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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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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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01 月 18 日 

發文字號：真東南字第 1100004 號 

速  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會議紀錄及各組幹部組織一覽表。 

奉主耶穌聖名 

  

主 旨：檢送第 23 屆東南區信徒代表第二次會議會議紀錄及各組幹部組 
       織一覽表，敬請查閱並公告。 
 

                                                                                                                             
正本：東南區全體教會    

副本：臺灣總會、總會負責人(東南區關懷小組)、區負責人、傳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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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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三屆東南區信徒代表第二次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日期 110 年 01 月 10 日(星期日) 時間 上午 9:00-12:00 地點 成功教會 

主席 廖嘉牧執事 副主席 陳義賢弟兄 記錄 蔡瑞蓮姊妹 

應到：145 名 出席：113 名 請假：20 名 缺席：12 名 列席：19 名 

奉主耶穌聖名開會奉主耶穌聖名開會奉主耶穌聖名開會奉主耶穌聖名開會    

【【【【壹壹壹壹】】】】唱唱唱唱                                詩詩詩詩            

【【【【貳貳貳貳】】】】禱禱禱禱                                告告告告    

【【【【參參參參】】】】致致致致                                詞詞詞詞    ((((總會負責人東南區關懷小組總會負責人東南區關懷小組總會負責人東南區關懷小組總會負責人東南區關懷小組////林章偉傳道林章偉傳道林章偉傳道林章偉傳道))))    

【【【【肆肆肆肆】】】】前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前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前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前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伍伍伍伍】】】】109109109109 年各組工作報告年各組工作報告年各組工作報告年各組工作報告((((區負責人區負責人區負責人區負責人))))    

【【【【陸陸陸陸】】】】110110110110 年各組工作計畫預算年各組工作計畫預算年各組工作計畫預算年各組工作計畫預算((((區負責人區負責人區負責人區負責人))))    

【【【【柒柒柒柒】】】】討討討討    論論論論    提提提提    案案案案    

一號案  

      提案者：區負責人會          

      案  題：109 年本區各組支出決算承認案。  

      說  明：參閱各組年度支出統計報表(第 29-30 頁次)。 

      辦  法：(1)依各組支出決算承認。 

              (2)殘款 473,843 元。 

      決  議：100 票承認通過。          

 

      二號案   

      提案者：區負責人會 

      案  題：110 年各組工作計畫預算同意案。 

      說  明：參閱各組年度計畫及經費概算表(第 39-68 頁次)。 

      辦  法：（1）依照各組工作計畫預算同意執行。 

             （2）提撥 109 年殘款 384,602 元補 110 年歲出預算不足額。 

             （3）提撥 109 年殘款 44,621 元入會訊基金、44,620 元入福音開拓專戶。 

      決  議：97 票同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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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紀錄  

                  

      三號案   

      提案者：區負責人會 

      案  題：區查帳員遴選案。 

      說  明：任期屆滿，遴選產生。 

      辦  法：（1）由區信徒代表推選二名具會計常識恩賜者擔任該職。 

             （2）任期(110 年 1 至 12 月)，連選得連任。 

             （3）每三個月查帳一次。 

      決  議：華源/周丁鋒、大橋/林志祥。 

 

【【【【捌捌捌捌】】】】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玖玖玖玖】】】】宣導事項宣導事項宣導事項宣導事項((((區負責區負責區負責區負責////賴賢忠傳道賴賢忠傳道賴賢忠傳道賴賢忠傳道))))    

【【【【拾拾拾拾】】】】禱禱禱禱                告告告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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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東南區各組幹部組織一覽表  

組   別 職務或單位 姓名 電話 

醫療宣道小組醫療宣道小組醫療宣道小組醫療宣道小組    

輔導：曾路加傳道 

   （0986-619396） 

召集人 （東光）曾桂蘭 0953-229940 

組員 （臺東）李來妹 0913-752077 

組員 （美和）江婕恩 0966-471116 

組員 （南溪）蔡美香 0912-103224 

組員 （德高）黃雪珍 0963-118302 

組員 （東光）曾秀蘭 0922-332055 

組員 （美和）潘以諾 0919-222616 

組員 （忠智）劉淑美 0912-788704 

組員 （臺東）陳祁正偉 0913-752177 

生命教育小組生命教育小組生命教育小組生命教育小組    

輔導：謝漢卿傳道 

(0958-382360) 

