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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東南區辦事處 函 

 
 
 
 

受文者：忠智教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06 月 17 日 
發文字號：真東南字第 111-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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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課程教室網址及 QR code、學員分組表 

 
奉主耶穌聖名  
主  旨：通知舉辦學生靈恩會輔導員職前講習及課程協調會事宜。 
。 

說  明： 

    一、依據本區 111 年教牧組宗教教育類計畫辦理。 

       二、日期：111 年 6 月 30 日(星期四)至 7 月 1 日(星期五)。 

       三、地點： 忠智教會。 

       四、參加人員：6/30(班務人員 4 名、輔導員 8 名、講師 15 名，合計 27 名)。 

                     7/1(班務人員 4 名、輔導員 8 名，合計 12 名)。 

       五、6/30(19:30-20:00)線上實務操作，請各教會教育股及系負責協助線上測試。 

       六、班務人員：傳道(4 名)、輔導員：弟兄(4 名)、姊妹(4 名)，懇請忠智教會辦理 

           膳宿事宜。。 

 

   正本：忠智教會 

副本：臺灣總會（教牧處）、區負責人、傳道者、宗教教育委員、講師、輔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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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股負責人 

     

會計股負責人 出納股負責人 傳道 長執 

    

收文 

辦理 
承辦人： 

年   月   日 

字第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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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東南區國高中班學生靈恩會輔導員職前講習課程 

時間：6/30(四)～7/01(五) 

地點：忠智教會 

6/30(四) 

時間 課程 工作人員 參加人員 

19:00 前 報到 忠智教會 全體班務人員、輔導員、講師 

19:00-19:30 唱詩、禱告、勉勵 陳道生傳道 全體班務人員、輔導員、講師 

19:30-21:00 線上實務操作、課程說明 蘇立平傳道 全體班務人員、輔導員、講師 

21:10-21:30 點心 忠智教會 全體班務人員、輔導員、講師 

21:30-22:30 手冊研讀、測驗 

如何帶領小組 

蘇立平傳道 全體輔導員 

23:00 就寢       忠智教會          全體輔導員 

 
7/01(五) 

時間 課程 工作人員 參加人員 

07:00 早餐 忠智教會 全體輔導員 

07:30-08:00 輔導員的服事態度 蘇立平傳道 全體輔導員 

08:30-09:00 學生靈恩會的意義 班務人員 全體輔導員 

09:10-10:00 班級課程瀏覽 蘇立平傳道 全體輔導員 

10:20-11:00 輔導員實務 Q&A 蘇立平傳道 全體輔導員 

11:20-12:00 線上實務操作演練 蘇立平傳道 全體輔導員 

12:10-13:00 中餐 忠智教會 全體輔導員 

13:00-19:30 自由時間 輔導員 全體輔導員 

19:30-21:00 晚間聚會 忠智教會 全體輔導員 

      班規 

1.前晚早睡養精神，精神抖擻不打盹。 

2.穿戴整齊的衣服，準備誠心見耶穌。 

3.網路會堂準時上，決不遲到神空等。 

4.專心崇拜無旁鶩，不玩遊戲不追劇。 

5.準備好筆和筆記，記下智慧和真理。 

6.道理深記存心裡，自我評量再複習。 

7.與神談話禱告會，二十分鐘不可少。 

8.長大成人心志熟，尊重自己尊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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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課程教室 

國中班 

大教室 
 

第一組 

 

高中班 

大教室 
 

第一組 

 
https://meet.google.com/hjf-jbvk-bzg  https://meet.google.com/hvx-iuun-rvx 

國中班 

第二組 

 

高中班 

第二組 

 
https://meet.google.com/hwz-psui-esv https://meet.google.com/xjh-uqdj-ney 

國中班 

第三組 

 

高中班 

第三組 

 
https://meet.google.com/pqk-gzht-hfg https://meet.google.com/mrp-wrkk-eoc 

合班課程到➜國中班大教室 
高中班 

第四組 

 
 https://meet.google.com/uib-ohiv-nao 

             

            國中班輔導員 

        秀媛：第一組 
        厚恩：第二組 

        佳盈：第三組 

        約樂：第四組-實體 

 

   高中班輔導員 

   秀儀：第一組 
   有傑：第二組 

   永聖：第三組 

   恩歆：第四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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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東南區國中班學生靈恩會名單 

