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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3 月 TMC 小組】一週活動表     開放的環境～連結的關係～成長的生命     02-2871-1622  修改日期 2019/2 /22  
 

日 期 名 稱 對 象 聚 會 內 容 場 地 帶領[主責]人 

週日 10:00-11:20 主日敬拜第一堂 所有人 詩歌-敬拜-信息-奉獻 教會1~2樓/b1 牧者與同工 

週日 11:40-12:30 主日敬拜第二堂 所有人 詩歌-敬拜-信息-奉獻 教會1~2樓/b1 牧者與同工 

週日 10:00-11:20 【QT導航&小組帶領】 所有人 學用活潑的生命帶領小組 教會3樓 小(副)組長 

週日 11:40-12:30 
成主【從聖經史地背景看聖經】 所有人 以DVD帶你穿越時空看聖經 教會1樓 官明志 

週日 10:00-11:30 兒童主日學 幼兒園~小四生 聖經故事 詩歌 教會4樓 陳曉方與兒主老師群 

週日 10:00-12:30 青少年主日學 小五~國高中 創意查經及生活智慧 社教1樓 陳德慶  

週日 10:00-11:30 大專生主日學 大學生 「活潑的生命」分享.禱告 教會3樓 璧華 澤孝 沁彤 筑葭 

第 2、 4週日 13:50-15:30 天牧詩班 需報名 詩歌練唱 教會2樓 何莉芳 溫淑玲 

週一 ~週六 06:00-07:00 晨禱會 所有人 靈修、為國家教會個人代禱 教會2樓 鄭鴻儀 

週一 ~週五 08:00-09:00 讚美操 所有人 用舞蹈健康身心靈 教會1樓 張慧靜 

週一 09:30-11:30  慈韻合唱團 所有人 歌唱 教會1樓 [外借團體] 

週一 19:30-20:30  『希伯來書』生活查經 所有人 『希伯來書』生活查經 教會1樓 陳賽鍾牧師 

週二 09:30-11:30 榮總探訪小組 所有人 關愛探訪、為病友及家人 榮總5樓 成文捷 

週二 09:30-11:30 新學友合唱團 需報名 歌唱 教會1樓 [外借團體] 

週二 09:30-11:30 讚美操小組 所有人 分享神的話語，彼此代禱 社教2樓 張慧靜 

週二 10:00-12:00 信福小組 所有人 「活潑的生命」分享.禱告 社教1樓 鍾卉慈 

週二 10:00-11:00 《妮蒂亞--色鉛筆生活畫畫課》 銀髮族長輩 3/5-5/28，總計13堂課 教會1樓 莊璧華 

週三 09:00-10:30 週三舞蹈班 需報名 舞蹈 教會4樓 [外借團體] 

週三 09:30-12:00隔週  愛愛讀書會
社區事工

 需報名 一起閱讀好書，分享生命 社教1~2樓/教會1~2樓 何玫蘭 

週三 09:30-12:00隔週  美美讀書會
社區事工

 需報名 一起閱讀好書，分享生命 社教1樓 王美政 

週三 10:00-11:30 《快樂桌遊--玩遊戲就健腦》 銀髮族長輩 3/6-5/29，總計13堂課 教會1樓 莊璧華 

週三 19:30-21:00 基礎吉他班 需報名 基礎吉他學習 社教1樓 陳建霖 

週四 09:30-11:30 浣紗合唱團 需報名 歌唱 教會1樓 [外借團體] 

週四 09:30-11:00 有氧舞蹈班 需報名 有氧舞蹈 教會4樓 [外借團體] 

週四 09:30-11:30 橄欖小組 所有人 「活潑的生命」分享.禱告 社教2樓 高瑪琍 

週四 09:30-12:30 英文查經班 所有人 英文查經 社教1樓  陳秀美 

第2個週四10:00-13:30 亞拿小組 年長者 彼此分享、信息傳講、愛筵 社教1樓 楊英美 

週四 14:00-16:00 婦慈長青合唱團 需報名 歌唱 教會1樓 [外借團體] 

週四 19:30-21:00 週四禱告會 所有人 為個人.家庭.教會.國家代禱 教會1樓 鄭牧師 

週五 10:00-12:00 多加小組 所有人 「活潑的生命」分享.禱告 社教1樓 劉月霞 

週五 10:00-15:00 生活學苑+小組 銀髮族長輩 多樣課程、愛筵、分享、禱告 教會1樓 吳曉萍 

週五 19:30-21:30 真愛小組 年輕夫妻 「活潑的生命」分享.禱告 教會4樓 鍾浩仁 

週五 19:30-21:30 盟約小組 社青 「活潑的生命」分享.禱告 教會3樓 項怡婷 

週五 20:00-21:30 溫馨小組 所有人 「活潑的生命」分享.禱告 社教1樓 李元鳳 

週六 14:00-16:00 打鼓班 需報名 基礎擊鼓訓練 教會2樓 趙心嚴 

週六 16:00-18:00 主日敬拜團練團 敬拜團同工 為預備隔天的主日敬拜排練 教會2樓 各敬拜團主領 

週六 14:30-17:00 恩典小組 所有人 「活潑的生命」分享.禱告 社教1樓 康敏慧 

週六 19:00-21:00 信心小組 中壯年 「活潑的生命」分享.禱告 教會3樓 曹榮泰 

週六 19:30-21:30 喜樂小組 所有人 「活潑的生命」分享.禱告 社教1樓 鍾曉群 

週六 18:30-21:30 麥子小組 夫妻 「活潑的生命」分享.禱告 教會4樓 李玉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