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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中布中會各部會年度事工行事曆》 

份 日 期 部會 事工計畫 地點 

三月 03/06(日) 婦女 婦女事工紀念主日 各教會 

03/06(日) 普宣 連結禱告會 東埔 

03/13(日) 普宣 連結禱告會 喜瑪恩 

03/15(二) 中委 第二次中委會議 事務所 

03/19(六) 青年 青(少)年團契同工訓練 

造就會---聖殿好管家 

豐丘 

03/19(六) 法人 法人研習會 武界 

03/20(日) 普宣 連結禱告會 迪巴恩 

03/24(四) 松年 上半年度培靈會暨健康講座 久美 

03/27(日) 普宣 連結禱告會 東光 

03/31(日) 普宣 禁食禱告會 人倫 

3-5月份 婦女 婦女團契交換講台 各教會 

四月 04/03(日) 普宣 連結禱告會 東光 

04/06(三) 中委 第三次中委會議 事務所 

04/07(四) 性別 與牧傳會聯合舉辦 

性別暴力防治座談會 

久美 

04/09(六) 教育 校長聯席會議 水農 

04/09(六) 

 

財務 上半年原鄉教會研習會(一) 豐丘 

04/10(日) 財務 上半年都宣教會研習會(二) 大山 

04/10(日) 普宣 連結禱告會 武界 

04/16(六) 庶務 上半年原鄉教會部會研習會 人倫 

04/23(六) 弟兄 上半年度培靈會 武界 

04/24(日) 庶務 上半年度都宣部教會研習會 事務所 

04/24(日) 普宣 連結禱告會 埔農 

04/25-27 

(一二三) 

牧傳 澎澎湖三日遊 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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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8(四) 普宣 禁食禱告會 東埔 

04/30(六) 教育 兒童主日學族語推廣工作坊 人倫 

4-8月份 松年 松年團契鄰近教會培靈、 

禱告聯誼活動以分區辦理 

各教會 

五月 

 

 

 

 

 

 

 

05/01(日) 普宣 連結禱告會 望鄉 

05/07(六) 婦女 慶祝母親節感恩禮拜 信義 

05/07(六) 
性別 與婦女部聯合舉辦慶祝母親

節暨性別暴力防治座談會 

信義 

05/12(四) 中委 第四次中委會議 事務所 

05/28(六) 
弟兄 聖詩分享 

(華語、族語挑一首) 

人倫 

05/14(六) 傳道 上半年度長執訓練會(一) 卡度 

05/15(日) 傳道 上半年度長執訓練會(二) 大山 

05/15(日) 普宣 連結禱告會 人倫 

05/19-21 

(四五六) 

婦女 總會婦女領導暨宣教研討會 紅韻文

創中心 

05/21(六) 
教社 認識總會教社事工部及 

急難救助之申請 

豐丘 

05/22(日) 普宣 連結禱告會 卡度 

05/26(四) 普宣 禁食禱告會 喜瑪恩 

05/29(日) 

14:00-18:30 

都宣 主題:如何因應都市教會 

宣教的現況? 

 

05/29(日) 普宣 連結禱告會 久美 

六月 06/04(六) 產發 產發事工研討會 望鄉 

06/04(六) 都宣 都會區青少年營會 清山 

06/05(日) 普宣 連結禱告會 迪巴恩 

06/05(日) 教社 環境事工紀念主日 各教會 
06/6-7(一二) 傳道 傳道師訓練(一)  

06/09(四) 中委 第五次中委會議 事務所 

06/11(六) 弟兄 弟兄團契幹部研習會 新鄉 

06/11(六) 青年 裝備課程---注目看耶穌 望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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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2(日) 普宣 連結禱告會 清山 

06/14(二) 牧傳 台北中會總幹事團隊服事 雙豐 

06/18(六) 教育 師資培訓(校長聯席會議) 青雲 

06/19(日) 普宣 連結禱告會 羅娜 

06/25(六) 婦女 婦女查經營 東埔 

06/26(日) 普宣 連結禱告會 豐丘 

06/30(四) 普宣 禁食禱告會 久美 

七月 07/03(日) 普宣 中會普世奉獻主日 各教會 

07/03(日) 普宣 連結禱告會 雙豐 

07/07(四) 中委 第六次中委會議 事務所 

07/7-9 

(四五六) 

青年 信仰生活營/性別講座 武界 

性別 宣導性別相關議題 

07/10(日) 普宣 連結禱告會 新鄉 

07/16(六) 財務/

庶務 

上半年度原鄉教會及 

部會財務/庶務檢帳(一) 

