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工人員    松山教會 108 年十一月份事工安排表 

	

日期 星 期 領 會 領 詩 翻 譯 司 琴 主會堂 電扶椅 副堂接待 音控 負責人 
1 五 程麗美	江善得 見  證  會 張孝瑜 張秀慧   謝嘉霖 黃嘉倫程麗美 

2 安息日(上) 高嘉訓	蘇向榮 ----- 黃恩翊 蕭麗雯 
邱允和 唐明琴 榮雲霄 劉家瑜 車志恒 

2 安息日(下) 高嘉訓	張維安 ----- 姜又寧 王月娟 
周文章 劉莉媖 洪惠華 溫琇如 蔡仁基 

5 二 江永生	羅致遠 恆切禱告會 張孝瑜 榮雲霄   謝嘉霖 林心怡謝毓甄 

8 五 袁松榮	郭賀翔 ----- 沈怡瑛 蕭麗雯   吳奕婷 蔡明道程麗美 

9 安息日(上) 袁松榮	吳浩鋌 黃恩佑 李孟佳 呂沛誼 
劉敏芬 丁  寧 范  坤 徐立東 黃嘉倫 

9 安息日(下) 袁松榮	車  駿 林奕恩 蔡綰文 徐貴英 
廖紫吟 邱瓊瑤 羅萬達 簡忠義 蔡仁基 

12 二 袁松榮	劉東雄 ----- 蔡綰儀 黃依真   張孝誠 車志恒謝毓甄 

15 五 袁松榮	黃承智 ----- 蘇向瑄 邱允和   鄭立源 黃嘉倫程麗美 

16 安息日(上) 袁松榮	黃以柔 黃全德 李孟真 鄧儒燕 
周貴美 徐郁清 陳小鳳 吳浩鋌 

陳羿翔 謝毓甄 

16 安息日(下) 袁松榮	余柏岑 羅萬達 姜又寧 張秀慧 
梁曉薇 丁  寧 史敦仁 江善得 程麗美 

19 二 蘇真弘	羅致遠 ----- 沈怡瑛 余雅韻   劉東雄 林心怡蔡明道 

22 五 袁松榮	郭賀翔 ----- 葉佐惠 劉嘉麗   吳奕婷 車志恒程麗美 

23 安息日(上) 謝慶懋	江善得 張榮慕 黃恩翊 陳翠華 
黃依真 呂沛誼 丁榮聖 車  駿 

馬萌澤 林心怡 

23 安息日(下) 謝慶懋	張孝誠 柯重生 趙憶萍 羅淑瑩 
王連聖 邱瓊瑤 黃麗善 廖光宇 蔡仁基 

26 二 董晏佑	劉東雄 ----- 洪聖芳 劉敏芬   黃恩佑 林心怡黃嘉倫 

29 五 黃維理	蘇向榮 ----- 蔡亞晴 江可航   鄭立源 蔡明道車志恒 

30 安息日(上) 楊秉真	黃承智 蔡又晴 李孟佳 王連聖 
余雅韻 唐明琴 榮雲霄 張維安 蔡明道 

30 安息日(下) 楊秉真	吳浩鋌 董晏佑 蔡佳憓 王月娟 
周文章 劉莉媖 史敦仁 謝華怡 蔡仁基 

 家庭聚會主題	 主	領-東	 地	點-東	 電話	 職務人員	 主	領-西	 地	點-西	 電話	 職務人員	

7 哥林多前書 1 4 章 洪得人 唐忠義 2726-6031 程麗美 吳  垠 楊妙冬 2939-5061 林振富 

14 哥林多前書 15 章 1-34 郭賀翔 沈永盛 2768-0468 江永生 林麗惠 黃維理 0922-953616 車志恒 

21 哥林多前書 15章 35-58 柯重生 周銘星 2649-9133 黃嘉倫 徐立東 呂壢生 29449569 蘇國興 

28 哥林多前書 1 6 章 簡崇真 黃淑清 2647-7661 蔡明道 陳俊任 陳保宏 0935-289809 蔡仁基 

 一、詩頌帶領：2- 張孝瑜 (71-381)   9- 暫  停                      16- 暫  停                                                         23- 蔡佳憓  (72-382)           30- 洪聖芳 (73-383 

其 二、謝飯禱告：2- 徐立東        9- 吳  垠 16- 簡忠義 23- 洪惠華 30- 張孝瑜  
他 三、禱告團契：2- 陳俊任                 9- 徐郁清 16- 趙憶萍 23- 林心怡 30- 董春富  
事 四、讀經帶領：2- 王上十一        9- 王上十二 16- 王上十三 23- 王上十四 30- 王上十五  
工 五、插花人員：2- 周佩君        9- 李照美 16- 駱秀菊 23- 黃淑慈 30- 蕭守恩  

 六、餐勤服務：2- 加百列       9- 真理班 16- 中  堅 23- 加百列 30- 真理班  

訊息 

◎11/1-3	袁傳道馬祖宣道	
◎11/1	見證會	松山教會	張清勇弟兄、程麗美姐妹	 	 	 	
◎11/6.13.20.27	日間聚會，地點：松山教會 2F，時間：早上 10 點	
◎11/17	福音茶會	松山教會	鄧儒燕姐妹	 	
◎11/26-12/1	袁傳道協助高雄三多教會靈恩佈道會	
◎傳道休假日：11/4.5.18.19.20	慰勞假：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