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參看附件:外派&更動)為讓領會者有充裕準備,請教牧負責人於一星期前通知由外地來之領會者 

北區 111 年 7 月安息日領會分擔表 區負責趙四海傳道  電話 0963-455687  02-23964139(O)  電子信箱 szhai01@gmail.com 

小區 教會 
第一安息 
7 月 2 日 

第二安息 
7 月 9 日 

第三安息
7月16日 

第四安息
7月 23日 

第五安息
7月 30日 

備                      註 

基

隆

小

區 

基隆 黃政勇 黃政勇 車聖忠 
曾耀虹 

張道生 
黃政勇 ＊請將每月安息日領會表張貼公佈欄。 

＊請教牧負責人於一星期前通知；由外地來本會之領會者。 

總會活動 
5 日常務負責人會              4-8,10-22日神學訓練班大專組           23 日宣牧會議 

24 日第 86 次聖職人員代表會議  25 日第 158次總會負責人暨傳道者聯席會  25-26 日傳道者進修會 

教區活動 
10 日聖職人員會/審查會/區負責人暨傳道者聯席會(八斗) 

31 日北區信徒代表臨時會(桃園) 

7/31-8/1 傳道全家福聯誼(基隆) 

區負責人巡牧： 22 日(蘆洲) 教會 

學生靈恩會：7/3-7 上午 9 時~下午 4 時 

小區 教會/班別 班負責 課務  輔導 

基隆  基隆   林崇道 黃英豪 陳思怡 

台北  台北 林賢明 曾路加 翁輝明 

大同 大同  田靈生 楊恩超 高春霖 

三重 三重  陳健源 蕭長岳 邱承忠 

永和 景美 張朝欽 郭建男 黃政勇 

板橋 板橋 陳忠揚 陳麗蓉 胡清明 

桃園 中壢/高中班 趙宏仁 張建二 高俊祥 

  桃園/國中班 高明誠  劉恩平 江長慈 

新竹 竹東 李迪銘  羅家榮 李真得 

傳道者動態 

23 日林崇道協助馬祖事工 

生命教育品格營 

9-11 日劉恩平.楊恩超協助淡水班 

9-11 日田靈生.張朝欽協助大同班 

16-19 日邱承忠.楊恩超協助北投班 

16-19 日黃恒誌.張承軒協助三重班 

歡迎神學生至本區實習 

日 期 神學生 指導傳道/年級 內   容 

6/24~9/18 高俊祥 趙宏仁/一年級 
含協助學生靈恩會 

7/09-22 協助大專神學訓練班 
8/15-21 協助兒教組教員講習會 

福音佈道 

各教會月佈道(福音茶會.季佈道) 

9 日南寮下午  16 日景美下午   23 日雙連下午  30 日(台北.基隆)下午 

長庚佈道因應目前新型冠狀病毒持續停工至疫情緩解為止。 

每周三八里開拓跟進 
湖口祈禱所：聚會時間：每週二、四晚上 7:30~8:30，*福音茶會：每月第二個週日下午 2:00~4:00，福茶會結

束開拓小組在開拓點直到星期二，*跟進及逐家佈道：每月第二、四週的星期一、二。 

湖口祈禱所安息日領會人員上午 10:00/下午 1:30 新竹縣湖口鄉信義村成功路 419-12號。電話：03-5907030 

2 日李榮達         9 日劉鴻禧        16 日方顗茹      23 日林裕隆     30 日張朝欽 

關西祈禱所安息日領會人員上午 10:00/下午 2:00 新竹縣關西鎮中山東路 117 號。電話；03-5874998。 

2 日李君平         9 日賴大成        16 日李迪銘      23 日趙四海     30 日李榮達 

信義祈禱所安息日領會人員上午 10:30/下午 1:30 信義區松平路 30巷 6弄 7號 1 樓 

2 日林賢明         9 日賴英夫        16 日林賢明      23 日方顗茹     30 日楊建章                

三芝祈禱所安息日領會人員上午 10:00/下午 1:30 三芝區中正路一段 68號 2樓 02-8635-1810 

2 日楊建章         9 日陳守謙        16 日蔡承祐      23 日賴大成      30 日高明誠 

竹圍祈禱所安息日領會人員新北市淡水區民權路 179巷 3號 

回母會聚會 

八里祈禱所安息日領會人員上午 10:00/下午 2:00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 1段 268巷 42 號 