事務所 

07/17(日) 財務/

庶務 

上半年度都傳教會及 

部會財務/庶務檢帳(二) 

南山 

07/17(日) 普宣 連結禱告會 信義 

07/24(日) 普宣 連結禱告會 青雲 

07/28(四) 普宣 禁食禱告會 南山 

07/31(日) 普宣 連結禱告會 大山 

7-8月份 青年 三布中會聯合事工(活動)  

7-10月份 婦女 推動小錢友誼祈禱運動 各教會 

7月中至 

8月初主日 

都宣 都會區教會聯合主日 

暨都宣杯排球聯誼 

南崗 

國中 

八月 

 

 

 

 

 

08/01(日) 普宣 連結禱告會 東埔 

08/06(六) 弟兄 排球聯誼賽 望鄉 
08/8-9(一二) 牧傳 南布中會牧傳會聯誼 南布 

中會 

08/11(四) 中委 第七次中委會議 事務所 

08/13(六) 教社 AED及消防演練 人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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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4(日) 普宣 連結禱告會 潭南 

08/21(日) 普宣 連結禱告會 武界 

08/21(日) 教社 教會與社會奉獻紀念主日 各教會 

08/25(四) 普宣 禁食禱告會 羅娜 

08/27(六) 教育 兒童主日學族語競賽 迪巴恩 

08/28(日) 普宣 連結禱告會 南山 

九月 09/03(六) 青年 信運生活 100％ 謝緯 

營地 

09/03(六) 傳道 下半年度長執訓練會(一) 羅娜 

09/04(日) 傳道 下半年度長執訓練會(二) 南山 

09/08(四) 中委 第八次中委會議 事務所 

09/11(日) 牧傳 濁水溪排球比賽於武界教會 武界 

09/17(六) 弟兄 培靈會 青雲 

09/17(六) 婦女 培靈會 青雲 

09/17(六) 性別 與婦女部聯合舉辦 

性騷擾防治座談會 

青雲 

09/22(四) 松年 下半年度培靈會暨 

重陽敬老、龍球活動健康操 

武界 

09/24(六) 財務/

庶務 

下半年原鄉教會部會研習

(一) 
青雲 

09/22-24 

(四五六) 

婦女 總會婦女百週年慶典大會 紅韻文

創中心 

09/23-24 

(五六) 

大專 參加北原大專主辦 

教會人才訓練 

竹聖 

09/25(日) 財務/

庶務 

下半年都市教會部會研習

(二) 
 

09/29(四) 普宣 禁食禱告會 武界 

十月 10/02(日) 松年 松年事工紀念主日 各教會 

10/06(四) 中委 第九次中委會議 事務所 
10/7-8(五六) 教育 兒童主日學教師退休會 牛耳 

10/11(二) 牧傳 八部合音 信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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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14 

(三四五) 

松年 訪問南部布農中會觀摩聯誼 南布 

中會 

10/15(六) 法人 法人研習會  

10/15(六) 大專 參加原住民大專中心運動會  

10/17-18 

(一二) 

傳道 傳道師訓練(二)  

10/22(六) 弟兄 愛”她”就要認識”她” 

研習會 

信義 

10/27(四) 普宣 禁食禱告會 東光 

10/29(六) 教社 原住民轉型公義議題 新鄉 

10/30(日) 都宣 主題: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十一月 11/06(日) 性別 性別公義紀念主日 各教會 

11/10(四) 中委 第十次中委會議 事務所 

11/12(六) 產發 布農母語舞台 新鄉 

11/13(日) 松年 改選 2023年部員、幹部暨

聯席討論年度事工計劃 

水農 

11/24(四) 普宣 禁食禱告會 卡度 

11/26(六) 婦女 婦女年會暨幹部改選 羅娜 

十二月 12/03(六) 弟兄 弟兄部改選 水農 

12/06(二) 牧傳 聖誕節特別活動 新鄉 

12/08(四) 中委 第十一次中委會議 事務所 

12/18(日) 松年 現任會長年度結束聯席會 

及報告事工、會計 

水農 

2023年 

一月 
01/12(四) 中委 第十二次中委會議 事務所 

01/15(日) 財務/

庶務 

下半年都傳教會及 

部會財務/庶務檢帳(一) 

清山 

01/21(日) 財務/

庶務 

下半年原鄉教會及 

部會財務/庶務檢帳(二) 

事務所 

01/26(四) 普宣 禁食禱告會 信義 
2023年 

二月 
02/23(四) 普宣 禁食禱告會 潭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