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共9頁 
 

裝 

訂 

線 

財團
法人

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東南區辦事處 函 

 
 
 
 

受文者：東南區全體教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01 月 22 日 

發文字號：真東南字第 111-0012 號 

速  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會議紀錄及各組幹部組織一覽表。 

奉主耶穌聖名 

  
主 旨：檢送第 23 屆東南區信徒代表第三次會議會議紀錄及各組幹部組 
       織一覽表，敬請查閱並公告週知。 

 
                                                                                                                             

正本：東南區全體教會 

副本：臺灣總會、總會負責人(東南區關懷小組)、區負責人、傳道者、各組幹部、 

      臺東縣橄欖社會關懷服務協會。 

 

順 頌 

以 馬 內 利 

          區負責 賴賢忠 
 

 

 

 

 

地  址：95052 臺東市傳廣路 129 號  
承辦人：蔡瑞蓮 
電  話：(089)345642  
傳  真：(089)343549 

簽
閱 

教牧股負責人 宣道股負責人 教育股負責人 事務股負責人 長執 

    

 會計股負責人 出納股負責人 資訊股負責人 傳道 

    

收文 

辦理 
承辦人： 

年   月   日

字第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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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三屆東南區信徒代表第三次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日期 111 年 01 月 09 日(星期日) 時間 上午 9:00-13:00 地點 成功教會 

主席 陳以巴弗執事 副主席  記錄 蔡瑞蓮姊妹 

應到：145 名 出席：117 名 請假：10 名 缺席：18 名 列席：18 名 

奉主耶穌聖名開會 

【壹】唱        詩   

【貳】禱        告 

【參】致        詞 (總會負責人東南區關懷小組/陳錦榮傳道) 

【肆】前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伍】110 年各組工作報告(區負責人) 

【陸】111 年各組工作計畫預算(區負責人) 

【柒】討 論 提 案 

一號案 

      提案者：區負責人會          

      案  題：110 年本區各組支出決算承認案。  

      說  明：參閱各組年度支出統計報表(第 25-26 頁次)。 

      辦  法：(1)依各組支出決算承認。 

              (2)殘款 698,165 元。 

      決  議：110 票承認通過。          

 

      二號案  

      提案者：區負責人會 

      案  題：111 年各組工作計畫預算同意案。 

      說  明：參閱各組年度計畫及經費概算表(第 38-65 頁次)。 

      辦  法：（1）依照各組工作計畫預算同意執行。 

             （2）提撥 110 年殘款 590,768 元補 111 年歲出預算不足額。  

             （3）110 年殘款 107,397 元撥入聖工發展專戶。       

決  議：111 票同意通過辦法(1)，108 票通過辦法(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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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紀錄 

       

三號案  

      提案者：區負責人會 

      案  題：區查帳員遴選案。 

      說  明：任期屆滿，遴選產生。 

      辦  法：（1）由區信徒代表推選二名具會計常識恩賜者擔任該職。 

             （2）任期(111 年 1 至 12 月)，連選得連任。 

             （3）每三個月查帳一次。 

      決  議：華源/周丁鋒、大橋/林志祥。 

 

 

四號案  

      提案者：區負責人會 

      案  題：各教會推派一名職務人員列為橄欖社會關懷服務協會團體會員同意案。 

      說  明：為使本區橄欖社會關懷服務協會組織運作正常及協助達成各項計畫任務，特提本 

              案執行議決。 

      辦  法：（1）依據橄欖社會關懷服務協會章程實施。 

             （2）各教會推派一名職務人員(具信徒代表身份)列為橄欖社會關懷服務協會團體會 

                 員，並行使會員大會職權。 

             （3）每名會員繳納入會費 500 元，常年會費 100 元，由各教會支出。 

             （4）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決  議：86 票同意通過，並於每年區會議時提出執行報告。 

 

 

五號案  

      提案者：區負責人會 

      案  題：暫付橄欖社會關懷服務協會執行老人日托業務費用案。 

      說  明：因橄欖社會關懷服務協會向政府機關申請之 111 年 1-5 月關懷據點補助經費，預 

              計 6 月才會核撥至承辦單位，故教區先暫支部分費用，以利執行相關業務。 

      辦  法：（1）由東南區 110 年老人日托殘款暫付 50 萬元予橄欖社會關懷服務協會支用。 

             （2）橄欖社會關懷服務協會需於政府機關核撥經費後得全數歸還至該專戶，並立 

                  據攤還證明以示負責。 

      決  議：86 票同意通過。 

 

