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單位

1 車長*趙慧君 聖歌隊 1 車長*翁嘉政 迦南團契 1 車長*游素貞 雞啼團契
2 陳韵芬 聖歌隊 2 江英戀 迦南團契 2 胡瀞化 婦女團契

3 陳素蘭 聖歌隊 3 蔡孔乙 迦南團契 3 謝陳阿麵 婦女團契

4 呂淑齡 聖歌隊 4 林美嬌 迦南團契 4 林素妙 婦女合唱團

5 葉翠麗 聖歌隊 5 蔡金鳳 迦南團契 5 林惠珠 婦女合唱團

6 游温慈 聖歌隊 6 林長生 迦南團契 6 劉秀娟 婦女合唱團

7 陳金英 聖歌隊 7 翁靜淑 迦南團契 7 胡淑婉 婦女合唱團

8 陳素月 聖歌隊 8 金真芳 迦南團契 8 李珠如 婦女合唱團

9 吳孟儒 聖歌隊 9 謝素貞 迦南團契 9 謝柯玲 婦女合唱團

10 林清雲 聖歌隊 10 廖湘泠 迦南團契 10 蘇淑娥 婦女合唱團

11 賴春娥 聖歌隊 11 張淳容 迦南團契 11 蔡文榮 嗎哪小組

12 朱安美 聖歌隊 12 楊德誠 迦南團契 12 陳振隆 雞啼團契

13 徐慈蓮 聖歌隊 13 連淑珍 迦南團契 13 郭俊雄 雞啼團契

14 陳惠美 聖歌隊 14 朱恩甯 迦南團契 14 郭林綾孋 雞啼團契

15 陳麗菊 聖歌隊 15 朱恩予 迦南團契 15 陳兼吉 雞啼團契

16 邱隆志 聖歌隊 x 朱恩浩 不佔位 16 黃鈺惠 雞啼團契

17 石明燦 聖歌隊 16 黃金米 迦南團契 17 李哲仁 雞啼團契

18 林神佑 聖歌隊 17 陳巡 迦南團契 18 李姜信妹 雞啼團契

19 王瀚翊 聖歌隊 18 王楊月春 迦南團契 19 林順源 雞啼團契

20 王彥鈞 聖歌隊 19 胡陳麗娟 永康 20 林美雪 雞啼團契

21 劉正雄 聖歌隊 20 陳金泉 永康 21 賴英麟 雞啼團契

22 林福音 聖歌隊 21 陳淑華 永康 22 許清津 雞啼團契

23 張玉英 聖歌隊 22 李淑美 永康 23 廖顯明 雞啼團契

24 黃武修 聖歌隊 23 蔡淑華 永康 24 吳瑞月 雞啼團契

25 楊振熀 聖歌隊 24 范丁文 永康 25 林正森 雞啼團契

26 李汪晶 聖歌隊 25 王李秋美 永康/婦唱 26 游素櫻 雞啼團契

27 王榮昌 聖歌隊 26 陳雅慧 永康 27 陳慧美 雞啼團契

28 胡夏萍 聖歌隊 27 朱祖明 永康 28 許秀鑾 雞啼團契

29 葉嘉猷 聖歌隊 28 鄧明斌 永康/椰子 29 李張惠津 雞啼團契

30 林立洋 聖歌隊 29 蔡鳴鳳 永康/椰子 30 余石村 雞啼團契

31 林韋彤 聖歌隊 30 李汪政 永勝 31 張永松 雞啼團契

32 陳富美 聖歌隊 31 黃春美 永勝 32 張許阿美 雞啼團契

33 鄭亞拿 聖歌隊 32 黃張秀珠 永勝 33 李秀妙 雞啼團契

34 吳靜如 聖歌隊 33 梁王秀 永勝 34 周銀 雞啼團契

35 陳惠娟 聖歌隊 34 邱文輝 早禱會 35 周張秀女 雞啼團契

36 郭憶婷 聖歌隊 35 張豔玉 早禱會 36 許安雄 雞啼團契

37 呂淑瓊 聖歌隊 36 林碧花 早禱會 37 林寶珠 雞啼團契

38 呂明雪 司會 37 王愛玲 早禱會 38 潘貴玲 雞啼團契

38人 38 張靜玟 早禱會 39 黃素珍 雞啼團契

40 39 周幸樺 東區 40 施順撐 雞啼團契

40 范希宇 園中園 41 石温惠 幹事

41 游玉玲 園中園 41人
42 吳怡德 園中園

43人

注意事項：1.所有參加者請先至教會一樓量體溫。
                2.集合上車地點：第2∼８車─台泥大樓前，第9∼13車─彰化銀行前。

第 1 車 第 2 車 第 3 車



姓名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單位

1 車長*吳璟照 中山小組 1 車長*吳大衛 葡萄樹 1 車長*邱顯育 迦南詩班
2 楊元 中山小組 2 黃冠瑜 葡萄樹 2 李麗卿 迦南詩班

3 陳明月 中山小組 3 林季賢 葡萄樹 3 康陳彩芬 迦南詩班

4 蕭秀杏 中山小組 4 張斯琪 葡萄樹 4 Sri Suwarni 迦南詩班
5 莊秋用 中山小組 5 卓佳淑 葡萄樹 5 張美姬 迦南/客語
6 葉順容 中山小組 6 林佑勳 葡萄樹 6 陳翠玉 客語團契

