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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 中區 105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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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 3 日 

第二安息 
九月 10 日 

第三安息 
九月 17 日 

第四安息 
九月 24 日 備               註 

中 

苗 

小 

區 

苗栗 張哈該 呂榮恩 張哈該 洪福來   一、本區靈恩佈道會 
 二林：8/31-9/4 余智斌、黃文生、王提多 
 南投：8/31-9/4 林英奎、張信德、葉光東 
 仁愛之家：1-3 日 蕭有福、蕭拿單 
 崙尾：07-11 日 高明誠、顏嘉冠、邵銘恩 
 自強：08-11 日 顏建中、陳璿方、徐子凡 
 豐原：20-25 日 林頌懷、陳勝全、陳光輝 
 黎明：20-25 日 林英奎、余智斌、張靈智 
 南台中：20-25 日 翁正晃、田靈生、呂日星 
 溪湖：20-25 日 顏望仁、張超雄、吳明真 
 草港：20-25 日 高明誠、賴倉億、林輝明 
 伸港：20-25 日 陳明佳、張哈該、趙志謙 

  二、協助他區靈恩佈道會傳道 
 王耀真：06-11 日至木柵教會 
 楊恩超：06-11 日至分子尾教會 
 張超雄：07-11 日至新營教會 
 蕭順從：07-11 日至北桃園教會 
 何榮裕：08-11 日至望美教會 
 張哈該：08-11 日至光華教會 
 姚信義：13-18 日至東園教會 
 姚信義：21-25 日至崇德教會 

  三、傳道同工靈修會、逐家佈道 
 05 日（星期一）於豐原教會 

  四、區負責人巡牧 
 07 日（星期三）於伸港教會 
 13 日（星期二）於太平教會 

  五、彰濱小區會議 
 03 日（星期六）於草港教會 

  六、青教組教員進修會、宗教教育委員會 
 04 日（星期日）於彰興教會 

  七、彰化區迦勒聯契聚會 
 06 日（星期二）於彰化教會 

  八、彰員小區會議 
 10 日（星期六）於員林教會 

  九、大專聯契迎新 
 10-11 日（星期六～日）於草港教會 

  十、台中區迦勒聯契聚會 
 11 日（星期日）於南台中教會 

  十一、埔里基督仁愛之家營運 20 周年感恩聚會 
 18 日（星期日）下午 2:00-4:00 

  十二、葡萄園學前營 
 24-25 日（星期六～日）於北台中教會 

十三、定期佈道 
 03 日（太平）楊恩超 
 10 日（花壇）余智斌 
 13 日（二林全民康復之家）余智斌 
 17 日（苗栗）張哈該 
 17 日（內新）何緒理 
 17 日（二林）余智斌 
 17 日（員林）黃智明 
 18 日（西台中福音茶會）何緒理 
 20 日（漢銘醫院佈道）何榮裕 
 24 日（清水）黃智明 
 24 日（彰化）吳永順 
 24 日（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彰興教會  

十四、埔里基督仁愛之家關懷（施恩民執事）。 
▲ 8/2-9/18 蔡佩秀神學生實習，指導傳道：翁正晃。 

卓蘭 黃忠福 黃志雄 蔡健崇 李恩冠 

豐原 林頌懷 劉怡昀 林頌懷 靈恩會 

北台中 王耀真 黃忠傑 
翁正晃 王耀真 劉怡昀 

大雅 姚信義 姚信義 
林明田 黃志聰 薛恩霖 

朱義生 

永福 張超雄 陳鴻麟 
王光燦 黃誌新 林光照 

鄭啟清 

沙鹿 楊承恩 翁正晃 
姚信義 姚家琪 李盈朱 

清水 蔡正群 黃智明 黃東文 黃智明 

自強 顏建中 靈恩會 黃志良 王提多 

西台中 何緒理 郭志雄 
戴輝煌 蔡正群 何緒理 

中 

投 

小 

區 

內新 蔡佩秀 何緒理 何緒理 黃約瑟 

黎明 柯恆榮 黃宏文 林英奎 靈恩會 

南投 靈恩會 林英奎 黃晨光 邱景恩 

台中 施恩民 黃遵忠 鄭建良 楊恩超 

太平 楊恩超 柯恆昌 楊恩超 趙世輝 

南台中 翁正晃 粘永峯 翁正晃 
蔡佩秀 靈恩會 

(仁愛之家) 靈恩會 楊信生 劉政暉 
賴天寬 

何緒聖 
曾能和 

埔里 顏望仁 蔡佩秀 顏望仁 黃耀宗 

彰 
員 

小 

區 

溪湖 潘誠人 顏望仁 黃恩堂 靈恩會 

花壇 陳忠進 余智斌 鄭介明 杜明中 

二林 靈恩會 陳日頌 余智斌 王耀真 

彰化 何榮裕 陳恆道 林瑞仁 
何榮裕 吳永順 

員林 黃智明 邱義雄 黃智明 江恩彰 

彰興 黃宏志 王國慶 蕭順從 郭芳仁 

白沙 江立中 
彭信德 林世忠 顏建中 白木貴 

彰 

濱 

小 

區 

鹿和 黃伊面 陳錦榮 曾俊雄 
許賢信 顏建中 

鹿港 蕭順從 楊維宏 吳明真 蕭順從 

和美 林玲欽 梁恩賜 黃忠傑 何榮裕 

崙尾 高明誠 靈恩會 張智充 黃伊面 
陳仁昶 

草港 趙明洋 林頌懷 高明誠 靈恩會 

塭仔 陳明佳 曾勝忠 陳明佳 黃四海 

伸港 羅讚坤 陳明佳 蔡正一 靈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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