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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東南區辦事處     函      109 年元月 2 日真東南字第 109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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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本收受者：臺灣總會、區負責人、傳道者、聖樂推展小組 
奉主耶穌聖名 
主     旨：通知舉開通知舉開通知舉開通知舉開 111100009999 年度東南區年度東南區年度東南區年度東南區聖樂研習營聖樂研習營聖樂研習營聖樂研習營，，，，請踴躍報名參加請踴躍報名參加請踴躍報名參加請踴躍報名參加。。。。    
說      明： 
    壹、依據東南區 109 年教牧組聖樂推展小組工作計畫辦理。 
    貳、為提升宗教教育學生聖樂素養，加強音樂事奉精神，特舉辦聖樂研習營，請各教會 
        或小區鼓勵少年班及初中級班學生報名參加。 
    參、舉辦日期：109 年 1 月 31 日(五)下午 18:30 至 2 月 2 日(日)下午 17:30 結束。 
    肆、聖樂營地點：少年班(忠智教會)、初中級班(成功教會)。 
        全體彩排及音樂會地點：忠智教會。 
    伍、參加對象：少年班、初中級班學生。 
    陸、報名費用：每人 100 元整（報到時繳交報到時繳交報到時繳交報到時繳交，，，，全程參與者活動結束後將全額退費全程參與者活動結束後將全額退費全程參與者活動結束後將全額退費全程參與者活動結束後將全額退費）。 
    柒、報名期限：即日起至 109 年 1 月 15 日止，預收人數 50 人/班(額滿為止)，不受理現 
                  場報名或頂替報名。 
    捌、報名方式：報名者應參加全部課程，並能參加 109 年 2 月 2 日聖樂研習音樂會， 

若無法全程參與，請勿報名。 
        ※請向教會負責人報名，填妥後逕送或傳真、郵寄方式至東南區辦事處。 
    玖、注意事項： 
        1. 為落實預習樂譜及學習成效，完成報名後聖樂推展小組將寄發樂譜至各教會，請 
           報名學員事前提早練習並於當日帶樂譜參加研習，活動辦理期間不再發譜。 
        2. 活動期間非主辦單位安排，請勿擅自錄影以維持秩序。 
        3. 參加成員請攜帶盥洗衣物、健保卡、自備水杯，鉛筆、橡皮擦並遵守活動期間之   
     各項規則。 
        4.請學員準備音樂會服裝，弟兄(長袖白襯衫、黑褲子)，姊妹(長袖白襯衫、黑裙子 
          或黑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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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東南區聖樂研習營課程表 

1111/31(/31(/31(/31(五五五五))))    2222/1(/1(/1(/1(六六六六))))    2222/2(/2(/2(/2(日日日日))))    

忠智班：少年班 

成功班：初、中級班 

0700-0730 起床 0700-0730 起床 

0730-0800 早禱 0730-0800 早禱 

0800-0830 早餐 0800-0830 早餐 

0830-0930 練習 0840-1000 練習 

0930-1000 
會前禱告 

領詩 1030-1200 全體彩排 

1000-1100 安息日聚會 1200-1300 午餐 

1100-1150 練習 1300-1500 全體彩排 

1200-1330 中餐午休 1500-1530 會眾進場 

1330-1400 
會前禱告 

領詩 1530-1730 
聖樂營 
音樂會 

1400-1500 安息日聚會 ※聖樂營綜合詩班練詩 

  時間：8:00-10:30 
  地點：忠智教會 
 

※全體彩排時間：10:30 
  音樂會時間：15:30-17:30 
  地點：忠智教會 
  人員：少年班、初中級班、 
        聖樂營綜合詩班全 
        體人員。 

 
※敬請廣邀教會同靈及慕道朋 
  友蒞臨音樂會，盡宣牧之責 

  ，造就全體、共沐主恩。 

1510-1700 練習 

1830-1930 報到 1700-1730 晚禱會 

1930-2030 開會式 1730-1900 晚餐、盥洗 

2030-2130 交代事項 1900-2130 練習 

2130-2200 點心 2130-2200 點心 

2200- 就寢 2200- 就寢 

 

 

 

 

 



109 年真耶穌教會東南區聖樂營       教會報名表 （少年班） 

時間：109 年 1 月 31 日～2 月 2 日   地點：忠智教會 

 姓名 性別 連絡電話 聲部 

１  □男 □女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２  □男 □女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３  □男 □女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４  □男 □女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５  □男 □女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6  □男 □女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7  □男 □女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8  □男 □女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9  □男 □女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10  □男 □女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11  □男 □女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12  □男 □女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13  □男 □女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14  □男 □女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15  □男 □女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16  □男 □女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17  □男 □女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18  □男 □女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請於 109 年 1 月 15 日以前填妥報名表並逕送、郵寄或傳真至東南區辦事處。 

※地址：臺東市傳廣路 129 號   

※傳真號碼：343549 

 



109 年真耶穌教會東南區聖樂營       教會報名表（初中級班） 

時間：109 年 1 月 31 日～2 月 2 日   地點：成功教會 

 姓名 性別 連絡電話 聲部 

１  □男 □女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２  □男 □女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３  □男 □女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４  □男 □女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５  □男 □女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6  □男 □女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7  □男 □女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8  □男 □女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9  □男 □女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10  □男 □女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11  □男 □女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12  □男 □女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13  □男 □女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14  □男 □女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15  □男 □女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16  □男 □女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17  □男 □女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18  □男 □女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請於 109 年 1 月 15 日以前填妥報名表並逕送、郵寄或傳真至東南區辦事處。 

※地址：臺東市傳廣路 129 號   

※傳真號碼：3435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