2 日劉順榮         9 日葉明山        16 日高明誠      23 日胡清明      30 日王仁榮 

新林祈禱所安息日領會人員下午 1:30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三路 81 巷 1 號 2 樓 

2 日李祈德         9 日江竑昱        16 日吳哲豪      23 日張勇生      30 日張建二 

烏來祈禱所安息日領會人員上午 10；30/下午 2:00 烏來區忠治里新烏路五段 125號 3 樓 

2 日王仁榮         9 日溫琇晴        16 日施育宜      23 日紀榮威      30 日李志強/邱承忠 

竹北祈禱所安息日領會人員上午 10:00/下午 2:00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東路 468 號 

2 日鍾昌瑾/劉聖良  16 日李真得       30 日黃加恩/朱基福 

香山聚會點安息日領會人員上午 10:00/下午 2:00 新竹市香山區大庒路 45巷 5 號 

9 日羅家榮/陳邦旭  16 日陳秀菊/陳國禎 23日余正賢/連和政   30 日王仁宏 

小區活動 

台北小區：24-27 兒童暑期特別班(台北) 

板橋小區：7/31-8/2 少特班(新埔) 

桃園小區：17-20 少年班特別聚會 

新竹小區: 18-21 日少特班(竹東)  

葡萄園協會 

10 日專線新生培訓 

31 日原夢少年同工職前訓練 

生命教育品格營 

日期 梯隊 活動對象 關懷牧者 職前訓練 團隊集合 

7/10(日)-
7/11(一) 

淡水 
國中生 

楊恩超 
劉恩平 

7/3(日) 7/9(六) 
大同 

田靈生 
張朝欽 

7/17(日)-
7/19(二) 

三重 
國小生 

黃恒誌 
張承軒 

6/26(日) 7/16(六) 
北投 

楊恩超 
邱承忠 

7/31(日)-
8/2(二) 

基隆 國中、國小 車聖忠 7/17(日) 7/30(六) 
 