7 邱榮平 西區 7 劉建平 葡萄樹 7 林振榮 客語團契

8 謝江坤 愛加倍 8 王士維 葡萄樹 8 黎萬垣 客語團契

9 林麗招     9 許媄㨗 葡萄樹 9 黎劉梅英 客語團契

10 蘇明鐘 愛加倍 10 王約恩 葡萄樹 10 羅秀香 客語團契

11 黃珮璇 愛加倍 11 王約翰 葡萄樹 11 田孟淑 客語團契

12 黃珮瑜 愛加倍 12 劉聖美 葡萄樹 12 羅沙莉 客語團契

13 陳耀南 愛加倍 13 歐莊富美 松年團契 13 邱陳麗雲 客語團契

14 黃惠美 愛加倍 14 王秋玉 松年團契 14 林富美 客語團契

15 李秀娟 愛加倍 15 王獻禮 松年團契 15 彭上宴 客語團契

16 張麗珍 愛加倍 16 王張瓊仙 松年團契 16 徐靜枝 客語團契

17 陳榮恩 愛加倍 17 趙美女 松年團契 17 謝進德 客語團契

18 陳書羽 愛加倍 18 蔡翁彩嬌 松年團契 18 朱徐淑喜 客語團契

19 楊宗發 愛加倍 19 陳美娥 松年團契 19 陳運台 客語團契

20 王彩妹 愛加倍 20 林永祥 松年團契 20 陳文士 迦南詩班

21 黃劍玲 愛加倍 21 程惠德 松年團契 21 林宜靜 迦南詩班

22 王先德 愛加倍 22 陸陳素枝 松年團契 22 潘彥境 迦南詩班

23 林凱云 愛加倍 23 林翠微 松年團契 23 陳聰敏 迦南詩班

24 盧美年 愛加倍 24 黃玉枝 松年團契 24 陳正和 迦南詩班

25 張美琦 愛加倍 25 謝柯香 松年團契 25 洪于芳 迦南詩班

26 李光雄 愛加倍 26 張紋珠 松年團契 26 邱益萍 迦南詩班

27 邱菊美 愛加倍 27 張陳碧霞 松年團契 27 楊素月 迦南詩班

28 林渭淇 愛加倍 28 蔡家齊 松年團契 28 高嫚嬪 迦南詩班

29 何佩敏 愛加倍 29 張予銓 松年團契 29 田花英 迦南詩班

30 辛陳玲玲 愛加倍 30 陳枝梅 松年團契 30 盧光昭 迦南詩班

31 陳婉芬 愛加倍 31 戴惠美 松年團契 31 盧怡靜 迦南詩班

32 劉哲雄 愛加倍 32 陳宝鳳 松年團契 32 林錦杏 迦南詩班

33 蘇麗雯 愛加倍 33 葉玉雲 松年團契 33 周明國 迦南詩班

34 劉以諾 愛加倍 34 李蒼容 松年團契 34 黃淑鶴 迦南詩班

35 劉以欣 愛加倍 35 李吳玉鳳 松年團契 35 鄭敦仁 迦南詩班

36 蘇美慧 愛加倍 36 程惠玉 松年團契 36 張麗寬 迦南詩班

37 張肇財 愛加倍 37 程惠玲 松年團契 37 李文雄 迦南詩班

38 蘇莉莉 愛加倍 38 陳鄂森 松年團契 38 邱錫鎔 迦南詩班

39 馮國斌 愛加倍 39 王花容 39 康怡君 迦南詩班

40 馮媛恩 愛加倍 40 王麗容 40 邱培慎 迦南詩班

41 張迦恩 愛加倍 41 黃梁素貞 41 胡志文

42 王采薇 愛加倍 42 陳美先 幹事 42 陳秋萍

43 梁唯真 區牧 42人 43 謝瑩瑩 幹事

43人 43人