 

總召/課務 （臺東）羅智明 0988-039939 

活動 （美和）潘弘智 0905-500203 

總務 （鹿港）王以聖 0966-213355 

詩頌 （臺東）陳子萱 0933-456414 

財務 （臺東）廖惠旻 0919-759434 

關懷 （臺東）陳慈芝 0958-202775 

關懷 （美和）詹培儀 0982-505574 

美工 （高雄）蔡詠薇 0985-344223 

美工 （高雄）黃有翔  089-329580 

 

東南區會訊東南區會訊東南區會訊東南區會訊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輔導：曾路加傳道 

   （0986-619396） 

總編輯 （臺東）李素珍 0928-788296 

教區、美編、排版 （美和）金慧茹 0963-148689 

小品文編 （隆昌）廖淑貞 0986-622928 

臺東小區消息稿 （臺東）陳意爭 0934-067663 

成功小區消息稿 （忠智）孔智杰 0952-627022 

長濱小區消息稿 （靜浦）鄭美玲 0985-357258 

東河小區消息稿 （興昌）蔡惠美 0921-204610 

鐵路小區消息稿 （月美）黃莉玲 0921-203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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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職務或單位 姓名 電話 

 

 

    

榮家關懷小組榮家關懷小組榮家關懷小組榮家關懷小組    

    
輔導：張信德傳道 

   （0937-740119） 

召集人 （臺東）陳祁正偉 0913-752177 

組員 

（臺東）李來妹 0913-752077 

（東光）鄭玉香 0911-858138 

（臺東）曾純宇 089-228758 

（臺東）李月香 089-320357 

（臺東）陳素梨 0980-969710 

（臺東）陳盈汝 0938-982373 

    

    

    

    

    

宣道開拓小組宣道開拓小組宣道開拓小組宣道開拓小組    

 

輔導：曾路加傳道 

   （0986-619396） 

開拓組組組組 召集人 陳聖榮 0933-692605 

 

 

 

 

 

 

組員 

老人日托 陳恩隆 0928-894594 

外島 
蘭嶼 曾路加 0986-619396 

綠島 陳子萱 0933-456414 

 

跟 

進 

關 

懷 

 

金良 林恩靈 0922-998244 

臺東 
潘以諾 0919-222616 

陳子萱 0933-456414 

東河 沈昌敏 0937-394728 

成功 

簡正義 0911-858183 

施約翰 0932-660522 

陳聖榮 0933-692605 

長濱 
宋約珥 0918-161669 

黃恩德 0989-423452 

鐵路 武成文 0932-258075 

校園 曾桂蘭 0953-229940 

訓練股 召集人 林恩靈 0922-998244 

組員 文宣 曾秀蘭 0922-332055 

課程 廖淑貞 0986-622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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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職務或單位 姓名 電話 

    

    

    

    

    

宣道開拓小組宣道開拓小組宣道開拓小組宣道開拓小組    

 

輔導：曾路加傳道 

   （0986-619396） 

策劃股 召集人 武成文 0932-258075 

 

組員 

曾路加 0986-619396 

陳聖榮 0933-692605 

簡正義 0911-858183 

陳恩隆 0928-894594 

福音機動 12 人小組 

林恩靈 0922-998244 

潘以諾 0919-222616 

簡正義 0911-858183 

施約翰 0932-660522 

陳聖榮 0933-692605 

宋約珥 0918-161669 

黃恩德 0989-423452 

武成文 0932-258075 

陳 義 0939-077219 

沈昌敏 0937-394728 

曾桂蘭 0953-229940 

陳素梨 0980-969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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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職務或單位 姓名 電話 

婚姻輔導婚姻輔導婚姻輔導婚姻輔導    

輔導:陳進榮傳道 

(0919-759500)    

