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耶穌教會斗南教會111年9月事工安排表 

日 星 領會 翻譯 領詩 司琴 司機 接待1樓 
接待2

樓 
音控 備註 

1 四 

斗南教會靈恩佈道會:高一玟傳道/車富銘長老/潘思恩執事 

9/3-4中南區分段式教員講習會於大德教會 

9/4(日)中南區長照2.0與教會長青關懷講習會於朴子教會 

2 五 

3 六 

4 日 

5 一          

6 二 張庭瑜  簡聖明 沈雅憶 張永裕 張永裕 吳孟樺 民11-12 

7 三 簡聖明  江玟俊 王聖馨 劉信行 楊榮金 吳麗月 林前6:1-20 

8 四          

9 五 姚榮耀  沈雅憶 張庭瑜 江嘉益 江嘉益 張春櫻   

10 六 
劉君文 簡聖明 李祈佑 王聖馨 

楊榮金 
沈碧霞 吳孟樺 簡聖得 炊二組 

劉君文 姚家雯 沈佳恩 張馨方 姚榮耀 張春櫻 蔡瑞章  

11 日 9/10-11日全國未婚社青聯誼於西湖渡假村   9/11(日)斗六教會借用斗南教會辦婚禮 

12 一 9/13(二)樂齡活動於斗南教會 

13 二 劉君文  江玟俊 張庭瑜 張永裕 張永裕 吳孟樺   

14 三 劉君文  沈雅憶 王聖馨 劉信行 楊榮金 吳麗月 林前7:1-40 

15 四          

16 五 劉君文  張庭瑜 賴佳璐 江嘉益 江嘉益 張春櫻   

17 六 
高一玟 李祈佑 姚家雯 沈雅憶 

李清輝 
沈碧霞 吳孟樺 江玟俊 炊三組 

高一玟 蔡瑞章 江玟軒 王聖馨 姚榮耀 張春櫻 李祈佑  

18 日 9/17-18中南區分段式教員講習會於大德教會 

19 一          

20 二 姚家雯  江玟俊 沈雅憶 張永裕 張永裕 吳孟樺 民13-14 

21 三 江玟俊  簡聖明 張庭瑜 劉信行 楊榮金 蘇素玲 林前8:1-13 

22 四          

23 五 李清輝  沈雅憶 王聖馨 江嘉益 江嘉益 張春櫻   

24 六 
陳志源 江玟俊 江玟俊 張庭瑜 

楊榮金 
張永裕 吳孟樺 張瑞麟 炊一組 

陳志源 沈雅憶 蔡瑞章 張馨方 張永裕 張春櫻 江玟軒  

25 日 9/24-25日中南區大專聯契迎新活動於觸口教會 

26 一 9/27(二)樂齡活動於斗南教會 

27 二 吳麗月  沈雅憶 張庭瑜 張永裕 張永裕 吳孟樺 民15-16 

28 三 吳孟樺  簡聖明 姚家雯 劉信行 楊榮金 蘇素玲 林前9:1-27 

29 四          

30 五 江世賓  江玟俊 沈雅憶 江嘉益 江嘉益 吳孟樺   

備

註 

※被安排聖工人員請於聚會前15分鐘到教會 

※連絡電話:高一玟傳道5963947或0928-778218 李清輝0935-141181簡聖明0921-683074 

吳孟樺0988-282665 江玟俊0976-956101 姚家雯0910-974271 張庭瑜0986-039933 

 

  



 

 

真耶穌教會斗南教會111年度下半年靈恩佈道會事工安排表 

日期 星期 翻譯 領詩 司琴 詩班獻唱 
接待 

司機 音控 
一樓 二樓 

8/31 三 張庭瑜 蔡瑞章 沈雅憶  楊榮金 吳麗月 劉信行 蔡瑞章 

9/1 四 李祈佑   沈佳恩 張庭瑜 斗南詩班 張永裕 沈碧霞 李清輝 江玟俊 

9/2 五 蔡瑞章 賴佳璐 張馨方 心恆詩班 江嘉益 張春櫻 江嘉益 李祈佑 

9/3 六 
江玟俊 沈雅憶 張馨方 

 
張永裕 沈碧霞 

李清輝 
簡聖得 

簡聖明 沈佳恩   賴佳璐 姚榮耀 張春櫻 張瑞麟 

9/4 日 
姚家雯 

李祈佑 王聖馨  張永裕 吳孟樺 張永裕 江玟軒 
高一玟 

炊   事   組 

日期 星期 早餐 午餐 晚餐 
 

備註 

8/31 三    無會後點心 

9/1 四    無會後點心 

9/2 五    無會後點心 

9/3 六 
總務 

炊四組 總務  

9/4 日 總務   

1. 聖餐餅，葡萄汁製作:姚榮耀執事及沈碧霞執事娘 

2.洗禮場佈置:楊榮金弟兄，江嘉益弟兄，簡聖得弟兄 

3.洗腳禮及聖餐禮準備:簡聖明弟兄 

    清洗聖餐禮用器具:張庭瑜姊妹及青教組 

4.9/3星期六早禱會時間:早上7:30-8:00，領詩-李祈佑，司琴-沈雅憶 

  上午9:30-9:50，聚會前禱告(請大家踴躍參加) 

5.9/3星期日早禱會時間:早上7:30-8:00，領詩-張馨方，司琴-張庭瑜 

  上午9:30-9:50，聚會前禱告(請大家踴躍參加) 

6.被安排聖工人員請於聚會前15分鐘到教會 

7..被安排聖工人員如不能按時出席，請於前一天告知各組組長以便另行安排!謝謝 

8. 炊事組各組若有事需調動請聯絡簡聖明弟兄0921-6830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