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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新任期職務研習名冊 

奉主耶穌聖名 

主 旨：召開第二十四屆新任期職務研習會，請貴職撥冗出席參加。 

說 明：一、依據第二十四屆總會負責人會第一次會議及常務負責人會第二次

會議決議辦理。 

    二、舉辦日期：2022年 2月 20日(日) 

      地  點：臺灣總會七樓活動中心 

      課程時間：如附件 

    三、請擔任課程之主講人及總會各單位、各區、各事業單位提供未來

主要事工(項目)方向或願景。請務必於 1月 25日(一)以前提供講

義資料(檔案 e-mail:anniel@tjc.org.tw)，以利彙編成冊。 

    四、2月 19日（六）需在總會住宿者及 2/20(日)用早餐者，請務必告

知行政處，以利準備接待事宜。 

    五、無法出席會者，請以電話告知行政處。 

    五、願神堅立我們手所做的工，施恩帶領，更加添心力，完成所託付

之事工。 

正本：總會負責人、總會各單位負責、科負責、教區區負責人、公益理事會 

副本：行政處、財政處 

 

順 頌 

以 馬 內 利 

 

總負責 



第二十四屆新任期  職務研習會 課程表 
 

時間：2022年 2月 20日(日) 

班負責：陳錦榮 傳道                地點：七樓活動中心 

日期 時  間 課  程 主領人 備 註 

2/20(日) 

7:30 早餐 行政處  

08:00~08:40 早禱會 黃嘉明 傳道  

08:50~09:20 更美的事奉 王明昌 傳道  

09:30~10:20 作主的善僕 吳光明 長老  

10:20~10:40 休息、茶點時間 行政處  

10:40-12:00 各單位工作簡介 陳錦榮 傳道 總會各單位 

12:00~13:00 午餐、休息時間 行政處  

13:10~14:30 未來事工方向與願景 陳錦榮 傳道 各教區 

14:40~15:00 行政法規介紹 吳賢德 執事  

15:00~15:20 休息、茶點時間 行政處  

15:20~16:10 財政法規介紹 林裕盛 執事  

16:20~16:50 教會會議常見問題 馬家驎 執事  

17:00~17:30 禱告會 簡明瑞 傳道  

17:30~ 晚餐 行政處 平安再會 

 



 

第二十四屆 新任職務研習            2022.2.20 於總會 

職  務 姓  名 寢室 備  註 

總會負責人／常務／總負責 王明昌 傳道   

總會負責人／常務／總幹事 陳錦榮 傳道   

總會負責人／常務／宣道處 林章偉 傳道   

總會負責人／常務／教牧處 黃誌新 傳道   

總會負責人／常務負責人 吳光明 長老   

總會負責人／常務負責人 馬家驎 執事   

總會負責人／常務負責人 高春霖 執事   

總會負責人／聯總總負責 趙明洋 長老   

總會負責人／文宣處 李恩冠 執事   

總會負責人／行政處 吳賢德 執事   

總會負責人／北區區負責 趙四海 傳道   

總會負責人／中區區負責 姚家琪 傳道   

總會負責人／中南區負責 賴倉億 傳道   

總會負責人／教牧處高教、成 簡明瑞 傳道   

總會負責人／神學院輔導、總務 黃嘉明 傳道   

總會負責人 簡明德 傳道   

總會負責人 張峻嘉 執事   

總會負責人 區建國 執事   

總會負責人 李榮達 執事   

總會負責人 楊承恩 執事   

總會負責人 羅大德 執事   

總會負責人 武忠道 執事   

總會負責人 鄭恩賜 執事   

總會負責人 湯光明 執事   

 



 

職  務 姓  名 寢室 備  註 

神學院院長／研究所 江克昌 傳道   

財政處處負責 許清民 執事   

宣道處視聽科 翁正晃 傳道   

教牧處兒教科、青教科 簡瑞斌 傳道   

教牧處 聖樂科 方顗茹 傳道   

神學院教務、訓練中心 何榮裕 傳道   

文宣處出版科 林淑華 姊妹   

文宣處總編輯 蘇真賢 姊妹   

行政處資訊科 黃仕傑 弟兄   

行政處事務科 施永明 弟兄   

行政處人事科 江伯鈞 弟兄   

執行秘書 林雅貞 姊妹   

財政處不動產科 施和樂 弟兄   

財政處財務科 黃鈺惠 姊妹   

 



 

職  務 姓  名 寢室 備  註 

北區宣道組 高明誠 傳道   

北區教牧組 李迪銘 傳道   

北區總務組 江永生 執事   

北區財務組 蔡承祐 執事   

中區宣道組 王俊忠 傳道   

中區教牧組 趙英傑 傳道   

中區總務組 郭志雄 執事   

中區財務組 張智充 執事   

中南區宣道組 高一玟 傳道   

中南區教牧組 張信德 傳道   

中南區總務組 潘思恩 執事   

中南區財務組 林章耀 執事   

南區區負責 黃志傑 傳道   

南區宣道組 王耀真 傳道   

南區教牧組 陳嘉弘 傳道   

南區總務組 張志遠 執事   

南區財務組 傅宏榮 執事   



 

職  務 姓  名 寢室 備  註 

東北區區負責 何順輝 傳道   

東北區宣道組 葉雄福 傳道   

東北區教牧組 許仁杰 傳道   

東北區總務組 盧謙僕 執事   

東北區財務組 葉誠僕 執事   

東南區區負責 賴賢忠 傳道   

東南區宣道組 蔡順榮 傳道   

東南區教牧組 陳道生 傳道   

東南區總務組 廖嘉牧 執事   

東南區財務組 劉嘉恩 執事   

西區區負責 林恩賜 傳道   

西區宣道組 陳木群 傳道   

西區教牧組 陳明輝 傳道   

西區總務組 黃但以理 執事   

西區財務組 林約翰 執事   

 



公益理事會 

職  務 姓  名 寢 室 備  註 

執行長 黃恩堂 執事   

執行秘書 張鳳凰 姊妹   

埔里安老院院長 林玲欽 執事   

大林長照中心 張金來 姊妹   

博愛幼兒園負責人 柯真光 弟兄   

腓利門書房主任 黃畀予 弟兄   

博愛幼兒園園長 吳蓓玉 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