 

【捌】臨時動議 

【玖】宣導事項(區負責/賴賢忠傳道) 

【拾】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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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東南區各組幹部組織一覽表 

組   別 職務 姓名 職務 姓名 

醫療宣道小組 

輔導：蔡順榮傳道 

召集人 （東光）曾桂蘭 組員 （金崙）戴永明 

組員 （臺東）李來妹 組員 （美和）潘以諾 

組員 （美和）江婕恩 組員 （忠智）劉淑美 

組員 
（南溪）蔡美香 

組員 （臺東）陳祁正偉 

組員 
（德高）黃雪珍 

  

生命教育小組 

輔導：蘇立平傳道 

 

總召 （美和）潘弘智 財務 （臺東）廖惠旻 

課務 (臺東)林珓暖 關懷 （臺東）陳慈芝 

活動 （臺東）羅智明 關懷 （美和）詹培儀 

總務 （鹿港）王以聖 美工 （高雄）蔡詠薇 

詩頌 （臺東）陳子萱 美工 （高雄）黃有翔  

 

東南區會訊 

小組 

輔導：劉明德傳道 

  

總編輯 （臺東）李素珍 成功小區 （忠智）孔智杰 

美編、排版 （美和）金慧茹 長濱小區 （靜浦）鄭美玲 

小品文編 （隆昌）廖淑貞 東河小區 （興昌）蔡惠美 

臺東小區 （臺東）陳意爭 鐵路小區 （月美）黃莉玲 

 召集人 （臺東）陳子萱 組員 （臺東）李月香 

榮家關懷小組 組員 （臺東）李來妹 組員 （臺東）陳素梨 

輔導：蘇立平傳道 組員 （東光）鄭玉香 組員 （臺東）陳盈汝 

 組員 （臺東）曾純宇   

 開拓組召集人 （三仙）陳聖榮 成功開拓 (成功)簡正義 

宣道開拓關懷 老人日托 （忠孝）陳恩隆 成功開拓 (成功)胡清發 

輔導：蔡順榮傳道 蘭嶼開拓 (成功)簡明德 成功開拓 (三仙)陳聖榮 

 綠島開拓 (臺東)陳子萱 長濱開拓 (真柄)宋約珥 

 金良 開拓 (東光)林恩靈 長濱開拓 (忠智)黃恩德 

 臺東開拓 (美和)潘以諾 鐵路鐵路 (三仙)武成文 

 臺東開拓 (臺東)陳子萱 校園開拓 (東光)曾桂蘭 

 東河開拓 (漁橋)沈昌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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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職務 姓名 職務 姓名 

宣道開拓關懷 

輔導：蔡順榮傳道 

訓練組召集人 (東光)林恩靈 關懷組 (成功)簡正義 

文宣 (金崙)戴永明 關懷組 (芝田)施約翰 

課程 (隆昌)廖淑貞 關懷組 (三仙)陳聖榮 

策劃組召集人 
(三仙)武成文 

關懷組 (真柄)宋約珥 

策劃組 (成功)簡明德 關懷組 (忠智)黃恩德 

策劃組 (三仙)陳聖榮 關懷組 (三仙)武成文 

策劃組 (成功)簡正義 關懷組 (建農)陳  義 

策劃組 (忠孝)陳恩隆 關懷組 (漁橋)沈昌敏 

關懷組 (東光)林恩靈 
關懷組 (東光)曾桂蘭 

關懷組 (美和)潘以諾 關懷組 (東光)陳素梨 

婚姻輔導 

(任期 109-112 年) 

輔導:林有志傳道 

召集人 （南溪）鄭恩賜 長濱小區 （田組）陳彌迦 

臺東小區 （美和）黃獻信 成功小區 （忠智）劉淑美 

臺東小區 （臺東）張乃文 成功小區 （忠智）蔡恩民 

臺東小區 （東光）戴永光 成功小區 （和平）張世華 

東河小區 （都蘭)林玉花 鐵路小區 (池上)黃士美 

 東河小區 (隆昌)余政雄 鐵路小區 (月美)黃莉玲 

 契長 （東光）林春美 金崙課務 (金崙)張凱倫 

 
課務 （東光）林建助 美和契長 (美和)潘慈恩 

活動 （臺東）羅智明 美和課務 (美和)潘惟馨 

社青聯契 臺東契長 (民雄)李苡婷 長濱小區 (南溪)胡錦年 

輔導：謝漢卿傳道 臺東課務 (臺東)廖惠旻 成功小區 (忠智)孔淵 

 東光契長 (東光)張凱恩 臺東小區 (東光)曾翊羚 

 東光課務 (東光)高至善 東河小區 (興昌)石金玉 

 金崙契長 (金崙)張凱偉 鐵路小區 (德高)林孝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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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職務 姓名 職務 姓名 

