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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 中區 105 年 8 月 安息日領會安排表 區負責 翁正晃傳道

0911-858124 

辦事處：407 台中市西屯區福科路 718 號 7 樓 
電話：04－24630406，傳真：04－24630402 
電子信箱：central@tjc.org.tw 

小

區 教會 
第一安息 
八月 6 日 

第二安息 
八月 13 日 

第三安息 
八月 20 日 

第四安息 
八月 27 日 備               註 

中 

苗 

小 

區 

苗栗 張哈該 黃晨光 張哈該 蔡正群 
一、區負責人巡牧 

 03 日（星期三）於豐原教會 
 31 日（星期三）於和美教會 

二、大專團契幹部訓練 
 03-07 日（星期三～星期日）於臺灣總會 
 協助傳道：林頌懷 

三、中投小區會議（請規劃 106 年工作計畫） 
 06 日（星期六）於南台中教會 

四、彰濱小區詩歌聯誼 
 06 日（星期六）於鹿港教會 

五、聖樂營 
 08-11 日（星期一～星期四）於淡水教會 

六、喜信生命體驗營 
 12-14 日（星期五～星期日）於教育訓練中心（崙尾） 

七、中苗小區會議（請規劃 106 年工作計畫） 
 13 日（星期六）於北台中教會 

八、中區宣道事工人員進修會 
 14 日（星期日）於和美教會 

九、大一先修班 
 14-19 日（星期日～星期五）於臺灣總會 
 協助傳道：林頌懷 

十、宣道處醫宣愛心義診 
 19-21 日（星期五～星期日）於崙尾教會、草港教會 

十一、直笛班培訓課程、聖樂小組會議 
 21 日（星期日）於花壇教會 

十二、信徒會籍資料電腦課程 
 28 日（星期日）於臺灣總會 

十三、定期佈道 
 06 日（太平）楊恩超 
 07 日（溪湖福音茶會）顏望仁 
 09 日（二林全民康復之家）余智斌 
 13 日（卓蘭）張哈該 
 13 日（內新）何緒理 
 13 日（台中）楊恩超 
 13 日（南台中）蔡佩秀 
 13 日（二林）余智斌 
 16 日（漢銘醫院佈道）何榮裕 
 18 日（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彰化教會 
 20 日（苗栗）張哈該 
 20 日（花壇）余智斌 
 20 日（鹿港）蕭順從 
 27 日（彰化）吳明真 
 27 日（員林）黃智明 
 28 日（黎明福音茶會）林英奎 

十四、埔里基督仁愛之家巡牧關懷（柯恆昌執事）。 
 

   ▲ 8/2-9/18 蔡佩秀神學生實習，指導傳道：翁正晃。 

   ▲ 8/12-8/26 翁正晃傳道協助東亞聖工。 

卓蘭 余增煌 
呂榮恩 張哈該 黃東文 張哈該 

豐原 施恩民 潘思恩 林頌懷 林頌懷 

北台中 黃立源 
黃至聖 王耀真 賴辯德 

高春得 王耀真 

大雅 吳永順 黃約瑟 姚信義 姚信義 

永福 張超雄 黃志聰 張超雄 林鐘靈 
郭志雄 

沙鹿 黃志雄 張超雄 潘誠人 張超雄 

清水 黃信君 鄭啟清 黃以諾 王國慶 
黃智明 

自強 曾俊雄 
林侲瑋 顏建中 林耀村 蕭有福 

西台中 何緒理 李恩冠 何緒理 楊承恩 

中 

投 

小 

區 

內新 杜明中 
蔡佩秀 

何緒理 
陳國昌 蔡正群 何緒理 

黎明 許恩得 楊建章 趙明洋 林永基 
林英奎 

南投 林英奎 王建新 高春霖 白木貴 

台中 陳鴻麟 
郭志信 楊恩超 王耀真 楊恩超 

太平 楊恩超 蔡正群 楊恩超 翁正晃 
鄭建良 

南台中 蔡佩秀 
翁正晃 蔡佩秀 郭芳仁 蔡佩秀 

翁正晃 

(仁愛之家) 蕭有福 何緒聖 
曾能和 蕭有福 楊信生 

埔里 張智充 柯恆昌 陳光輝 顏望仁 

彰 
員 

小 

區 

溪湖 顏望仁 姚信福 
蔣忠源 顏望仁 林章偉 

花壇 余智斌 蔡正一 余智斌 江恩彰 
謝明松 

二林 蔡正群 余智斌 趙志謙 余智斌 

彰化 何榮裕 黃四海 
張光照 何榮裕 吳明真 

員林 黃忠傑 黃智明 蔡佩秀 黃智明 
黃宏文 

彰興 林昔珍 蕭順從 黃志傑 蕭順從 

白沙 吳正雄 
吳金城 蕭有福 顏建中 朱義生 

彰 

濱 

小 

區 

鹿和 顏建中 林頌懷 林世忠 
黃仁正 顏建中 

鹿港 蕭順從 羅讚坤 蕭順從 陳恆道 

和美 柯恆榮 何榮裕 邱義雄 何榮裕 

崙尾 邱義雄 姚信義 
何緒理 

陳錦榮 
高明誠 高明誠 

草港 高明誠 林永祥 姚家福 
林瑞仁 陳日頌 

塭仔 張基順 陳明佳 張靈智 陳明佳 

伸港 陳明佳 陳恆道 陳明佳 李盈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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