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耶穌教會西門教會聚會事工安排表         2023年 1月份 

1 日    

2 一 林美恩 ／ 陳柏言 林怡鳳 羅嘉恩、徐碧慧 柳明雄 柳明雄 羅嘉恩  

3 二    

4 三 陳宜彬 陳建宏 蔣佩辰 朱惟真 陳信益、林美恩 蔣英聖 陳信益 陳信益  

5 四    

6 五 鄭榮貴 蔣英聖 賴主恩 林佩臻 陳宜彬、郭慧甄 王裕翔 鄭榮貴 陳宜彬    ↓早上/下午 

7 六上 葉文芳 羅嘉恩 羅嘉恩 林美恩 陳宜彬、許佳芬 蔣英聖 郭慧甄 ／ 接送:英聖/俊雄。教唱：林怡鳳 

7 六下 葉文芳 王裕翔 陳建宏 林美恩 羅嘉恩、郭慧甄 陳宜彬 ／ 宗教教育 長青詩班練詩。讀經：許佳芬（書 4） 

8 日 長青團契 9:00~12:00   

9 一 蔡淑蕙、陳以倫 涂毓謙 林佩臻 林美恩、呂麗雲 羅嘉恩 林美恩 林美恩 唱詩祈禱會。成人詩班練詩。 

10 二 中南區傳道者靈修會(斗六)   

11 三 陳璿方 陳信益 賴娪嫺 林怡鳳 陳建宏、徐碧慧 蔣英聖 蔣英聖 蔣英聖 訪問：第二組。 

12 四 職務會 19:30  訪問：第三組。 

13 五 陳璿方 陳建宏 賴主恩  朱惟真 陳信益、郭慧甄 王裕翔 陳信益 陳宜彬  

14 六上 陳璿方 胡志明 蔣皓恩 林美恩 陳宜彬、許佳芬 羅嘉恩 郭慧甄 ／ 接送：蔣英偉。 

14 六下 陳璿方 鄭榮貴 王牧謙 趙幸芳 朱恩中、郭慧甄 陳建宏 ／ 宗教教育 長青詩班練詩。讀經：陳信益（書 5） 

15 日 中南區信徒代表會議(虎尾)   

16 一 朱惟真 ／ 涂毓謙 陳以倫 羅嘉恩、徐碧慧 柳明雄 羅賢來 羅嘉恩 唱詩祈禱會。成人詩班練詩。 

17 二    

18 三 涂毓謙 蔣佩辰 賴娪嫺 林佩臻 鄭榮恩、林淑俐 陳建宏 陳建宏 陳信益  

19 四    

20 五 陳建宏 陳柏均 蔣皓恩 林怡鳳 陳信益、陳宜彬 蔣英聖 陳建宏 陳宜彬  

21 六上 陳誠志 蔣英偉 賴主恩 陳柏均 陳娸惠、邱杏娟 羅嘉恩 郭慧甄 ／ 接送：朱恩中。教唱：趙幸芳。 

21 六下 陳誠志 賴娪嫺 柳聖偉 趙幸芳 蔣英聖、陳伊芬 陳宜彬 ／ 宗教教育 長青詩班練詩。讀經：鄭榮貴（書 6） 

22 日 趙四海 ／ 蔣箴諭 陳怡萱 羅嘉恩、林怡鳳 陳宜彬 鄭榮貴 鄭榮貴 接送：蔣英聖。敬老會+新春 

23 一 

春節暫停聚會 

  

24 二   

25 三   

26 四  兒教組教員講習會 1/26~2/1 

27 五 陳璿方 胡志明 陳柏言 林怡鳳 蔣英聖、蔡淑蕙 陳宜彬 陳信益 蔣英聖  

28 六上 陳璿方 鄭榮貴 蔣佩辰 陳柏均 胡志明、趙幸芳 陳宜彬 鄭榮貴 ／ 接送：柳明雄。 

28 六下 陳璿方 陳信益 王牧謙 林佩臻 徐貴美、高儷文 朱恩中 ／ 陳宜彬 長青詩班練詩。讀經：趙幸芳（書 7） 

29 日    

30 一 林怡鳳 ／ 陳柏言 陳柏均 林美恩、呂麗雲 羅嘉恩 羅賢來 羅賢來 唱詩祈禱會。成人詩班練詩。 

31 二 家庭小組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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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安息日炊事人員            

