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

期

1 三 ◎中堅團契(路加福音)

2 四 王愛梅 黃國寶 力百加 鄭永成 鄭永成 賴彩雲 耶31章 日期 主領

3 五 陳義聰 吳禹智 沈麗婉 吳恩陽 吳昌昇 林妙真 2/7 陳文斌

白一復 陳佳瑋 力百恩 潘睿安 林慕謙 蘇振華 陳秀鳳 2/14 陳文斌

白一復 蕭正成 陳佳柔 潘睿安 陳佳瑋 許永在 邱碧恆 2/21 蔡敏卿

5 日 2/28 陳文斌

7 二 陳文斌 沈秀惠 黃國寶 查經聚會

8 三 ◎插花

9 四 陳文斌 黃聆真 蔡劭箴 鄭永成 鄭永成 賴彩雲 耶32章 2/1 2/8 2/15 2/22

10 五 陳文斌 劉晏如 吳恩陽 鄭雅箴 邱淑娟 蔡玉桃 邱淑娟 陳瑞香 沈麗婉 盧文貞

陳文斌 劉聖恩 李如宇 蕭承瀚 吳昌昇 林妙真

陳文斌 蕭承瀚 蕭雅詩 沈蕙婷 劉晏如 蔡順良 張月梨 ◎慕道者與初信者造就班

12 日 時間：安息日12:30至13:30

14 二 陳文斌 林玉秀 黃國寶 查經聚會 日期 主領 備註

15 三 陳文斌 2/4 王愛梅

16 四 陳文斌 吳昌昇 力百加 鄭永成 鄭永成 賴彩雲 耶33章 2/11

17 五 陳文斌 林慕謙 沈麗婉 吳昌昇 王愛梅 林靖芳 2/18 潘思恩

陳文斌 郭紀恩 沈浚恩 朱奉真 吳禹敬 郭振隆 黃惠甘 2/25 莊謦瑜

陳文斌 沈蕙婷 張芝勤 李如宇 吳禹智 劉淑芬 巫鐘琳

19 日 ◎安息日外地領會

21 二 蔡敏卿 林靜芳 黃國寶 查經聚會 日期 人員

22 三 2/11 蔡永賢

23 四 許永在 蕭正成 鄭麗卿 鄭永成 鄭永成 賴彩雲 耶34章 2/11 蔡英仁

24 五 柯慧民 鄭雅箴 蔡劭箴 林慕謙 邱淑娟 蔡玉桃 2/11 蔡敏卿

羅大維 力正郎 蔡劭晴 吳恩陽 劉聖恩 王愛梅 林靖芳 2/18 許永在

羅大維 吳禹敬 蕭承瀚 林婕柔 沈浚恩 林益祺 陳慧儒 2/25 潘思恩

26 日 2/25 郭紀恩

28 二 陳文斌 陳月珠 黃國寶 查經聚會

蔡英杰 蔡英仁 吳禹敬 鄭麗卿 陳佳瑋 ◎駐牧傳道：陳文斌

◎安息日事工

日 讀經 謝飯 ◎聖經講習會：

期 禱告 禱告 時間：3月16日~3月18日

4 六 林益祺 王怡方 劉聖恩 劉晏如 講員：羅真聲傳道

11 六 陳文斌 專題：聖經人物-施洗約翰

18 六 陳文斌 蕭承瀚 林慕謙 吳禹智

25 六 蕭榮燦

◎日間訪問組 ◎值週職務人員

負責人

郭振隆 吳麗玉 郭紀恩

蕭榮燦 莊謦瑜 沈麗婉

許永在 黃國寶 蔡英杰

王愛梅 陳美玲 蕭俊松

蔡順良 張月梨

鄭永成 賴彩雲 蕭俊國

真耶穌教會北興教會112年2月份事工安排表

進度

施洗約翰的見證(三1~38)

主耶穌勝過試探(四1~44)
4

主領 翻譯 領詩 司琴 電控 備註接待 其他事工

得人如得魚(五1~39)

中南區新任負責人講習會於梅山教會 主論福與禍(六1~26)

職務會

職務人員夫婦靈修會於嘉義教會、教牧同工會議

上班日

上午敬老會

進度

主領人員講習 主來八 1~5

敬老會暫停

主來八 6~12

真神一~二

聖職人員進修會於梅山教會、青教組教員進修會於土庫教會、宗教教育同工會議

地點

豐榮

上班日

新港

大林安養中心

新美

里佳

中南區福音事工研討會於南興教會 大林安養中心

組長

民數記30章

民數記31章 敬老會

民數記32章

星期 進度 廚房清潔

民數記33章 青教組

日期 人員 日期

2/8(三) 2/7(二)~2/9(五)

2/9(四) 2/14(二)~2/17(五)

2/10(五) 2/21(二)~2/24(五)

2/15(三) 2/28(二)~3/3(五)

2/16(四)

2/17(五)

11

18

25

星期

安息

日

安息

日

安息

日

安息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