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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2023年度各部會組織銓衡表》 

中布中會第三十屆各部會組織權衡表(任期：主後 2023年 2月份起至 2024年 2月份止) 

【第 30屆中委會名單】 

議長：法法‧滿寇寇牧師、副議長：松志勇牧師/書記：幸婉珍/副書記：王嘉宏牧師 

中委牧師：洪美愛牧師、田啟榮牧師 /總委長老田永貴 

中委長老：松春明(出納)、伍阿好(會計) 

部會 顧問 部長 部員 

傳道部 法法‧滿寇寇牧師 里安‧達那比瑪牧師 

 

達倫‧伊斯巴利達夫牧師、 

松春明長老、幸天保長老、 

高秀美長老 

教育部 伍阿好長老 王士勤傳道師 古美玲牧師、鄭浩煜傳道師 

王德信長老、陳珍妹長老 

財務部 田啟榮牧師 吴马亖．南卡芙蘭牧師 

 

石慈平牧師、跋歷．索克魯曼牧師、金

全州長老、元惠美長老、 

王秀鳳長老 

庶務部 洪美愛牧師 趙憶凡牧師 幸潭明牧師、全慈祐牧師、 

柯美花長老、白健林長老 

教社部 松志勇牧師 全成功牧師 全建生牧師、伍燕萍牧師、 

全明輝長老、楊清良長老、 

田興邦長老、謝富福長老 

大專部 松志勇牧師 金少康傳道師 全啟源傳道師、王麗妹傳道師、 

金森茂長老、幸美蓮長老 

性別公義部 幸婉珍牧師 蘇畢娜‧那凱蘇蘭牧師 烏莎斯‧曼蔻蔻牧師、 

紀添福長老、全東光長老、 

伍秀芳長老 

產發文化部 松春明長老 史永偉牧師 伍哲聲傳道師、田金英長老、 

何阿春長老、松進光長老、 

全素蘭長老 

都宣部 洪美愛牧師 劉文凱傳道師 本中會都巿教會代議長老 

松年部 田永貴長老 金文常部長(信義教會) 本中會各教會松年團契會長 

弟兄部 田啟榮牧師 田漢威部長(迪巴恩) 本中會各教會弟兄團契會長 

婦女部 伍阿好長老 松秋蘭部長(信義) 本中會各教會婦女團契會長 

青年部 王嘉宏牧師 王雅婷部長(大山) 本中會各教會青年團契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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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委員會組織 

牧傳聯誼會 

(2023/2~2024/2) 

會長：古美玲牧師                書記：王士勤傳道師 

會計：伊素兒‧瑪杜萊雅恩師母      出納：朱秀英師母 

委員：吴马亖．南卡芙蘭牧師、洪得勝傳道師、鄭浩煜傳道師、 

瑪拉絲‧達西卡萬師母 

普世關係宣教委員會 

(2023/2~2024/2) 

主委：中會書記幸婉珍牧師(主委任期：2023/2~2025/2) 

當然委員：總委長老田永貴長老(普宣會計)、副書記王嘉宏牧師

委員:史永偉牧師、古美玲牧師、全明輝長老、高秀美長老 

財團法人董事委員會 

(2021/10/13~2024/10/12) 

董事長：石慈平牧師 

書記：吴马亖‧南卡芙蘭牧師          會計：甘淑英長老 

委員：全萬寶牧師、曼蔻蔻．烏莎斯牧師、幸潭明牧師、 

高正德長老、田加新長老、張明訓執事 

布農聖經翻譯委員會 
 

主委：撒伊．伊斯卡卡夫特牧師 

副主委：宋銘金牧師、陳秀春牧師 

幹事：舞曼斯‧塔那彼瑪總幹事 

會計：王春美牧師 

翻譯：張玉發牧師 

閱讀人員：伊斯巴拉淦．拔尼杜尔牧師、伍錐牧師、 

跋歷．索克魯曼牧師、Dahu Takisvilainan牧師、 

溫宗義牧師、林秋明長老、陳秋菊長老 

顧問：麥煜道牧師 

大樓管理委員會 

(2022/2~2025年春季議會) 