召集人 （忠智）劉淑美 0911-888280 

（臺東小區） 

（美和）黃獻信 0960-633352 

（臺東）張乃文 0952-726615 

（金崙）戴永光 0963-193031 

（東河小區） 
（都蘭)林玉花 089-531585 

(隆昌)余政雄 0975-509125 

（長濱小區） 
（南溪）鄭恩賜 0912-103240 

（田組）陳彌迦 0935-566373 

（成功小區） 
（忠智）蔡恩民 0929-522845 

（和平）張世華 0958-130655 

（鐵路小區） 
(池上)黃士美 0910-723240 

(月美)黃莉玲 0921-203875 

社青聯契社青聯契社青聯契社青聯契    

輔導：蔡順榮傳道 

(0932-633890) 

契長 （金崙）林春美 0963-062414 

課務組 （東光）陳約瑟 0921-531808 

活動組 （臺東）羅智明 0988-039939 

關懷組   （臺東）廖嘉牧 0921-730392 

幹部 

（龍潭）林建助 0937-173054 

（大橋）林志祥 0937-603073 

（大橋）劉玉蘭 0921-036720 

（金崙）戴永安 0980-060380 

（東光）曾翊羚 0985-639270 

（美和）林淑蓉 0988-641462 

（德高）林孝榮 0982-834800 

※各小區、教會社青團契契長及課務為當然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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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職務或單位 姓名 電話 

聖樂推展小組聖樂推展小組聖樂推展小組聖樂推展小組    

輔導：劉明德傳道 

(0911-858165) 

召集人 （金崙）張凱偉 0955-174975 

委員  

（嘉平）陳慧恩 0978-275961 

（臺東）陳子萱 0933-456414 

（東光）曾翊羚 0985-639270 

（金崙）張凱倫 0963-118473 

（美和）黃育芳 0917-741011 

 （嘉平）陳慧婷 0985-991375 

（金崙）林春美 0963-062414 

（成功）胡淑惠 0988-912201 

（小港）沈家穎 0919-315642 

利河伯詩班 
班負責 

（臺東）余承宏 0931-118712 

    

臺東大學團契臺東大學團契臺東大學團契臺東大學團契    

輔導：張信德傳道 

(0988-953073) 
 

契長 陳昱嘉 
 

0986-555210 

課務 田林祈典 0988-052313 

財務 翁庭皓 0980-817512 

關懷 陳心 0975-658970 

活動 姚皓誠 
 

0966-205898 

東南區旅外大專團契東南區旅外大專團契東南區旅外大專團契東南區旅外大專團契    

輔導：張信德傳道 

(0988-953073) 
 

契長 林恩 0975-673913 

副契.關懷 陳永貞 0963-632808 

課務 黃胤旻 0978-646414 

活動 陳亞設 0972-788894 

詩頌 許慈庭 0965-401236 

財務 江旭楓 0900-232618 

資訊 黃元 0921-204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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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職務或單位 姓名 電話 

宗教教育宗教教育宗教教育宗教教育    

輔導：潘世明傳道 
(0911-858116) 

召集人 （東光）陳詩薇 0975-922957 

    教育委員 

（臺東）廖惠旻 0919-759434 

（臺東）羅智明 0988-039939 

（忠智）孔智杰 0952-627022 

  (忠智) 江竹花櫻 0926-115191 

（美和）潘弘智 0905-500203 

（美和）詹培儀 0982-505574 

（鹿港）王以聖 0966-213355 

（龍潭）林建助 0937-173054 

※各教會教育股為當然組員(機動小組) 

晨光聯合團契晨光聯合團契晨光聯合團契晨光聯合團契    

輔導：潘世明傳道 
(0911-858116) 

契長 （忠智）孔智杰 0952-627022 

組員 

（金崙）張凱倫 0963-118473 

（東光）沈美智 0919-759501 

（東光）曾翊羚 0985-639270 

（美和）林淑蓉 0988-641462 

（東光）吳秋仔 0921-297129 

（東光）鄭玉香 0911-858138 

（隆昌）陳詩薇 0975-922957 

（金崙）黃莉玲  0976-168734 

（東光）劉恩雅 0988-471248 

（東光）高至真 0921-531808 

（鹿港）王以聖 0966-213355 

（龍潭）林建助 0937-173054 

（隆昌）余政雄 0975-509125 

（美和）潘弘智 0905-500203 

※各教會青教組組負責為當然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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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職務或單位 姓名 電話 

