日 備                        註 

第
一
小
區 

斗六 柳明雄 高一玟 靈恩會 吳昆孟 黃正宏 一、本區靈恩佈道會舉開教會 

  椬梧（四股）：3/31－4/3日王義安、黃誌新、楊國強 

  朴子：4/05－10／蕭有福、趙明洋、羅賢來 

  觸口：4/13－17／白誠文、陳文斌、吳賢德 

  大林：4/13－17／李宣真、何緒理、林章耀 

      ※4/9詩歌佈道會下午 2:00～3:30 

      地點：新光大樓 6樓臨時聚會地點舉行。 

  西門：4/12－17／柯志信、張信德、嚴仁生 

      ※12-13日西門教會廣場詩歌佈道會 

  豐榮：4/13－17／葉專宏、陳璿方、潘思恩 

  斗六：4/13－17／高一玟、王義安、顏東濱 

  嘉義：4/19－24／李敬明、車富銘、侯明在 

  梅山：4/20－24／賴倉億、林頌懷、吳修明 

  六合：4/21－24／蕭有福、李宣真、羅天錫 

  北興：4/26－5/1／顏永光、柯仲平、賴倉億 

  新港：4/27－5/1／鄭辰宥、楊佳聲、高志聖、廖耿賢 

二、傳道者工作訊息： 

  1.中南區傳道者靈修會：靈恩會期本月暫停 

  2.派至他區協助靈恩佈道會之傳道 
    白誠文：3/30－4/03日於崇德教會 
            4/19－4/24日於安康教會 
    鄭辰宥：3/30－4/03日於潮州教會 
            4/12－4/17日於東昇教會 
    李敬明：4/07－4/10日於義興教會 
    顏永光：4/12－4/17日於草港教會 
    賴倉億：4/14－4/17日於華源教會 
    高一玟：4/19－4/24日於彰化教會 
    葉專宏：4/20－4/24日於八德教會 
    柯志信：4/20－4/24日於頭份教會 
    張信德：4/19－4/24日於桃園教會 
    王義安：4/19－4/24日於松山教會 
    陳文斌：4/19－4/24日於三重教會 
    陳璿方：4/19－4/24日於三峽教會 
    李宣真：4/26－5/1日於內壢教會 

  3.神學生隨指導傳道實習：4/23-24 

    王國慶（指導傳道:張信德） 

    藍孝威（指導傳道:葉專宏） 

三、教區負責人巡牧： 

四、各教會舉辦聖經講習會及宣道週，歡迎臨近教會參加. 
   4/06-09北興教會/彼得前書/簡明瑞傳道 

   4/19-23新港教會/宣 道 週/趙明洋長老 

   4/29-30內埔教會/何謂聖靈充滿？/林章偉傳道(延期) 

五、中南區逐家佈道事工： 

  07日（四）豐榮教會(AB組) 

  14日（四）梅山教會(AB組) 

  21日（四）北興教會(AB組) 

斗南 高一玟 賴倉億 黃正宏 廖義成 高一玟 

虎尾 李思恩 張信德 簡聖明 王國慶 陳建宏 

土庫 張信德 羅宗興 陳啟榮 羅賢來 張信德 

大林 蕭正成 李宣真 靈恩會 胡志明 陳聖虔 

大德 李宣真 李恩冠 黃茂發 顏東濱 柳明雄 

豐榮 葉專宏 許清民 靈恩會 張世傑 吳賢德 

梅山 羅真聲 蔡信義 林提摩太 靈恩會 張如舜 

第
二
小
區 

新港 羅嘉恩 簡炳森 蔡光榮 鄭辰宥 靈恩會 

北港 吳金德 鄭辰宥 廖耿賢 潘思恩 白一復 

朴子 蕭有福 靈恩會 羅天錫 王明典 蕭有福 

六合 賴倉億 蔣英偉 蕭有福 靈恩會 陳義聰 

四股 
與椬梧 

聯合聚會 
王義安 林錦堂 高仲偉 陳正雄 

椬梧 靈恩會 侯春暉 蔡英杰 蔡光榮 王義安 

第

三

小

區 

民雄 蔡承恩 陳文斌 周耀真 羅真聲 葉文芳 

三興 陳文斌 黃志豪 劉通發 黃靈清 陳文斌 

北興 顏永光 簡明瑞 高志光 顏永光 靈恩會 

灣橋 許世輝 顏永光 林章仁 羅大維 羅聰緣 

嘉義 李敬明 陳信益 陳志源 靈恩會 李敬明 

內埔 
黃遵道 
陳鴻元 

李天信 李敬明 鄭永義 
黃遵道 
胡志明 

西門 鄭家榮 柯志信 靈恩會 鄭榮貴 林章耀 

金門 柯志信 趙明禮 
宋清貴 

張譽鐙 

趙明禮 

梁正明 
柯志信 

南興 吳光明 葉專宏 羅大德 藍孝威 葉專宏 

第
四
小
區 

觸口 莊漢中 林士偉 靈恩會 蔡順吉 莊修德 

山美 江世賓 
田佳玲 
白誠文 

與新美 
聯合聚會 

與新美 
聯合聚會 

與新美 
聯合聚會 

新美 方修正 
白誠文 
田桂鈴 

莊守則 吳進忠 莊政明 

新山 陳東新 馬恩輝 林唐正 浦強生 
楊碧蓮 
白誠文 

茶山 鄭義山 梁明輝 劉恩道 與新山 
聯合聚會 

白誠文 
方修正 

樂野 陳誠志 陳璿方 許永在 江恩彰 方良容 

達邦 陳璿方 杜明善 楊頌恩 馬紹恩 莊惠玲 

里佳 石念祥 汪良善 賴政宏 杜玉倩 陳璿方 

大林安養中心 10:00      
約翰樂活護理之家 
下午 2:30      

 

mailto:kchsueh@ms52.hinet.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