委員:議長法法‧滿寇寇牧師、副議長松志勇牧師、 

中會書記幸婉珍牧師、中會副書記王嘉宏牧師、 

幸潭明牧師、金育妃長老 

關懷小組 

(2023/2~2024/2) 

召集人：副議長松志勇牧師 

組員：書記幸婉珍牧師、副書記王嘉宏牧師、 

總委長老田永貴長老、中委長老伍阿好長老 

傳福會(2020/2~2023/12) 代表：伊素兒‧瑪杜萊雅恩師母 

勞健保(2022/3~2024/2) 經辦員：洪凱莉姊妹 

中會事務員(2023/2~2024/2) 僱員：洪凱莉姊妹 

原宣代表(2023/2~2024/2) 田啟榮牧師 

未聘牧之堂會小會議長 人倫教會：洪美愛牧師 

和睦教會：田啟榮牧師 

支會之教會小會議長 水農教會：松志勇牧師 

麥寮恩惠教會：王嘉宏牧師 

總會原宣都陪方案開拓教會 太平啟恩教會：全萬寶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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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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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牧傳會 牧傳會聚會 萬豐部落 

3/5 婦女部 婦女事工紀念主日 各教會 

3/7 中委會 中委會議 事務所 

3/12 普宣 連結禱告會 東埔教會 

3/14 法人 法人業務研習會(1) 埔里牛耳 

3/19 法人 法人業務研習會(2) 南山教會 

3/19 普宣 連結禱告會 卡度教會 

3/25 松年部 上半年培靈會 Tamazu’an 

3/26 普宣 連結禱告會 雙豐教會 

3/30 普宣 禁食禱告會 潭南教會 

暫定 庶務部 上半年庶務檢查(1) 九族聯合 

暫定 庶務部 上半年庶務檢查(2) 和睦教會 

四月 

 

 

 

 

 

 

 

 

 

 

 

4/2 普宣 連結禱告會 埔農教會 

4/11 中委會 中委會議 事務所 

4/16 普宣 連結禱告會 潭南教會 

4/22 教育部 主日學教員訓練 南山教會 

4/22 財務部 財務研習會  

4/23 普宣 連結禱告會 豐丘教會 

4/27 普宣 禁食禱告會 豐丘教會 

4/29 婦女部 聯合母親節禮拜 信義教會 

4/29 教社部 認識總會教社事工部及 

急難救助之申請、 

全民國防研習課程 

新鄉教會 

4/30 普宣 連結禱告會 武界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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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5/4 牧傳會 牧傳會聚會 和睦教會 

5/6 婦女部 聯合母親節禮拜 信義教會 

5/7 普宣 連結禱告會 Tamazu’an 

5/9 中委會 中委會議 事務所 

5/13 弟兄部 上半年度培靈會 迪巴恩教會 

5/20 產發部 產發研習會  

5/21 都宣部 都宣主日學師資分享會 大山教會 

5/21 普宣 連結禱告會 喜瑪恩教會 

5/25 普宣 禁食禱告會 武界教會 

5/27 產發部 產發研習會  

5/27 傳道部 上半年長執訓練(原鄉區) Tamazu’an 

5/27 青年部 搭起與神的橋樑 南山教會 

5/28 普宣 連結禱告會 久美教會 

六月 

 

 

 

 

 

 

 

 

6/4 教社部 環境主日-發動各社區部落聯

外道路及公園清掃服務 
各教會 

6/4 普宣 連結禱告會 南山教會 

6/10 性別公義 聖經研討會  

6/11 普宣 連結禱告會 信義教會 

6/13 中委會 中委會議 事務所 

6/15 傳道部 牧者夫婦訓練 卡度教會 

6/18 普宣 連結禱告會 清山教會 

6/25 普宣 連結禱告會 羅娜教會 

6/26-28 教社部 社會關懷:環境保護議題 蘭嶼 

6/29 普宣 禁食禱告會 卡度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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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 7/1 牧傳會 牧傳會聚會 清山教會 

