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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禱告帶

領
整理

3 四 陳國俊 - 曹融融 劉詩燕 羅志威

4 五 劉恩偕 何柏昇 林喜箴 陳以心 高曠

周俊良 陳正雄 周俊良

伯10 詹月萍 趙美香

陳珮芬 尤盛暉 胡昌國

林後4 卓慧君 陳珮芬

7 一 宋嘉恩 - 曹甜甜 江欣怡 洪量

10 四 張承軒 林伯昌 何妤潔 陳禹彤 曹志文

11 五 張承軒 練泓奕 胡宗駿 胡宗嫻 胡宗駿

陳玉芬 林民和 莊惠安

伯11 吳依潔 林淑玲

江欣怡 洪嘉恩 宋嘉恩

林後5 高秋惠 蔡靜瑜

14 一 卓慧君 - 高曠 李佳欣 高曠

17 四 黃明理 宋嘉恩 陳禹彤 陳予謙 陳予謙

18 五 郭畹蕙 - 曹其樂 曹融融 洪量

林淑玲 李坤南 宋智仁

伯12 陳玉芬 趙美香

胡昌國 尤盛暉

陳珮芬 宋錦綉

21 一 曹志文 - 黃恩浩 陳以心 黃恩浩

24 四 尤盛暉 宋宏恩 何妤潔 陳禹彤 李昊勳

25 五 黃福松 練泓奕 胡宗駿 胡宗嫻 胡宗駿

李世明 陳正雄 林民和

伯13 詹月萍 吳依潔

陳禹彤 宋嘉恩 高淑瑛

林後6 蔡靜瑜 陳昱民

28 一 蔡靜雯 - 陳予謙 宋錦綉 陳予謙

31 四 張承軒 何柏昇 曹甜甜 李佳欣 高曠

*每日上午7:30-8:00 早禱會

*特別代禱事項：教會建案

竹圍

接送

社青 日期

查經 主領

晚間

07:00

願神紀念您的愛心!   教牧 周俊良弟兄：0927-375-753 

約翰一書二章3-17節
活動預告

*11/2(六)下午2:00年度信徒會議

*11/16(六)下午北投月佈道

補班補課

10/19 總會教區活動

陳昱民 *10/18(五)2019年秋季醫宣福音團契動員聚會(總會)

主題 神兒女的特性.不要貪愛世界
*11/11(一) 晚上7:00箴言詩篇聖樂團暨愛樂管絃樂團(臺北國家音樂廳)

*11/17(日)大同小區初信慕道者聯誼會(地點：竹圍農場)

進度

*11/29(五)~12/1(日)聖經研習會

為確保服事之品質，表訂安排人員若當日無法履行，

請務必提前聯絡其他同工協助，並請轉告教牧負責人知悉。

*本月訪問日：9.30.31

羅志威(10/26) *10/10(四)宋宏恩、蔡綰文北投教會訂結婚禮

擘餅團

契
日期

10月17日

上午10:00 

樂齡講座-康玫琪老師

(音樂動力)

*10/12(日)下午4:00職務會

*10/17(四)北投樂齡講座

*10/19(六)北投月佈道

竹圍祈

禱所

日期 10月5日  上午10:00 主領：柳約翰

洪嘉恩(10/12)、李坤南(10/19)

王小花 高級班

李世明、陳明雯

李昊勳、蔡靜瑜

※水果、茶點負責：曾琪雅  溫如玉  吳舒婷  吳依潔

竹圍祈禱所聚會時間 / 團契聚會時間  本會活動

楊新全 張文玉 青教組

26 六下 楊新全 李昊勳 曹其樂 江欣怡 練泓奕

曹志明、楊雯雯

陳兆君、江嘉儀

羅源森、蔡靜雯

26 六上 楊新全 侯信田 曹融融 林淑玲 宋嘉恩

雅斤 青教組

19 六下
主持人-李俊成    會前演奏-張奕晨、李佳欣(長笛二重奏)  司琴-羅志威

歐西施  社青
唱詩、禱告-胡昌國   詩班-社青    翻譯-宋嘉恩  場控-練宇恒

羅源森、蔡靜雯

19 六上 李衛國 陳智巽 何柏昇 宋錦綉 何柏昇 李衛國

高曠 社青 雅斤

李世明、陳明雯

林伯昌、鄭元貞

羅志威 練宇恒 劉玉芝 社青 高級班

陳明雯 雅斤

5 六下 林裕盛 李俊成 宋宏恩 宋錦綉

12 六下 張承軒 莊惠安 林喜箴

宋宏恩 補班補課

曹志明、楊雯雯

陳兆君、江嘉儀

李坤南、陳玉芬

12 六上 張承軒 陳智巽 練宇恒

劉詩燕

林伯昌、鄭元貞

林民和、吳依潔

5 六上 林裕盛 劉春雨 胡宗嫻 侯信田 胡宗駿 林裕盛

       真耶穌教會北投教會2019年十月份工作安排表   本月輪值負責人：林淑玲

日期 星期 主領 翻譯 領詩 司琴 場控 1F接待人員 2F接待人員 炊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