第 4 車 第 5 車 第 6 車



姓名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單位

1 車長*許雅玲 恩典 1 車長*康為恭 1 車長*吳建賢 天母
2 賴正聰 恩典 2 陳明宗 葡萄樹 2 陳秀芬 天母

3 吳佳蔚 恩典 3 林佳暖 葡萄樹 3 尤俊明 天母

4 饒蘭子 恩典 4 陳子萱 葡萄樹 4 林碧芳 天母

5 熊祖毅 恩典 5 陳子揚 葡萄樹 5 姚永銅 天母

6 黃于紋 恩典 x 陳子翔 不佔位 6 陳惠香 天母

7 姚王昌 恩典 6 黃盛泰 葡萄樹 7 鄭澤民 天母

8 劉益豐 恩典 7 張麗盈 葡萄樹 8 趙芝苓 天母

9 許雪玲 恩典 8 郭良芳 葡萄樹 9 蔡宜芝 天母

10 童瓅薇 恩典 9 張勝羽 葡萄樹 10 陳淑慧 天母

11 黃玔樺 恩典 10 張翊嫙 葡萄樹 11 簡政 天母

12 林宜君 恩典 11 廖珮如 葡萄樹 12 簡詩芬 天母

13 蘇宇昕 恩典 12 魏長慶 葡萄樹 13 簡潔 天母

14 蘇亞妘 恩典 13 魏廷兆 葡萄樹 14 張天霞 天母

15 林木順 恩典 14 魏若庭 葡萄樹 15 王明淑 天母

16 李錦心 恩典 15 陳宛妤 葡萄樹 16 廖淑芳 天母

17 陳榆婷 恩典 16 程羿嘉 葡萄樹 17 林榮崇 天母

18 黃宛真 恩典 17 羅聖泰 葡萄樹 18 楊志瑞 天母

19 郭耀欽 恩典 18 李雅玲 葡萄樹 19 朱麗春 天母

20 林美舒 恩典 19 羅世恩 葡萄樹 20 張育齊 天母

21 楊秀榮 恩典 20 羅偉恩 葡萄樹 21 張珈瑄 天母

22 黃書淵 恩典 21 賴睿瀅 葡萄樹 22 戴漢良 天母

23 陳呂月雲 恩典 22 楊上毅 葡萄樹 23 洪大川 天母

24 王秀錚 葡萄樹 23 楊安瑀 葡萄樹 24 林香吟 天母

25 黃顯程 葡萄樹 24 楊亮鈞 葡萄樹 25 施麗淑 天母

26 官虹吟 葡萄樹 25 蘇煥文 葡萄樹 26 郭貞雄 北區

27 高佳輝 葡萄樹 26 馬麗 葡萄樹 27 郭王淑霞 北區

28 陳美良 葡萄樹 27 蘇佳音 葡萄樹 28 彭政郡 北區

29 高琦恩 葡萄樹 28 倪詩孟 葡萄樹 29 郭姿秀 北區

30 劉小平 葡萄樹 29 劉曉霞 葡萄樹 30 彭浩恩 北區

31 劉子騫 葡萄樹 30 陳蕙娟 葡萄樹 31 陳淑惠 北區

32 駱主佳 葡萄樹 31 蔡昀珊 葡萄樹 32 蔡仁傑 北區

33 梅睿恩 葡萄樹 32 阮美娜 葡萄樹 33 莊輝力 北區

34 梅沐恩 葡萄樹 33 許淇惠 葡萄樹 34 趙月華 北區

35 陳德紅 葡萄樹 34 楊宜蓁 葡萄樹 35 張雅倫 社青I Blieve
36 連詠 葡萄樹 35 張瀚晨 葡萄樹 36 林佳穎 社青I Blieve
37 連揚 葡萄樹 36 陳怡君 葡萄樹 37 鄭詩穎 社青I Blieve
38 陳美佑 恩典 37 李永典 他會 38 黃雪香 提摩太