八斗 黃英豪 方顗茹 黃英豪 
車志愷 

陳榮道 
黃英豪 

萬里 方顗茹 黃英豪 趙四海 黃英豪 謝文欽 

汐止 曾路加 林約翰 曾路加 陳迦勒 曾路加 

台

北

小

區 

台北 簡瑞斌 林賢明 邵銘恩 林賢明 林賢明 

松山 林崇道 林崇道 林崇道 陳以彥 林崇道 

內湖 陳健源 
張建信 

陳健源 
陳健源 郭祝壽 趙四海 

南港 蔡承祐 
陳健源 

張怡隆 

蔡德文 

林瀚藝 
陳健源 陳健源 

大

同

小

區 

大同 田靈生 田靈生 曾恩榮 許博惠 田靈生 

雙連 王永昌 廖家立 田靈生 田靈生 
郭清源 

梁勝輝 

北投 楊恩超 趙四海 楊恩超 
莊惠安 

陳兆祥 
楊恩超 

淡水 楊承恩 楊恩超 
陳詩弦 

劉邦幸 
楊恩超 江宗德 

石牌 劉恩平 陳賢哲 黃信得 劉恩平 許奇英 

天母 趙四海 黃靈立 劉恩平 黃得恩 劉恩平 

永

和

小

區 

永和 劉明賢 郭建男 侯明源 郭建男 
牛瑞徵 

張  澄 

木柵 郭建男 洪明道 郭建男 陳徹道 郭建男 

東園 歐偉成 車富銘 柯秉謙 車富銘 黃嘉聰 

景美 陸恩奇 黃洸洋 黃政勇 黃政勇 楊秉真 

南勢角 李世光 陳麗蓉 李得勝 陳麗蓉 黃得恩 

中和 陳麗蓉 王仁華 陳麗蓉 田榮聖 陳麗蓉 

安康 邱承忠 蔡仁基 周銘真 黃約瑟 
邱承忠 

溫惠民 

三

重

小

區 

分子尾 蔡學義 邱承忠 
李志民 

吳佳祥 
邱承忠 賴英夫 

三重 黃恒誌 邵錫恩 黃恒誌 楊建章 黃恒誌 

新莊 謝慶懋 黃恒誌 王仁宏 黃恒誌 蔡學義 

二重 蕭長岳 蕭長岳 蕭長岳 蕭長岳 蕭長岳 

蘆洲 賴大成 曾路加 施安得烈 曾路加 黃正旭 

林口 張建二 蕭拿單 張建二 吳約瑟 
張建二 

林聖福 

五股 鄭榮德 胡清明 林奉生 陳啓榮 胡清明 

板

橋

小

區 

山佳 胡清明 陳聖義 胡清明 黃彥綸 孔拿但業 

板橋 林桂永 陳忠揚 陳天恩 陳忠揚 
陳忠揚 

顏信忠 

新埔 陳忠揚 郭祝壽 陳忠揚 劉相君 
吳庭維 

陳忠揚 

土城 翁輝明 林裕隆 翁輝明 周瑞仁 翁輝明 

樹林 
方育聖 

陳義哲 
翁輝明 陳得力 翁輝明 蕭拿單 

後埔 車富銘 陳啟榮 車富銘 許育光 柯重生 

鶯歌 陳恩豪 張承軒 陳雅裕 張豫強 張恩哲 

三峽 張承軒 吳良彥 鄭明賢 張承軒 劉鴻禧 

桃

園

小

區 

桃園 高明誠 高明誠 
柯敏盛 

高百春 
高明誠 馬家驎 

北桃園 江永生 
江永生 

李良哲 
江永生 江永生 江永生 

大園 李迪銘 林靈民 林永宗 李迪銘 郭煌林 

中壢 趙宏仁 高俊祥 趙宏仁 
陳俊霖 

許真民 
趙宏仁 

一聖 楊敬意 趙宏仁 李牧澤 趙宏仁 高俊祥 

龍潭 
林貞言 

聶若鹽 
李迪銘 林玲修 

李顯明 

林慶池 
李迪銘 

龜山 陳敬恩 鍾金隆 張朝欽 王仁宏 李良哲 

內壢 張朝欽 
謝文逸 

林振雄 
黃世昌 張朝欽 楊承恩 

南崁 郭芳彥 張建二 
王富賢 

莊啟恩 
張建二 

陳有華 

陳清山 

新
竹
小
區 

新竹 
林提摩太 

李真得 
李真得 

陳肇鴻 

陳志成 
楊新全 李真得 

竹東 
李真得 

郭煌林 
朱基福 

武佳箴 

王瓏智 
李真得 

黃聖威 

周瑞宏 

關東橋 羅家榮 楊新全 
廖嘉信 

鄭裕仁 
羅家榮 

楊耿嘉 

林裕盛 

南寮 
黃聖威 

黃聖嘉 

陳邦旭 

羅家榮 
羅家榮 

陳秀菊 

陳國禎 
羅家榮 

 
 



為讓領會者有充裕準備,請教牧負責人於一星期前通知安息日領會者，謝謝 

111/7安息日領會人員外派至其他教會(祈禱所) 

八斗 

車聖忠：16 日基隆 

馬家驎：30 日桃園 

台北 

曾恩榮：16日大同 

周瑞仁：23日土城 

李世光：2日南勢角 

謝文欽：30日萬里 

楊秉真：30 日景美 

方顗茹：2日萬里、9日八斗、16日(湖口)、23日(信義) 