聖樂推展小組 

輔導：劉明德傳道 

 

召集人 （嘉平）陳慧恩 幹部 (良溪)陳以琳 

幹部 (靜浦)鄭美玲 幹部 (金崙)張凱偉 

幹部 (忠智)江竹花櫻 幹部 (月美)黃美珍 

幹部 (成功)陳詩怡 幹部 (興昌)蔡惠美 

幹部 (民雄)李苡婷 利河伯詩班 （臺東）俞承宏 

幹部 (美和)洪逢源   

 

臺東大學團契 

輔導：蘇立平傳道 

契長 (望美)田林祈典 關懷(女) (東光)陳永貞 

課務 (汐止)簡佳盈 詩頌 (高雄)沈秀儀 

關懷(男) (忠智)陳昱嘉 總務 (鹿港)姚皓誠 

東南區旅外大專團契 

輔導：蘇立平傳道 

契長 (南寮)潘江杰 詩頌 (東光)陳永聖 

副契 (成功)陳亞設 資訊 (林口)吳承軒 

課務 (東光)吳家馨 財務 (東光)陳永貞 

活動 (東光)高至全   

 

晨光聯合團契 

輔導：潘世明傳道 

(0911-858116) 

契長 （鹿港）王以聖 幹部 （成功）林惠琴 

幹部 （金崙）張凱倫 幹部 （月美）黃莉玲 

幹部 （忠智）孔智杰 幹部 （興昌）蔡惠美 

幹部 （美和）潘弘智   

長青學苑 

老人日托管理委員 

輔導：武成文長老 

總幹事 (忠孝) 陳恩隆 忠智班 (忠智)蔡恩民 

執行秘書 (東光)吳秋仔 美和班 （美和）潘以諾 

成功班 (成功)吳明發 都蘭班 (都蘭)林恩祥 

德高班 (德高)王明恩 金崙班 （金崙）羅政軍 

和平班 (和平)張世華 田組班 （忠勇）李雅各 

大橋班 (大橋)林志祥   

學生團契 

管理委員 

主委：陳道生傳道 

 

委員 （忠智）劉淑美 
委員 （月美）高建勝 

委員 （南溪）鄭恩賜 委員 （金崙）羅政軍 

委員 （興昌）蔡惠美 委員 (區負責)賴賢忠 

委員 （美和）潘以諾 委員 (區教牧)陳道生 

委員 （臺東）廖嘉牧 委員 (輔導)林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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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職務 姓名 職務 姓名 

宗教教育委員 

(全人教育) 

輔導：潘世明傳道 

 

主委 區教牧( 陳道生) 系負責 (興昌)蔡惠美 

召集人 （忠智）劉淑美 系負責 (南溪)蔡美香 

教育股 (金崙)張凱倫 兒教委員 （東光）陳詩薇 

教育股 (東光)吳恩喜 兒教委員 (東光)吳恩喜 

教育股 (臺東)鍾岳宏 青教委員 （臺東）羅智明 

教育股 (東光)曾翊羚 青教委員 （鹿港）王以聖 

教育股 (美和)林淑蓉 高教委員 （美和）詹培儀 

教育股 (嘉平)陳慧恩 高教委員 (東光）林建助 

教育股 (大橋)林恩 成教委員 社青聯契(林春美) 

教育股 （成功）林惠琴 成教委員 聖樂推展(陳慧恩) 

教育股 (美山)柯玉美 成教委員 婚姻輔導(鄭恩賜) 

系負責 (芝田)蔡春惠 成教委員 彼得團契(朱光明) 

系負責 （月美）黃莉玲 成教委員 老人日托(吳秋仔) 

系負責 (豐田)陳來姻   

長青學苑 

老人日托管理委員 

輔導：武成文長老 

總幹事 (忠孝) 陳恩隆 忠智班 (忠智)蔡恩民 

執行秘書 (東光)吳秋仔 美和班 （美和）潘以諾 

成功班 (成功)吳明發 都蘭班 (都蘭)林恩祥 

德高班 (德高)王明恩 金崙班 （金崙）羅政軍 

和平班 (和平)張世華 田組班 （忠勇）李雅各 

大橋班 (大橋)林志祥   

彼得團契 

輔導：武成文長老 

 

