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

法人
真耶穌教會東南區辦事處    函     107 年 5 月 14 日真東南字第 107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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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區各教會 

副本收受者：臺灣總會、區負責人、教育委員、傳道者、班務人員 

奉主耶穌聖名 

主 旨：通知本區舉開『高中班聖經營』，即日起受理報名。 

說 明： 

    壹、依據本區 107 年教牧組宗教教育類計畫辦理。 

    貳、國高中靈恩會舉辦日期：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至至至至 7777 月月月月 13131313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參、開班地點：芝田芝田芝田芝田教會教會教會教會（臺東縣成功鎮三仙里芝田路 65 號/089-852767）。 

    肆、報名費:每名伍佰元（由報名教會統一收齊，承辦教會開立內部往來憑證）。 

    伍、為讓承辦教會順利辦理各項籌備工作，敬請各教會教牧股或教育股於 6666////20202020 前逕寄或 

        傳真報名表至辦事處。 

    陸、輔導員名單及職前講習日期另行通知。 

    柒、注意事項:○1 請參加學員攜帶聖經、讚美詩、身分證、健保 IC 卡、盥洗用品。 

                 ○2 請學員把握此聖會多方學習真理、祈求靈恩以操練己身，並遵守服從該班各 

                   項規定與帶領。 

                 ○3 服裝儀容需整潔端莊，會堂內不得穿短褲，不得染髮。 

                 ○4 為配合聖餐禮及惜別會，請學員攜帶一套正式服裝。 

                 ○5 為配合體驗活動，請攜帶一套長袖及長褲。 

    附  件：報名表、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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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2012018888 東南區高中班聖經營課程表東南區高中班聖經營課程表東南區高中班聖經營課程表東南區高中班聖經營課程表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真實的愛真實的愛真實的愛真實的愛                                                                        經卷經卷經卷經卷：：：：雅各書雅各書雅各書雅各書                7/8~7/13   7/8~7/13   7/8~7/13   7/8~7/13   芝田芝田芝田芝田教會教會教會教會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7/8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日日日日 

7/9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一一一一 

7/10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二二二二 

7/11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三三三三 

7/12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四四四四 

7/13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 

06:45~7:00 

晨晨晨晨 操操操操 

 

輔導組 輔導組 輔導組 輔導組 輔導組 

07:10~07:50 

早早早早 禱禱禱禱 

雅各書第一章雅各書第一章雅各書第一章雅各書第一章 

((((陳道生陳道生陳道生陳道生))))    

雅各書第二章雅各書第二章雅各書第二章雅各書第二章 

((((陳進榮陳進榮陳進榮陳進榮))))    

雅各書第三章雅各書第三章雅各書第三章雅各書第三章 

((((鄭雅倫鄭雅倫鄭雅倫鄭雅倫))))    

雅各書第四章雅各書第四章雅各書第四章雅各書第四章 

((((林家恩林家恩林家恩林家恩))))    

雅各書第五章雅各書第五章雅各書第五章雅各書第五章 

((((賴賢忠賴賢忠賴賢忠賴賢忠))))    

08:40~09:30 

主題課程主題課程主題課程主題課程

(一一一一) 

愛是愛是愛是愛是~ 

恆忍又有恩慈恆忍又有恩慈恆忍又有恩慈恆忍又有恩慈 

((((鄭雅倫鄭雅倫鄭雅倫鄭雅倫))))    

愛是愛是愛是愛是~ 

不自誇不張狂不自誇不張狂不自誇不張狂不自誇不張狂 

((((林家恩林家恩林家恩林家恩))))    

08:00~09:30 
愛是愛是愛是愛是~ 

不求自己益處不求自己益處不求自己益處不求自己益處 

((((劉明德劉明德劉明德劉明德))))    

愛是愛是愛是愛是~ 

不輕不輕不輕不輕易易易易發怒發怒發怒發怒 

((((潘弘智潘弘智潘弘智潘弘智))))    

08:40~09:00 

測驗測驗測驗測驗 

((((陳道生陳道生陳道生陳道生)))) 

09:30~09:40 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 休 息 時 間 

09:00~09:50 

檢討會檢討會檢討會檢討會 

((((鄭雅倫鄭雅倫鄭雅倫鄭雅倫))))    

09:40~10:30 

主題課程主題課程主題課程主題課程

(二二二二) 

愛是愛是愛是愛是~ 

不嫉妒不嫉妒不嫉妒不嫉妒 

((((蘇印光蘇印光蘇印光蘇印光))))    

愛是愛是愛是愛是~ 

不作害羞的事不作害羞的事不作害羞的事不作害羞的事 

((((賴賢忠賴賢忠賴賢忠賴賢忠)))) 

愛是不喜歡不義愛是不喜歡不義愛是不喜歡不義愛是不喜歡不義

只喜歡真理只喜歡真理只喜歡真理只喜歡真理 

((((賴賢忠賴賢忠賴賢忠賴賢忠)))) 

家有冷箭高手家有冷箭高手家有冷箭高手家有冷箭高手 

談言語暴力談言語暴力談言語暴力談言語暴力 

((((詹培儀詹培儀詹培儀詹培儀))))    