39 蔡恩典 兒主 38 李庭秀 他會 39 林思辰 提摩太

40 洪麗環 兒主 39 鄭秋慧 40 雷志遠 提摩太

41 李素芬 幹事 40 洪秀青 區牧 41 薛淑玲 區牧

41人 41 蔡侑恬 幹事 41人
42人

第 9 車第 7 車 第 8 車



姓名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單位

1 車長*張宏德 活水 1 車長*吳信昌 椰子 1 車長*彭榮道 兒主
2 戴麗珠 活水 2 張嫚容 椰子 2 陳婉如 兒主

3 徐文宗 活水 3 何芸蕙 椰子 3 顏春錡 兒主

4 許愛惠 活水 4 李詩禮 椰子 4 顏曾幸子 兒主

5 李碧蕙 活水 5 張惠玉 椰子 5 顏文妍 兒主

6 周宜昌 活水 6 謝桂雲 椰子 6 張詒祥 兒主

7 方宏明 活水 7 連美代 椰子 7 張詒恩 兒主

8 謝丹玉 活水 8 王春香 椰子 8 劉慈雯 兒主

9 高灑津 活水 9 郭韋均 椰子 9 郭澄希 兒主

10 黃英玲 活水 10 陳金雪 椰子 10 李建邦 兒主

11 張寶雪 活水 11 閆世鳳 椰子 11 鍾佩袗 兒主

12 林怡慧 活水 12 吳生龍 椰子 12 李常樂 兒主

13 卓菁敏 活水 13 黃淑女 椰子 13 李昱祈 兒主

14 張恩羚 活水 14 吳易鍾 椰子 14 劉在豪 兒主

15 陳傳清 活水 15 蔡哲仁 椰子 15 林天心 兒主

16 藍惠璋 活水 16 黃滿 椰子 16 陳逸芸 兒主

17 陳宜倩 活水 17 盧錦芳 椰子 17 陳翊庭 兒主

18 蘇明源 活水 18 陳秀靜 椰子 18 林芮綺 兒主

19 劉惠雅 活水 19 張勁塵 椰子 19 劉淑娟 兒主

20 蘇佳和 活水 20 阮福智 椰子 20 顏志安 兒主

21 林天瑞 活水 21 廖桂櫻 椰子 21 張杏如 兒主

22 龔素珠 活水 22 張婉柔 椰子 22 顏予恩 兒主

23 林碧珠 活水 23 李祈恩 椰子 23 顏予凡 兒主

24 袁珮珮 活水 24 張西庚 椰子 24 張育堂 兒主

25 劉人豪 活水 25 阮曉春 椰子 25 戴珮如 兒主

26 陳麗香 活水 26 鄭雪姬 椰子 26 張語晴 兒主

27 王成孜 活水 27 林芳慶 椰子 27 鄭智惠 兒主

28 周惠玉 活水 28 黃寶有 椰子 28 林靜瑩 兒主

29 林淑玲 活水 29 林鼎盛 椰子 29 劉敬睦 兒主

30 郭月娥 活水 30 林鼎諺 椰子 30 劉加苗 兒主

31 陳惠玲 活水 31 Purwianing 椰子 31 劉子卉 兒主

32 周恒甫 活水 32 李啟滄 椰子 32 郭敬裕 兒主

33 黃采婕 提摩太 33 黃寶瓊 椰子 33 郭劉麗卿 兒主

34 陳曉珮 提摩太 34 李泓毅 椰子 34 楊迦得 兒主

35 傅岑晞 提摩太 35 藍西伯 椰子 35 莊佩慈 兒主

36 戎美月 提摩太 36 林素雯 椰子 36 林細萍 兒主

37 簡曉穎 提摩太 37 余慶璋 椰子 37 吳立筠 兒主

38 林佳儀 提摩太 38 陳麗雪 椰子 38 李則賢 兒主

39 魏靜芬 提摩太 39 廖玲杏 椰子 39 陳玫潔 兒主

40 陶昌遠 提摩太 40 石莉安 椰子 40 陳奐叡 兒主

41 陶昌琳 提摩太 41 吳慶輝 椰子 41 林真珍 兒主

42 王敏貞 提摩太 42 高彥彬 椰子 42 林昱岑 兒主

42人 42人 42人

第 10 車 第 11 車 第 12 車



姓名 單位

1 車長*郭怡薰 幹事
2 王青柳

3 林熺煥 松大

4 方紹禎 松大

5 邱恒貞 松大

6 張愛卿 松大

7 陳月霞 松大

8 陳純美 松大

9 趙秀虹 小西羅亞

10 施淑芬 小西羅亞

11 廖子翔 小西羅亞

12 潘思樺 小西羅亞

13 劉素珠 小西羅亞

14 張思敏 小西羅亞

15 林青澤 小西羅亞

16 林福妹 小西羅亞

17 蔡承叡 小西羅亞

18 王如玉 小西羅亞

19 吳紅棗 小西羅亞

20 林羿璋 小西羅亞

21 黃意恩 小西羅亞

22 吳淑敏 小西羅亞

23 張亨綺 小西羅亞

24 黃秀治 小西羅亞

25 林彩瑜 小西羅亞

26 陳姿秀 兒主

27 王郁琳 兒主

28 王家宏 兒主

29 吳珮瑩 兒主
30 呂書賢 EM
31 葉庭助 EM
32 李美儀 EM
33 吳玉祥 EM
34 吳宛霖 EM
35 吳一志 EM
36 黃千庭 EM
37 李安妮 EM
38 蕭麗容 EM
39 潘虹伃 幹事

40 許昭萍 主任

40人

第 13 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