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松山教會 112年三月份事工安排表 

日期 星 期 領 會 聚會 
內容 領 詩 司 琴 音控 B1接待 1F接待 2F接待 職務人員 

傳道 
行程 

1 三(喜) 林崇道 
啟示錄 

十四 蘇真慧 陳美足 ----- ----- ----- ----- 江永生 松山 

3 五 蘇真弘 見證會 郭韋彤 柯昱新 蘇向榮 劉嘉麗 ----- ----- 楊聖智 大專 

4 安息日(上) 蔡又晴 ----- 黃承智 蔡綰儀 廖光予 丁榮聖 徐貴英 ----- 黃嘉倫 大專 

4 安息日(下) 蘇晉暉 ----- 陳俊任 邱靜芬 謝華怡 邱允和 梁曉薇 蔡宜芳 蘇真弘 大專 

7 二 林崇道 
恆切 

禱告會 陳博昀 謝毓甄 李孟恩 陳美足 ----- ----- 謝毓甄 松山 

8 三(喜) 蕭拿單 
啟示錄 

十五 步玉金 程麗美 ----- ----- ----- ----- 江永生 大專 

10 五 張孝誠 ----- 施詠熙 張孝瑜 郭賀翔 江可航 ----- ----- 鄭立源 大專 

11 安息日(上) 簡崇真 ----- 黃以柔 陳怡潔 蔡聆恩 丁  寧 唐明琴 ----- 蔡亞晴 大專 

11 安息日(下) 車志恒 ----- 王柏岑 趙憶萍 溫琇如 陳詩薇 羅萬達 劉嘉麗 蘇真弘 大專 

14 二 黃嘉聰  查經聚會 黃恩佑 李孟佳 劉敏芬 榮雲霄 ----- ----- 黃嘉倫 休假 

15 三(喜) 陳得力 
啟示錄 

十六 洪得人 蘇麗香 ----- ----- ----- ----- 江永生 松山 

17 五 林崇道 ----- 蘇向榮 姜又寧 馬萌澤 張榮慕 ----- ----- 鄭立源 松山 

18 安息日(上) 林崇道 ----- 黃以柔 蘇向瑄 黃承智 陳翠華 呂沛誼 ----- 楊聖智 松山 

18 安息日(下) 林崇道 ----- 羅致遠 蔡佳憓 朱瑞謙 王月娟 王連聖 邱瓊瑤 洪聖芳 松山 

19 日(下) ----- 福 音 茶 會 松山 

21 二 郭賀翔 ----- 洪真理 邱靜芬 李孟恩 蕭麗雯 ----- ----- 謝毓甄 馬祖 

22 三(喜) 高嘉訓 
啟示錄 

十七 
郭金城 陳美足 ----- ----- ----- ----- 江永生 馬祖 

24 五 王永昌 ----- 黃怡平 蔡亞晴 黃恩佑 周文章 ----- ----- 蔡亞晴 馬祖 

25 安息日(上) 方顗茹 ----- 車  駿 黃恩翊 張孝誠 程麗美 羅淑瑩 ----- 謝毓甄 馬祖 

25 安息日(下) 方顗茹 ----- 張孝誠 趙憶萍 車志恒 周貴美 董春富 范  坤 謝毓甄 馬祖 

28 二 黃嘉倫 ----- 陳玉關 洪聖芳 馬萌澤 洪惠華 ----- ----- 洪聖芳 大專 

29 三(喜) 林振富 生命講座 陳玉璽 程麗美 ----- ----- ----- ----- 江永生 松山 

31 五 林崇道 ----- 黃曼淯 姜又寧 劉敏芬 榮雲霄 ----- ----- 蔡亞晴 松山 

下午會前 

禱告帶領 
4楊聖智 11鄭立源 18蔡亞晴 25吳  垠 ----- 

讀經進度 4詩 40 11詩 41 18詩 42 25詩 43 ----- 

插花人員 4周佩君 11黃淑慈 18李照美 25李照美 ----- 

 

◎3/3(五)見證會(見證：謝嘉霖弟兄)。 

◎3/12(日)廖光予弟兄與王婉婷姊妹婚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