長青學苑長青學苑長青學苑長青學苑    

老人日托管理委員老人日托管理委員老人日托管理委員老人日托管理委員    

    

輔導：武成文長老 

(0932-258075) 

 

 

    

 

總幹事 (忠孝)陳恩隆 0928-894594 

執行秘書 (東光)吳秋仔 0921-297129 

成功班 (成功)吳明發 0934-166398 

德高班 (德高)王明恩 0928-704271 

和平班 (和平)武從道 0912-749299 

大橋班 (大橋)林志祥 0937-603073 

忠智班 (忠智)蔡恩民 0929-522845 

美和班 （美和）潘以諾 0919-222616 

都蘭班 (都蘭)林恩祥 0928-509913 

金崙班 （金崙）羅政軍 0937-947500 

真柄班 （真柄）宋約珥 0918-161669 

區負責人為當然委員（賴賢忠、曾路加、林有志、陳恩隆、曾腓利） 

    

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彼得團契    

 

輔導：武成文長老 

(0932-258075) 

 

契長 翁滿貴 0966-726875 

課務 沈昌敏 0937-394728 

財務 陳玉華 0925-296311 

資訊 蔡美香 0912-103224 

基隆區聯絡員 張義聖 0911-969185 

長濱區聯絡員 昌金花 0952-163190 

成功區聯絡員 楊一盛 089-852352 

嘉義區聯絡員 蔡順吉 05-3477087 

南寮區聯絡員 馬春花 0955-538033 

花蓮區聯絡員 高玉花 0937-860592 

宜蘭區聯絡員 高福雄 0935-373492 

前鎮區聯絡員 蔡美枝 0937-339112 

臺南區聯絡員 沈真義 0918-383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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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姓名 電話 姓名 電話 

學生團契學生團契學生團契學生團契    

管理委員管理委員管理委員管理委員    

主委：林有志傳道 

  （0988-052354） 

 

（忠智）劉淑美 0911-888280 （月美）高建勝 0963-523875 

（高臺）陳泰明 0985-090940 （金崙）羅政軍 0937-947500 

（興昌）蔡惠美 0921-204610 （臺東）廖嘉牧 0921-730392 

（美和）潘以諾 0919-222616 (區教牧)林有志 0988-052354 

(區負責)賴賢忠 0911-858117 (輔導)林進學 0911-858109 

    

區評鑑小組區評鑑小組區評鑑小組區評鑑小組    

輔導：陳恩隆執事 

 （0928-894594） 

（三仙）陳聖榮 0933-692605 （成功）胡清發 0933-692407 

（美和）金泰和 0988-342547 （忠孝）林清芬 0972-867492 

※區負責人為當然委員（賴賢忠、曾路加、林有志、陳恩隆、曾腓利） 

    

區審查委員區審查委員區審查委員區審查委員    

執事代表執事代表執事代表執事代表    

(任期 108-110 年) 

輔導：賴賢忠傳道 

    （0911-858117） 

(南溪)鄭恩賜 0912-103240 (臺東)黃西拉 089-328872 

(三仙)陳聖榮 0933-692605 (東光)吳金生 0910-549681 

(芝田)施約翰 0932-660522 (忠仁)王堅信 0934-481583 

(三仙)鄭馬可 0928-850981  

區聖工推展委員區聖工推展委員區聖工推展委員區聖工推展委員    

 輔導：賴賢忠傳道 

 （0911-858117） 

（德高）王明恩 0928-704271 （漁橋）陳致敏 0989-234510 

（隆昌）陳詩薇 0975-922957 （太麻里）許沐霖 0910-761445 

（金崙）張凱偉 0955-174975 （三仙）武成文 0932-258075 

（金崙）林春美 0963-062414 （東光）高旯勩貲 0927-951992 

（東光）曾桂蘭 0953-229940 （南溪）蔡美香 0912-103224 

（臺東）羅智明 0988-039939 （東光）吳金生 0910-549681 

（臺東）陳祁正偉 0913-752177 （都蘭）林恩祥 0928-509913 

（東光）吳秋仔 0921-297129 （忠智）劉淑美 0911-888280 

※總會負責人、區負責人及各小區召集人為當然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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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諮詢小組交通事故諮詢小組交通事故諮詢小組交通事故諮詢小組    