07 日/麗慧、侶瑋、儀臨 

14 日/杏娟、儷文、怡鳳 

21 日/碧慧、瑜瑄、貴美 

28 日/娸惠、惟真、淑惠 

日/  

整理清洗 

07 日/宜彬、淑霞、秋碧 

14 日/建順、宜彬、以倫 

21 日/英聖、伊芬、皓恩 

28 日/俊雄、麗慧、杏娟 

日/  

插花          

06 日/明燈 

13 日/惠貞 

20 日/美恩 

27 日/淑蕙 

安息日早禱主領     

07 日/蔣英聖 

14 日/陳璿方 

21 日/陳宜彬 

28 日/陳璿方 

 

安息日至外地領會者 

07 日/陳信益 朴子 羅賢來 四股 

14 日/柳明雄 山美 

21 日/ 

28 日/羅嘉恩 豐榮 蔣英偉 大德 

     陳建宏 觸口 胡志明 新山 



 

一.工作人員務請聚會前提早到達會堂禱告,儀容要端莊。 

二.工作人員未克參與時，請與教務負責人：鄭榮貴 或 聚會組：陳宜彬聯絡，自請或協調代理。 

三. 事工各組 

訪問組各分組： 

[週三、四日間訪問組] 

第一組：鄭榮貴、蕭聰男、蔡錦鶯、陳娸惠。 

第二組：陳建宏、柳明雄、許惠貞、謝明燈。 

第三組：陳信益、林秋碧、吳麗慧。 

第四組：郭慧甄、羅賢來。 

[週二夜間訪問組]：林美恩、蔣英聖、呂麗雲。 

[週日日間訪問組]：陳宜彬、羅嘉恩、林怡鳳。 

＊請組長事先聯絡訪問對象。 

 

輔導組：陳璿方、羅賢來、趙明禮 

婚姻組：蔡淑蕙、羅嘉恩、林怡鳳 

接待組：陳信益、鄭榮貴、蔣英聖 

1859團契：羅嘉恩、蔣英偉 

長青團契：羅賢來 

詩班組：林怡鳳 

福音組：陳建宏、羅嘉恩 

信仰造就班：陳建宏、郭慧甄、蔣英偉 

炊事組：林美恩、朱惟真 

花藝組：蔡淑蕙、謝明燈 

設備維修組：陳信益、蔣英偉 

電管組：王裕翔 

喪葬幹事：陳信益 

圖書書報社：高儷文 

  

四.固定事項：  

1. 安息日上午 9：30下午 1:30開始禱告，有安排職務人員帶領禱告，請信徒踴躍準時參與。 

2. 安息日上午 11：10~11：30 詩歌練唱，請領會人員敬請配合練唱時間。 

3. 安息日上午 09:20~09:50 為信仰造就班，請初信者與慕道朋友準時參加。 

4. 安息日接送者請與搭乘者約定時間接送。 

5. 每月傳道牧會安息日上午會後加長時間按手禱告。 

6. 每個月最後一個週二為各家庭小組聚會，請信徒踴躍參與並關心代禱。  

 

五.通知事項 

 

本會活動 

1/08(日) 長青團契 9:00~12:00。 

1/12(四) 職務會 19:30~22:00。 

1/22(日) 第 43 屆敬老會+新春特別聚會。 

1/31(二) 家庭小組聚會。 

總會、中南區活動 

1/08中堅聯契關懷埔里基督仁愛之家。 

1/08中南區聯契幹部靈修會於灣橋教會。 

1/10中南區傳道者靈修會於斗六教會。 

1/15中南區信徒代表會議於虎尾教會。 

1/26-2/1 全國兒教組正規式教員講習會於總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