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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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月 11 日 
發文字號：真東南字第 111-0016 號 
速    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    件：課程表、報名表 

奉主耶穌聖名  

主旨：通知舉辦『東南區兒教組教員進修會』事宜，敬請踴躍報名參加。 

說明： 

    一、依據總會教牧處課程安排，本區配合辦理。 

    二、舉辦日期：111 年 5 月 22 日(星期日) 08：30-15：00。 

    三、舉辦地點：成功教會。 

    四、參加對象：全體兒教組教員（含實習及見習），青教組教員可自由參加，並選擇班 

                   級分班進修。 

     五、報名方式：掃描 QR-Code 網路報名或傳真報名表至辦事處， 4 月25 日截止。 

     六、懇請成功教會辦理當日中餐及接待事宜，人數另行通知。 

 

正本：東南區全體教會 

副本：臺灣總會、區負責人、傳道者、宗教教育組、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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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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區兒教組教員進修會 

                            111/5/22（星期日）于成功教會 

 時間 課程 講員 

08:30-09:00 教員報到 劉淑美、林惠琴 

09:00-09:10 唱詩、禱告 潘世明傳道 

09:10-09:50 兒教組新課程目標與課程架構 簡瑞斌傳道 

09:50-10:30 
崇拜課程說明 20分 

輔導課程說明 20分 

黃克聖 

簡雅琳 

10:30-10:50 茶點 

10:50-12:10 

※分班課程 

崇拜課L2 輔導課L12示例 (少年班) 

10:50-11:30 11:30-12:10 

黃克聖 簡芷瑩 

崇拜課L1 輔導課L11示例 (幼年班) 吳恩喜 簡雅琳 

崇拜課L2 輔導課L11示例 (幼兒班) 張乃文 林琦瑋 

12:10-13:20 午餐、休息 

13:20-13:50 詩頌課示例 陳淑君 

13:50-14:10 美編e化 林雨薇 

14:10-14:35 討論與分享 黃克聖 

14:35-14:45 唱詩、禱告 陳道生傳道 

15:00 平安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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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南區兒教組教員進修會報名表    (填報教會:            ) 

                                                                                          

序 姓名 現任組別 教員資格 參加分班進修課程 

1 
 □教育股  □系負責 

□兒教組  □青教組 

 □正式  □實習 

 □見習  □其他 

 □幼兒班  □幼年班 

 □少年班   

2 
 □教育股  □系負責 

□兒教組  □青教組 

 □正式  □實習 

 □見習  □其他 

 □幼兒班  □幼年班 

 □少年班   

3 
 □教育股  □系負責 

□兒教組  □青教組 

 □正式  □實習 

 □見習  □其他 

 □幼兒班  □幼年班 

 □少年班   

4 
 □教育股  □系負責 

□兒教組  □青教組 
 □正式  □實習 

 □見習  □其他 

 □幼兒班  □幼年班 

 □少年班   

5 
 □教育股  □系負責 

□兒教組  □青教組 
 □正式  □實習 

 □見習  □其他 

 □幼兒班  □幼年班 

 □少年班   

6 
 □教育股  □系負責 

□兒教組  □青教組 
 □正式  □實習 

 □見習  □其他 

 □幼兒班  □幼年班 

 □少年班   

7 
 □教育股  □系負責 

□兒教組  □青教組 
 □正式  □實習 

 □見習  □其他 

 □幼兒班  □幼年班 

 □少年班   

8 
 □教育股  □系負責 

□兒教組  □青教組 
 □正式  □實習 

 □見習  □其他 

 □幼兒班  □幼年班 

 □少年班   

9 
 □教育股  □系負責 

□兒教組  □青教組 
 □正式  □實習 

 □見習  □其他 

 □幼兒班  □幼年班 

 □少年班   

10 
 □教育股  □系負責 

□兒教組  □青教組 
 □正式  □實習 

 □見習  □其他 

 □幼兒班  □幼年班 

 □少年班   

11 
 □教育股  □系負責 

□兒教組  □青教組 
 □正式  □實習 

 □見習  □其他 

 □幼兒班  □幼年班 

 □少年班   

12 
 □教育股  □系負責 

□兒教組  □青教組 
 □正式  □實習 

 □見習  □其他 

 □幼兒班  □幼年班 

 □少年班   

13 
 □教育股  □系負責 

□兒教組  □青教組 
 □正式  □實習 

 □見習  □其他 

 □幼兒班  □幼年班 

 □少年班   

14 
 □教育股  □系負責 

□兒教組  □青教組 
 □正式  □實習 

 □見習  □其他 

 □幼兒班  □幼年班 

 □少年班   

15 
 □教育股  □系負責 

□兒教組  □青教組 
 □正式  □實習 

 □見習  □其他 

 □幼兒班  □幼年班 

 □少年班   

    
    辦事處傳真：343549    
    報名截止日：4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