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
法人

真耶穌教會東南區辦事處    函     105 年 12 月 12 日真東南字第 1050092 號 

地  址：95052 臺東市傳廣路 129 號  
電  話：(089)345642   傳 真：(089)343549 
辦事員：蔡瑞蓮  E-mail: southeast@tjc.org.tw 

受  文  者：東南區全體教會及傳道者  

副本收受者：臺灣總會、總會負責人、區負責人  

奉主耶穌聖名 

主 旨：通知舉開第 21 屆東南區信徒代表第四次會議，敬請相關人員準時與會。 

說 明： 

一、 依據總會辦事細則第四十七至五十六條文辦理。 

二、 開會事由：○1 105 年度工作計畫執行情形報告及檢討。 

               ○2 審核 106 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 

○3 議決區負責人及各教會職務會之案題。 

三、會議日期：106106106106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    ((((上午 08:30 報到、09:00 開始、12:00 結束))))。。。。  

四、會議地點：成功教成功教成功教成功教會會會會（請成功教會辦理當日中餐事宜）。 

五、出席人員：東南區全體信徒代表（如附名單）。 

列席人員：全體傳道者、總會負責人(關懷小組)、教會負責人、各組召集人。 

六、屆時請出席人員攜帶議案書與會，以利會議進行。（議案書另寄） 

七、函附提案表乙張，請提案單位於 12 月 20 日前逕寄或傳真至區辦事處。 

  順   頌     

以 馬 內 利 

 區負責 葉雄福 
 

簽
閱 

教務負責人 總務負責人 財務負責人 長執 傳道 

     

收文 

辦理 

 年  月  日 

 承辦者： 字第   號 



  第 21 屆東南區信徒代表名單 （請公告名單並撥冗出席會議）144 人 

   

 
       ※列席人員:全體傳道者、東南區關懷小組、教會負責人、各組召集人。 

教會 姓名 教會 姓名 教會 姓名 教會 姓名 

  陳明哲  美山 柯玉美  嘉平 林秀霞 良溪 董豐財 

靜浦 鄭美玲   曾順來   楊生才   郭以樂 

  曾明來   蔡恩民 豐田 王維真   張能昌 

  鄭恩賜 忠智 孔智杰   陳玉珍 金崙 杜忠翔 

南溪 胡錦年   蔣富安   陳阿良   羅政軍 

  鄭玉菊   劉嘉恩 豐泉 林秋蘭   戴永明 

  葉榮和   蔡秀花   張玉美   唐宏恩 

大俱來 黃阿珠   曾王鴛鴦   鍾金成 豐南 王世光 

  鄭美珠   陳聖榮 小馬 鍾金隣   吳美花 

  朱忠實 三仙 吳聖恩   李秀春   陳有明 

三間 林東波   林泉源   唐儀豐 德高 王明恩 

  陳樹本   林春妹 美蘭 王來旺   黃雪珍 

  宋明導   林信光   林美娘   陳雅彩 

真柄 高清明 高台 鄭勝利   昌聖恩 月美 劉惠珠 

  宋合花   林富雄 隆昌 吳連發   黃莉玲 

  李雅各   簡恆信   余政雄   王貴賢 

忠勇 
  

陳元貴   柯靈生   林素花 瑞源 陳進福 

陳蘭英   陳惠美   田盛德   黃選明 

田組 陳馬路 成功 吳明發 興昌 石清原   徐秋洋 

  

  

陳萬居   蔣秀枝   蔡惠美 池上 陳義賢 

李阿正   林玉美   陳忠誠   李鴻明 

竹湖 莊延子   陳建宏 都蘭 王明雄   張謙信 

  劉福生   潘永生   林秀美 臺東 陳祁正偉 

  曾金龍   王堅信   陳致敏   廖嘉牧 

重安 曾金蓮 忠仁 王榮貴 漁橋 陳源德   向文靜 

  曾秀蘭   林金憲   廖淑真   林寬裕 

  陳恩隆   田堅誠   羅進生 華源 周丁鋒 

忠孝 朱蘭妹 八邊 林阿財 石川 胡錦枝   林美麗 

  林清芬   洪貴花   林進富 太麻里 許沐霖 

  林明輝   武從道   林志祥   陳秀美 

  田文明 和平 林金榮 大橋 林志清   吳金生 

芝田 徐明輝   林振道   林照雄 東光 曾德貴 

  施榮道   王光輝   黃振和   鄭玉香 

  陳惠妹 鹽濱 張花 美和 黃獻信     

美山 陳建志   陳玉妹   曾春慧     

  

陳萬貴 

嘉平 

陳恩光   金泰和     

沈正華 李新天 良溪 吳謙善 



 

106 年 1月 8日東南區信徒代表會議提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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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提案單位:         （單位用印） 

 
 
 
                     

※收件期限：105 年 12 月 20 日（逾期恕不受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