契長 朱光明 成功區聯絡員 楊一盛 

課務 陳玉華 布袋區聯絡員 陳忠華 

財務. 資訊 蔡美香 宜蘭區聯絡員 高福雄 

基隆區聯絡員 林明德 前鎮區聯絡員 沈昌敏 

花蓮區聯絡員 嚴明德 臺南區聯絡員 沈真義 

長濱區聯絡員 鄭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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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職務 姓名 職務 姓名 

交通事故諮詢小組 

輔導：廖嘉牧執事 

組員 （東光）高旯勩貲 
組員 （金崙）羅春明 

組員 （南溪）鄭恩賜 組員 （臺東）廖欽龍 

組員 （臺東）廖奇全 組員 （隆昌）余政雄 

組員 （東光）戴永光 組員 （東光）吳金生 

組員 （月美）高建勝 組員 （大俱來）黃勝勇 

組員 （竹湖）陳清欽   

區評鑑小組 

輔導：廖嘉牧執事 

委員 （三仙）陳聖榮 委員 （美和）黃育芳 

委員 （建農）陳義 委員 （忠孝）林清芬 

※區負責人為當然委員 

 

緊急救難執行小組 

   輔導：廖嘉牧執事 

   

組員  （東光）高旯勩貲 組員 （臺東）廖奇全 

組員 （真柄）宋約珥 組員 （臺東）陳祁正偉 

組員 （東光）吳金生 組員 （東光）戴永光 

※各小區總務組為當然組員 

治喪委員 

   輔導：簡正義長老 
顧問/徐明城 ※各小區總務組為當然委員 

區聖工推展委員 

輔導：賴賢忠傳道 

宣道組 （三仙）武成文 教牧組 （東光）吳秋仔 

宣道組 （東光）曾桂蘭 教牧組 （南溪）鄭恩賜 

宣道組 （東光）林恩靈 文宣組 （臺東）李素珍 

宣道組 （臺東）陳子萱 文宣組 （美和）金慧茹 

宣道組 (三仙)陳聖榮 總務組 （竹湖）陳清欽 

宣道組 （美和）潘弘智 總務組 （成功）簡正義 

教牧組 （忠智）劉淑美 總務組 （臺東）羅智明 

教牧組 （東光）林春美 財務組 (小馬)林恆謙 

教牧組 (布袋)朱光明 財務組 (良溪)陳以琳 

教牧組 (嘉平)陳慧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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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職務 姓名 職務 姓名 

 

區審查委員 

執事代表 

(任期 111-113 年) 

    輔導：賴賢忠傳道 

委員 (真柄)宋約珥 委員 (忠孝)陳恩隆 

委員 (都蘭)林恩祥 委員 (忠智)孔智杰 

委員 (東光)林恩靈 委員 (池上)陳以巴弗 

委員 (東光)曾腓利   

聖職代表 

(任期 111-113 年) 

   輔導：賴賢忠傳道 

   

代表 (真柄)宋約珥 代表 (忠智)孔智杰 

代表 (都蘭)林恩祥 代表 （忠智）劉淑美 

代表 (東光)吳金生 代表 (成功)胡清發 

代表 (臺東)廖嘉牧 代表 (小馬)林恆謙 

代表 (忠孝)陳恩隆 代表 （池上）陳以巴弗 

代表 (忠智)劉嘉恩   

 

第 73 屆總會 

信徒代表 

(任期 109-112 年) 

   輔導：賴賢忠傳道 

  

 

代表 （池上）陳以巴弗 代表 （竹湖）陳清欽 

代表 （太麻里）許沐霖 代表 （忠孝）林清芬 

代表 （東光）曾振華 代表 (成功)胡清發 

代表 (大橋)林志祥 代表 (真柄)宋約珥 

代表 （三仙）李明光 代表 （漁橋）陳致敏 

代表 (成功)吳明發 代表 （高臺）陳泰明 

代表 (靜浦)鄭美玲 代表 （忠智）孔智杰 

總會負責人 

東南區關懷小組 

總會負責人 陳錦榮傳道 總會負責人 簡明德傳道 

總會負責人 黃嘉明傳道 總會負責人 鄭恩賜執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