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得團 2022年週會表 (逢星期三上午 9時至 11時) 

第一週: 主題分享; 第二週:查經; 第三週: 小組活動; 第四週: 主題信息; 第五週: 休團 

日期 週會主題 
負責

人 
日期 週會主題 

負責

人 

一月 七月 

第一週 5/1 主題分享 Mona 第一週 6/7 主題分享 Mona 

第二週 12/1 查經 – 四福音中的耶穌 Mona 第二週 13/7 查經 – 四福音中的耶穌 Mona 

第三週 19/1 小組活動 組長 第三週 20/7 暑假 / 

第四週 26/1 主題信息: 與身分的掙扎 Mona 第四 27/7 暑假 / 

二月 八月 

第一週 2/2 休團(年初二) Mona 第一週 3/8 暑假 / 

第二週 9/2 查經 – 巴拿巴 Mona 第二 10/8 暑假 / 

第三週 16/2 關顧社區愛心行動 碧瑜 第三 17/8 暑假 / 

第四週 23/2 主題信息:與改變掙扎 Mona 第四 24/8 暑假 / 

/ / / 第五週 31/8 休團 / 

三月 九月 

第一週 2/3 主題分享 Mona 第一週 7/9 開學週  

第二週 9/3 查經 – 四福音中的耶穌 Mona 第二週 14/9 查經 – 四福音中的耶穌 Mona 

第三週 16/3 小組活動 組長 第三週 21/9 小組活動 組長 

第四週 23/3 主題信息: 與怒氣掙扎 Mona 第四週 28/9 主題信息: 與接納的掙扎 Mona 

第五週 30/3 休團 / / / / 

四月 十月 

第一週 6/4 查經 – 迦勒 Mona 第一週 5/10 主題分享 Mona 

第二週 13/4 學校復活節假期 Mona 第二週 12/10 查經 – 馬可 Mona 

第三週 20/4 學校復活節假期 組長 第三週 19/10 關顧社區愛心行動 碧瑜 

第四週 27/4 主題信息: 與受苦掙扎 Mona 第四週 26/10 主題信息: 與人性的掙扎 Mona 

五月 十一月 

第一週 4/5 主題分享 Mona 第一週 2/11 主題分享 Mona 

第二週 11/5 查經 – 四福音中的耶穌 Mona 第二週 9/11 查經 – 四福音中的耶穌 Mona 

第三週 18/5 小組活動 組長 第三週 16/11 小組活動 組長 

第四週 25/5 主題信息: 與信仰使命掙扎 Mona 第四週 23/11 耶穌:在掙扎中上帝與我們同在 Mona 

/ / / 第五週 30/11 休團 / 

六月 十二月 

第一週 1/6 主題分享 Mona 第一週 7/12 主題分享 Mona 

第二週 8/6 查經 – 提摩太 Mona 第二週 14/12 查經 – 以西結 Mona 

第三週 15/6 關顧社區愛心行動 碧瑜 第三週 21/12 小組活動 組長 

第四週 22/6 主題信息: 與禱告的掙扎 Mona 第四週 28/12 學校聖誕假期 / 

第五週 29/6 休團 / / / / 

 
每次流程: 

時間 項目 

9:00-9:10 敬拜 + 團歌 (10mins) 

9:10-9:20 遊戲 (10mins) 

9:20-9:25 奉獻 (5mins) 

9:25-10:40 信息/活動 (1hr 15mins) 

10:40-11:00 分組祈禱 

 
事奉人員: 

團長: 遠遠              組長:遠遠(A組), Jenny(B組), Michelle (B組) 

財政: 遠遠 & Jenn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