7/2 普宣 連結禱告會 望鄉教會 

7/8 產發部 布農歌謠比賽 羅娜教會 

7/8 都宣部 三布都宣牧者長老聯誼  

7/9 普宣 連結禱告會 人倫教會 

7/11 中委會 中委會議 事務所 

7/15 財務部 上半年財務檢查 水農教會 

7/16 普宣 連結禱告會 東光教會 

7/22-23 大專部 

青年部 

搭起與神的橋樑之類似愛情 

(含性別公義部相關宣導) 

再議 

7/23 普宣 連結禱告會 大山教會 

7/27 普宣 禁食禱告會 羅娜教會 

7/30 普宣 連結禱告會 迪巴恩教會 

八月 

 

 

 

 

 

8/4-5 教育部 兒童主日學大會 

(含性別公義部相關宣導) 

Tamazu’an 

8/5 弟兄部 弟兄盃排球比賽 新鄉教會 

8/8 中委會 中委會議 事務所 

8/12 教社部 AED 及消防演練 人倫教會 

8/20 教社部 教會與社會奉獻紀念主日 各教會 

8/26 大專部 開學祝福禮拜 水里教會 

8/31 普宣 禁食禱告會 Tamazu’an 

九月 

 

 

 

 

 

 

9/2 庶務部 第一次庶務研習會 信義教會 

9/7 牧傳會 牧傳會聚會 南山教會 

9/9 傳道部 下半年長執訓練(原鄉區) 新鄉教會 

9/10 傳道部 下半年長執訓練(都宣區) 和睦教會 

9/12 中委會 中委會議 事務所 

9/16 都宣部 都宣社青聯合聚會  

9/23 松年部 下半年培靈會暨重陽敬老 新鄉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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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 9/28 普宣 禁食禱告會 望鄉教會 

9/30 濁水溪線 濁水溪線教會排球比賽 水里商工 

十月 10/1 松年部 松年事工紀念主日 各教會 

10/7-9 牧傳會 三布農中會牧傳會聯誼 埔里牛耳 

10/14 教社部 原住民土地議題 新鄉教會 

10/16 傳道部 下半年傳道師訓練 望鄉教會 

10/17 中委會 中委會議 事務所 

10/12-14 松年部 交流觀摩活動  

10/26 普宣 禁食禱告會 新鄉教會 

10/21 產發部 母語比賽 豐丘教會 

10/28 弟兄/婦女 弟兄婦女聯合培靈 武界教會 

十一月 

 

 

 

 

11/2 牧傳會 牧傳會聚會 麥寮恩惠 

11/11 青年部 搭起與神的橋樑之動與靜 豐丘教會 

11/14 中委會 中委會議 事務所 

11/18 婦女部 婦女部年會 大山教會 

11/17-18 教育部 兒童主日學教員退修會 埔里牛耳 

11/19 松年部 松年部幹部改選 水農教會 

11/30 普宣 禁食禱告會 喜瑪恩教會 

暫定 庶務部 第二次庶務研習會 清山教會 

十二月 12/3 都宣部 都宣聯合聖誕節  

12/5 牧傳會 牧傳會聚會 羅娜 

12/12 中委會 中委會議 事務所 

12/16 松年部 年末部員報告執行事工 水農教會 

2024年 

一月 
1/9 中委會 中委會議 事務所 

1/14 財務部 下半年財務檢查 水農教會 

1/26 普宣 禁食禱告會 迪巴恩教會 

2024年 

二月 
2/3 中委會 中會 30週年活動 水商 

2/4 中委會 中會 30週年聯合感恩禮拜 水商 

2/6 中委會 中委會議 事務所 

2/29 普宣 禁食禱告會 久美教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