施育宜：16 日(烏來) 

蔡承祐：2 日南港、16 日(三芝) 

黃洸洋：9 日景美 

松山 

蔡仁基：9 日安康 

柯重生：30 日後埔 

南港 

李得勝：16 日南勢角 

內湖 

陳以彥：23 日松山 

黃嘉聰：30 日東園 

陸恩奇：2 日景美 

大同 

賴英夫：9 日(信義)、30 日分子尾 



大同 

賴大成：2 日蘆洲、9 日(關西)、23 日(三芝) 

陳徹道：23 日木柵 

陳賢哲：9 日石牌 

江宗德：30 日淡水 

北投 

黃得恩：30 日南勢角、23 日天母 

陳啟榮：9 日後埔、23 日五股 

石牌 

楊承恩：2 日淡水、30 日內壢 

天母 

黃信得：16 日石牌 

廖家立：9 日雙連 

淡水 

張恩哲：30日鶯歌 

黃靈立：9 日天母 

楊建章：2 日(三芝)、23 日三重、30 日(信義) 

鄭榮德：2 日五股 

李榮達：2 日(湖口)、30 日(關西) 

永和 

楊新全：9 日關東橋、23 日新竹 

吳約瑟：23 日林口 

東園 

洪明道：9 日木柵 

景美 

柯秉謙：16 日東園 



歐偉成：2 日東園 

木柵 

劉明賢：2 日永和 

侯明源：16 日永和 

三重 

許奇英：30 日石牌 

蔡學義：2 日分子尾、30 日新莊 

蘆洲 

林約翰：9 日汐止 

陳迦勒：23 日汐止 

林奉生：16 日五股 

孔拿但業：30 日山佳 

新莊 

林桂永：2 日板橋 

田榮聖：23 日中和 

黃彥綸：23 日山佳 

林口 

邵銘恩：16 日台北 

紀榮威：23 日(烏來) 

二重 

王仁宏：16 日新莊、23 日龜山、30 日(香山) 

王仁華：9 日中和 

陳聖義：9 日山佳 

王仁榮：2 日(烏來)、30 日(八里) 

溫琇晴：9 日(烏來) 

分子尾 

葉明山：9 日(八里) 



後埔 

陳得力：16 日樹林 

劉相君：23 日新埔 

土城 

陳天恩：16 日板橋 

黃約瑟：23 日安康 

周銘真：16 日安康 

桃園 

陳雅裕：16 日鶯歌  

陳敬恩：2 日龜山 

林永宗：16 日大園 

中壢 

吳良彥：9 日三峽 

張豫強：23 日鶯歌 

楊敬意：2 日一聖 

郭芳彥：2 日南崁 

鄭明賢：16 日三峽 

蕭拿單：9 日林口、30 日樹林 

南崁 

施安得烈：16 日蘆洲 

內壢 

劉鴻禧：9 日(湖口)、30 日三峽 

林裕隆：9 日土城、23 日(湖口) 

李良哲：30 日龜山、9 日北桃園下午 

北桃園 

林靈民：9 日大園 

黃正旭：30 日蘆洲 

大園 



邵錫恩：9 日三重 

鍾金隆：9 日龜山 

龍潭 

謝慶懋：2 日新莊 

李君平：2 日(關西) 

新竹 

林提摩太：2 日新竹上午 

郭煌林：30 日大園、2 日竹東下午 

朱基福：9 日竹東、30 日(竹北)下午 

黃加恩：30 日(竹北)上午 

陳邦旭：9 日南寮/(香山) 

關東橋 

林玲修：16 日龍潭 

陳恩豪：2 日鶯歌 

許育光：23 日後埔 

竹東 

李牧澤：16 日一聖 

盧懷恩：2 日竹東下午 

總會 

簡瑞斌：2 日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