輔導：陳清欽弟兄 

   （0933-605577） 

（東光）高旯勩貲 0927-951992 （金崙）羅春明 0937-608887 

（南溪）鄭恩賜 0912-103240 （臺東）廖欽龍 0919-127696 

（臺東）廖奇全 0936-385832 （隆昌）余政雄 0975-509125 

（金崙）戴永光 0963-193031 （東光）吳金生 0910-549681 

（月美）高建勝 089-814970 （大俱來）黃勝勇 0912-103297 

（田組）陳清欽 0933-605577  

    

緊急救難執行小組緊急救難執行小組緊急救難執行小組緊急救難執行小組  

   輔導：陳恩隆執事 

  （0928-894594）  

（東光）高旯勩貲 0927-951992 （臺東）廖奇全 0936-385832 

（真柄）宋約珥 0918-161669 （臺東）陳祁正偉 0913-752177 

（東光）吳金生 0910-549681 （金崙）戴永光 0963-193031 

※各小區總務組為當然組員 

治喪委員治喪委員治喪委員治喪委員  

   輔導：簡正義長老 

  （0911-858183）     

徐明城 
0984-036739 

0965-337077 
 

※各小區總務組為當然委員 

鮭魚返鄉推動鮭魚返鄉推動鮭魚返鄉推動鮭魚返鄉推動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輔導：陳恩隆執事 

（0928-894594） 

(東光)陳欣 0987-905763 (美山)葉榮福 0937-497011 

(漁橋)方美春 0916-039476 (太麻里)許沐霖 0910-761445 

(成功)宋清宗 089-850541 (金崙)戴永福 0932-161753 

(八邊)曾禧信 0952-728575 (忠仁)林金憲 0935-151405 

(華源)周丁鋒 0910-822581 (東光)高旯勩貲 0927-951992 

(月美)陳雅彩 0988-436484 (忠智)孔智杰 0952-627022 

(都蘭)陳源德 0965-648229 (東光)吳秋仔 0921-297129 

(忠智)蔡恩民 0929-522845 （興昌）蘇振源 0912-521473 

※區負責人為當然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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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職代表聖職代表聖職代表聖職代表    

(任期 108-110 年) 

   輔導：賴賢忠傳道 

    （0911-858117） 

(東光)吳金生 0910-549681 (芝田)施約翰 0932-660522 

(三仙)陳聖榮 0933-692605 (芝田)施榮道 0931-527405 

(南溪)鄭恩賜 0912-103240 (臺東)黃西拉 089-328872 

(美和)潘以諾 0919-222616 (都蘭)林恩祥 0928-509913 

(忠智)蔡恩民 0929-522845 (忠仁)王榮恩 0928-170394 

    

第第第第 73737373 屆總會屆總會屆總會屆總會    

信徒代表信徒代表信徒代表信徒代表    

(任期 109-112 年) 

    輔導：賴賢忠傳道 

    （0911-858117） 

    

（池上）陳義賢 0911-161410 （竹湖）陳清欽 0933-605577 

（臺東）廖嘉牧 0921-730392 （忠孝）林清芬 0972-867492 

（東光）曾振華 0928-775744 (成功)胡清發 0933-692407 

(大橋)林志祥 0937-603073 （南溪）鄭恩賜 0912-103240 

（三仙）李明光 0955-137023 （興昌）蘇振源 0912-521473 

(忠智)劉嘉恩 0912-198550 （高臺）陳泰明 0985-090940 

(靜浦)鄭美玲 0985-357258 （忠智）孔智杰 0952-627022 

總會負責人總會負責人總會負責人總會負責人    

東南區關懷小組東南區關懷小組東南區關懷小組東南區關懷小組  

林章偉傳道 0963-416602 陳錦榮傳道 0919-130595 

王路加長老 0910-4439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