序 視訊方式 姓名 所屬教會 年級 地點 

  第一組：視訊教室於國中班-大教室 

1 教會視訊 李唯悅 三仙教會 升國中七年級 
美山教會 

2 教會視訊 賴恩惠 忠孝教會 升國中七年級 

3 個人視訊 陳驍捷 東光教會 升國中八年級 自家 

4 個人視訊 豐湙 東光教會 升國中七年級 自家 

5 個人視訊 張恆安 臺東教會 升國中九年級 自家 

6 個人視訊 林喜得 臺東教會 升國中八年級 自家 

7 個人視訊 張芯愷 和平教會 升國中七年級 自家 

8 個人視訊 廖沛全 東河小區 升國中七年級 自家 

9 個人視訊 翁宇恩 東河小區 升國中七年級 自家 

10 個人視訊 陳歆頡 鐵路小區 升國中八年級 自家 

11 個人視訊 周家綺 鐵路小區 升國中九年級 自家 

  第二組：視訊教室於國中班-第二組 

1 教會視訊 胡恆心 成功教會 升國中九年級 

成功教會 
2 教會視訊 蘇懷 成功教會 升國中九年級 

3 教會視訊 陳芳綾 成功教會 升國中七年級 

4 教會視訊 葉冠朋 成功教會 升國中八年級 

5 個人視訊 陳宥孜 東光教會 升國中七年級 自家 

6 個人視訊 陳恩慈 臺東教會 升國中九年級 自家 

7 個人視訊 陳以倫 臺東教會 升國中九年級 自家 

8 個人視訊 陳璽恩 東河小區 升國中八年級 自家 

9 個人視訊 林炫亦 東河小區 升國中七年級 自家 

10 個人視訊 陳仕鴻 鐵路小區 升國中七年級 自家 

  第三組：視訊教室於國中班-第三組 

1 教會視訊 黃瑄庭 金崙教會 升國中七年級 
金崙教會 

2 教會視訊 羅強 金崙教會 升國中九年級 

3 個人視訊 郭晨曦 東光教會 升國中七年級 自家 

4 個人視訊 廖晨暄 臺東教會 升國中九年級 自家 

5 個人視訊 鍾禹捷 臺東教會 升國中八年級 自家 

6 個人視訊 游文佐 八邊教會 升國中八年級 自家 

7 個人視訊 陳薇妮 東河小區 升國中七年級 自家 

8 個人視訊 李冠逸 東河小區 升國中七年級 自家 

9 個人視訊 王臣禹 豐田教會 升國中八年級 自家 

10 個人視訊 陳宇豪 鐵路小區 升國中八年級 自家 

  第四組：忠智教會(實體) 

1 教會視訊 吳俊平 忠智教會 升國中九年級 

忠智教會 

2 教會視訊 陳慧琳 忠智教會 升國中八年級 

3 教會視訊 信恩妮 忠智教會 升國中七年級 

4 教會視訊 劉昊宇 忠智教會 升國中七年級 

5 教會視訊 高程恩 芝田教會 升國中九年級 

6 教會視訊 林宇哲 芝田教會 升國中九年級 

7 教會視訊 林  晨 芝田教會 升國中八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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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東南區高中班學生靈恩會名單 

序 視訊方式 姓名 所屬教會 年級 地點 

 第一組：視訊教室於高中班-大教室 

1 教會視訊 吳宸恩 成功教會 升高中/高職二年級、五專二 

成功教會 

2 教會視訊 吳宸頨 成功教會 升高中/高職一年級、五專一 

3 教會視訊 胡子謙 成功教會 升高中/高職二年級、五專二 

4 教會視訊 蘇璇 成功教會 升高中/高職二年級、五專二 

5 教會視訊 邱妤恩 成功教會 升高中/高職一年級、五專一 

6 個人視訊 蘇昂承 東光教會 升高中/高職一年級、五專一 自家 

7 個人視訊 廖晨昕 臺東教會 升高中/高職三年級、五專三 自家 

 第二組：視訊教室於高中班-第二組 

1 教會視訊 潘信益 忠智教會 升高中/高職三年級、五專三 

忠智教會 2 教會視訊 劉哲宇 忠智教會 升高中/高職三年級、五專三 

3 教會視訊 沈哲章 忠智教會 升高中/高職二年級、五專二 

4 個人視訊 陳子勤 東光教會 升高中/高職一年級、五專一 自家 

5 個人視訊 張育安 臺東教會 升高中/高職二年級、五專二 自家 

6 個人視訊 黃恩棋 美和教會 升高中/高職三年級、五專三 自家 

7 個人視訊 劉威佑 鐵路小區 升高中/高職三年級、五專三 自家 

 第三組：視訊教室於高中班-第三組 

1 教會視訊 羅祖兒 金崙教會 升高中/高職二年級、五專二 金崙教會 

2 個人視訊 蘇扉恩 東光教會 升高中/高職三年級、五專三 自家 

3 個人視訊 陳以衡 臺東教會 升高中/高職二年級、五專二 自家 

4 個人視訊 林詩恩 美和教會 升高中/高職三年級、五專三 自家 

5 個人視訊 陳煥 豐田教會 升高中/高職一年級、五專一 自家 

6 個人視訊 陳仕杰 鐵路小區 升高中/高職一年級、五專一 自家 

7 個人視訊 陳恩璇 鐵路小區 升高中/高職二年級、五專二 自家 

 第四組：視訊教室於高中班-第四組 

1 個人視訊 陳翔宇 東光教會 升高中/高職三年級、五專三 自家 

2 個人視訊 高至盛 東光教會 升高中/高職二年級、五專二 自家 

3 個人視訊 林喜真 臺東教會 升高中/高職一年級、五專一 自家 

4 個人視訊 賴宇嬅 美和教會 升高中/高職三年級、五專三 自家 

5 個人視訊 陳秀娟 鐵路小區 升高中/高職一年級、五專一 自家 

6 共同視訊 鄭紫妤 南溪教會 升高中/高職三年級、五專三 鄭睿妤 鄭紫妤 

共同視訊 7 共同視訊 鄭睿妤 南溪教會 升高中/高職三年級、五專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