10:30~10:50 休息時間(20 分鐘) 
10:00~11:00 

聖餐禮聖餐禮聖餐禮聖餐禮 

((((陳進榮陳進榮陳進榮陳進榮))))    
10:50~11:30 

分組研討分組研討分組研討分組研討 
輔導員 

11:40~12:00 

分組報告分組報告分組報告分組報告 

每次指定四組(弟兄、姊妹各

二組)代表報告 

（大合照） 

輔導員 
指定代表報告 

11:10~12:00 

環境打掃環境打掃環境打掃環境打掃 

13:50~14:30 

詩詩詩詩 頌頌頌頌 

完完完完    
    

成成成成    
    

報報報報    
    

到到到到    
    

17:3017:3017:3017:30 晚餐晚餐晚餐晚餐 

輔導員 

平平平平 

安安安安 

再再再再 

會會會會 

14:30~16:30 

輔導課程輔導課程輔導課程輔導課程 

影片欣賞影片欣賞影片欣賞影片欣賞 

(輔導員) 

戶外活動戶外活動戶外活動戶外活動 

(輔導員)    

體驗活動體驗活動體驗活動體驗活動 

染布染布染布染布 

((((吳秋仔吳秋仔吳秋仔吳秋仔)))) 

事工訓練事工訓練事工訓練事工訓練 

(輔導員輔導員輔導員輔導員)    

16:40~17:30 

晚晚晚晚 禱禱禱禱 

雅各書第一章雅各書第一章雅各書第一章雅各書第一章 

((((陳道生陳道生陳道生陳道生)))) 

雅各書第二章雅各書第二章雅各書第二章雅各書第二章 

((((吳豪吳豪吳豪吳豪)))) 

雅各書第三章雅各書第三章雅各書第三章雅各書第三章 

((((鄭雅倫鄭雅倫鄭雅倫鄭雅倫)))) 

雅各書第四章雅各書第四章雅各書第四章雅各書第四章 

((((林家恩林家恩林家恩林家恩)))) 

19:00~19:30 

詩詩詩詩 頌頌頌頌 
輔導組 輔導組 輔導組 輔導組 輔導組 

19:30~20:30 

晚間聚會晚間聚會晚間聚會晚間聚會 
開會式開會式開會式開會式 

見證會見證會見證會見證會 

((((輔導員輔導員輔導員輔導員))))    

從聖經看同性從聖經看同性從聖經看同性從聖經看同性

之間的情誼之間的情誼之間的情誼之間的情誼 

((((葉雄福葉雄福葉雄福葉雄福))))    

見證會見證會見證會見證會 

((((學員學員學員學員))))    
閉會式閉會式閉會式閉會式 

21:00~21:30 

團契時間團契時間團契時間團契時間 
輔導員 輔導員 輔導員 輔導員 輔導員 

班負責班負責班負責班負責：：：：陳進榮傳道陳進榮傳道陳進榮傳道陳進榮傳道 

輔導組輔導組輔導組輔導組：：：：陳道生傳道陳道生傳道陳道生傳道陳道生傳道 

總務組總務組總務組總務組：：：：林福生弟兄林福生弟兄林福生弟兄林福生弟兄 

起床起床起床起床—06:20 

早餐早餐早餐早餐—08:00~08:30 

中餐中餐中餐中餐—12:00~12:50 

午休午休午休午休—13:00~13:50 

晚餐晚餐晚餐晚餐—17:30~18:20 

就寢就寢就寢就寢—22:00 

 

 

 



 

2018 年高中班聖經營報名表 

   ※※※※填報教會填報教會填報教會填報教會                                教會教會教會教會 
       ◆舉辦日期:7/8(星期日)至 7/13(星期五)      

                     ◆舉辦地點:芝田教會（臺東縣成功鎮三仙里芝田路 65 號/089-852767） 

.. ※※※※請將報名表於請將報名表於請將報名表於請將報名表於 6666 月月月月 20202020 日日日日前逕寄或傳真至辦事處前逕寄或傳真至辦事處前逕寄或傳真至辦事處前逕寄或傳真至辦事處。。。。    

※※※※傳真傳真傳真傳真 34343434----3333549   549   549   549    
    
※※※※為讓承辦教會順利辦理各項籌備工作為讓承辦教會順利辦理各項籌備工作為讓承辦教會順利辦理各項籌備工作為讓承辦教會順利辦理各項籌備工作，，，，敬請各教會按時完成報敬請各教會按時完成報敬請各教會按時完成報敬請各教會按時完成報名手續名手續名手續名手續，，，，謝謝合作謝謝合作謝謝合作謝謝合作！！！！        

 
    
    
    
    

序 姓名 性別 年級 序 姓名 性別 年級 序 姓名 性別 年級 

1 
 
 
 

  11    21    

2    12 
 
 
 

  22    

3    13 
 
 
 

  23    

4    14 
 
 
 

  24    

5    15 
 
 
 

  25    

6    16 
 
 
 

  26    

7    17 
 
 
 

  27    

8    18 
 
 
 

  28    

9    19 
 
 
 

  29    

10    20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