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

法人
  真耶穌教會板橋小區 函  111年 6 月 27 日 真板小字第 11005 號 

地  址：22047新北市板橋區光武街 97 號 4 樓 
電  話：(02)2252-4223 
承辦人：陳蕙君 0912-828820 
電子信箱：rachelcnw@hotmail.com 
 

受文者：本小區各教會、陳忠揚傳道 

副  本：北區辦事處 

奉主耶穌聖名 

主旨：有關 2022 年度板橋小區「少年班暑期特別聚會」事宜，敬請公告並鼓勵兒童參加。 

說明：為使主內兒童從小明白主耶穌的教訓並學習主耶穌的榜樣，特舉辦板橋小區「少年班暑期

特別聚會」，敬請公告並鼓勵兒童參加。 

一、主題：耶穌愛我，我知道 

二、課程內容： 帶領學童學習如何在每日的生活中行出神所喜愛的樣子。 

三、舉開時間： 8月 14日~ 8月 16日每天上午 8點報到至下午 5點 30分結束。  

四、舉開地點： 真耶穌教會新埔教會。 

五、參加對象： 升國小四年級至升國小六年級之學生。 

六、 報名費 ： 800 元整，學員報名費每人 300元，原屬教會補助每人 500元，請由原

屬教會集體匯款。 

七、報名期限： 請各教會由教育股集體報名，報名截止日 7月 16日(星期六)下午六點。 

八、請學員於報到時繳交「一篇信仰見證」，不限於學員本身的見證，可以是關於自己家

庭信仰的見證，希望可以透過此機會與孩子有更多信仰上的交流。 

九、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發展而需取消或調整本次活動形式，主辦單位將另行通知。 

十、附件一、111年少年班暑期特別聚會相關資訊及注意事項 

附件二、111年板橋小區少年班暑期特別聚會 報名表 

附件三、111年板橋小區少年班暑期特別聚會 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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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11年少年班暑期特別聚會相關資訊及注意事項 

主題：耶穌愛我，我知道 

時間：8月14日~8月16日每天上午8點報到至下午5點30分結束 

地點：真耶穌教會新埔教會 (新北市板橋區光武街97號5樓) 

對象：國小升四年級至升六年級之學生 

報名費：800元整(學員$300+教會$500)，請由原屬教會集體匯款。 

匯款帳戶：(板信商業銀行埔墘分行118) 帳號：00482011153784 

戶名：財團法人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新埔教會 

*備註：匯款完成請通知新埔教會承辦人陳蕙君姊妹。匯款後不退還報名費。 

報名期限：即日起至7月16日(星期六)下午六時止，請教會在期限內統一彙整名單及匯款。 

報名方式：請向各班負責/教育股報名，由各教會教育股集體報名，請E-mail至rachelcnw@hotmail.com 

聯絡人：新埔教會陳蕙君姊妹 0912-828-820  

報到時注意事項： 

一、攜帶物品： 

1.聖經&讚美詩&筆 

2.健保卡&個人藥品&口罩(兩個)   

3.飲水壺&餐具盒(筷子、湯匙) 

4.薄長袖外套  

5.請學員服裝儀容務必整潔端莊，星期一(8/15)戶外闖關活動建議穿著輕便衣服、運動鞋及防

曬用品，因夏天易出汗也可帶一套衣物襪子做替換。 

*學員勿帶太多錢，建議不攜帶3C產品。 

二、 報到時額溫量測若超過 37.5度或有不舒服的症狀，則不得參加本次活動；少特班期間，每天會

落實體溫量測，若額溫超過 37.5度，則連絡家長帶回就醫。 

三、 學員如有特殊狀況請先告知，如:特殊體質需服用藥物、特殊飲食習慣、早退等等。 



附件二、111年 板橋小區 8 / 14 ~ 16 少年班暑期特別聚會 報名表 

一、檔案下載： 

1. 隨公文 E-mail附上 

2. 上傳至板橋小區教育股 Line群組 

 

二、彙整報名表名單及匯款後： 

E-mail至 rachelcnw@hotmail.com 

 

 



附件三 

8/14 8/15 8/16

日 一 二

08:00 08:15 報到 08:00 08:15 報到 08:00 08:15 報到

08:15 08:45 小組時間 08:15 08:45 走在主路上 08:15 08:45 走在主路上

09:00 09:50 開幕式及大合照 09:00 09:40
我的朋友在哪裡?

蘇天賜 老師
09:00 09:40

10:00 10:40

我要傳給人

柬埔寨聖工分享

陳靜麗 老師

09:50 10:30
我能結出聖靈的好果子

蔡又晴 老師
09:50 10:30

10:50 11:30
詩頌

王恩琳 老師
10:40 11:20

詩頌

王恩琳 老師
10:40 11:20

詩頌

王恩琳 老師

11:40 12:00 阿長時間 11:30 12:00 小組時間 11:30 12:00 小組時間

12:00 12:50 午餐及小組禱告 12:00 12:30 午餐 12:00 12:50 午餐及小組禱告

12:50 13:20 午休 12:30 13:00 午休 12:50 13:20 午休

13:30 14:10
詩頌

王恩琳 老師
13:10 13:50

詩頌

王恩琳 老師
13:30 14:10

詩頌

王恩琳 老師

14:20 15:00
我能靈巧如蛇地拒絕誘惑

葉吟真 老師
14:00 14:50 14:20 14:50 小組時間

15:10 15:50
我愛禱告

陳福村 老師
15:00 15:50 15:00 15:50 見證會

16:00 16:30 小組時間 16:00 16:30 小組時間

16:30 16:50 我與主耶穌的美好回憶 16:30 16:50 我與主耶穌的美好回憶

17:00 17:30
晚禱

陳忠揚 傳道
17:00 17:30

晚禱

陳忠揚 傳道

17:35 平安再會 17:35 平安再會 17:35 平安再會

我是神貴重器皿

謝毓雯 執事娘

16:00 17:30 閉幕式及惜別會

111年板橋小區少年班暑期特別聚會課程表

耶穌愛我，我知道

日期 日期 日期

時間 時間 時間

闖關遊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