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崇拜司職表 2019

月 日 講員 主席 領詩 司琴 司捐 司捐 影音組 招待 招待組員 備註 宣召經文

6 王康強牧師 劉家良 盧卓健 陳有菁 B組 B組 陳家豪 B組 何鴻鈞 創28:16-17

13 施德銓傳道 何茂宏 ----------- 馮若冰 B組 B組 關楚蓮 司徒養 詩145:1,3-4

20 王康強牧師 何展明 陳國信 林頌晞 劉家良 陳國信 王子英 詩118:24

27 馮景明先生 張國偉 吳翠珊 劉淑貞 B組 B組 陳永翹 哈2:20

3 吳穌堅傳道 陳有菁 劉淑貞 何詠瞳 C組 C組 郭雅榮 C組 陳鳳蓮 詩98:1-2

*5 陳展宏傳道 劉炳光 澤光/潔明 蔡好香 C組 C組 何雅麗 鍾淑珍 新春崇拜 詩84:1-2

10 羅國柱傳道 邢綠茵 ----------- 劉淑貞 C組 C組 葉惠卿 詩96:1-4

17 王康強牧師 傅琮瑜 何茂宏 劉曉蕾 劉家良 陳國信 詩47:1-2

24 鄧應球先生 吳偉忠 方嘉慧 陳有菁 C組 C組 詩105:1-4

3 蔡好香姑娘 梁錦華 何展明 韓惠芬 D組 D組 陳永翹 D組 黎祖良 詩117:1-2

10 吳穌堅傳道 陳國信 ----------- 馮若冰 D組 D組 林艷波 陳麗琼 詩100:1-2

17 王康強牧師 何茂宏 楊可欣 林頌晞 劉家良 陳國信 陳珠琴 詩99:9

24 吳劍麗姑娘 梁瑞初 蔣忠廉 劉淑貞 D組 D組 詩84:1-2

31 梁子健院牧 邢綠茵 梁寶珊 劉曉蕾 D組 D組 詩95:6-7

7 吳穌堅傳道 張國偉 劉家良 陳有菁 A組 A組 陳永翹 A組 張啟光 詩98:1-2

14 魏新勝牧師 何展明 ----------- 馮若冰 A組 A組 袁麗珍 吳偉忠 詩66:1-2

*19 ------- 蔡好香 何詠瞳 A組 A組 林秀英 受苦節晚會 詩84:1-2

21 王康強牧師 何茂宏 林艷波 劉曉蕾 劉家良 陳國信 復活節崇拜 詩118:1-4

28 陳展宏傳道 劉炳光 劉淑賢 劉淑貞 A組 A組 詩138:1-2

5 吳穌堅傳道 吳偉忠 陳有菁 林頌晞 B組 B組 郭雅榮 B組 何鴻鈞 詩146:1-2

12 何筠怡姑娘 劉家良 ------- 何詠瞳 B組 B組 關楚蓮 司徒養 雙親主日 詩98:4-6

19 王康強牧師 張國偉 傅琮瑜 韓惠芬 劉家良 陳國信 王子英 代上16:25

26 陳展宏傳道 劉淑賢 周向榮 劉淑貞 B組 B組 陳永翹 詩111:1-3

2 蔡好香姑娘 陳燕如 陳展宏 梁寶珊 C組 C組 陳家豪 C組 陳鳳蓮 詩103:1-2

9 吳穌堅傳道 周向榮 ----------- 馮若冰 C組 C組 何雅麗 鍾淑珍 創28:16-17

16 王康強牧師 袁麗珍 黃若蘭 陳有菁 劉家良 陳國信 葉惠卿 詩150:1,6

23 麥美華姑娘 劉炳光 何展明 劉曉蕾 C組 C組 父親節 詩95:6-7

30 梁德貞姑娘 陳國信 梁寶珊 劉淑貞 C組 C組 啟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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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19年1月02日

*註：非主日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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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查看已安排的司職和日期, 如有問題, 請直接與陳國信弟兄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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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吳穌堅傳道 劉家良 蔡好香 何詠瞳 D組 D組 陳永翹 D組 黎祖良 詩98:1-2

14 羅國柱先生 何茂宏 ----------- 劉曉蕾 D組 D組 林艷波 陳麗琼 兒童主日(Awana頒獎) 詩95:1-3

21 王康強牧師 梁錦華 陳國信 韓惠芬 劉家良 陳國信 陳珠琴 詩27:4

28 陳展宏傳道 袁麗珍 吳翠珊 劉淑貞 D組 D組 詩95:6-7

4 陳展宏傳道 劉淑賢 彭美寶 劉淑貞 A組 A組 郭雅榮 A組 張啟光 詩100:1-2

11 羅廣權宣教師 邢綠茵 ----------- 馮若冰 A組 A組 袁麗珍 吳偉忠 詩117:1-2

18 王康強牧師 劉炳光 林艷波 劉曉蕾 劉家良 陳國信 林秀英 約4:23-24

25 吳劍麗姑娘 何展明 劉杏仙 劉淑貞 A組 A組 詩118:24

1 鄧應球先生 傅琮瑜 黃皞勛 林頌晞 B組 B組 陳家豪 B組 何鴻鈞 家庭主日(Awana 開學禮) 詩100:4-5

8 陳展宏傳道 陳國信 ----------- 馮若冰 B組 B組 關楚蓮 司徒養 羅11:36

15 王康強牧師 張國偉 盧卓健 劉淑貞 劉家良 陳國信 王子英 詩95:1-3

22 黃天逸牧師 劉炳光 蔡好香 何詠瞳 B組 B組 陳永翹 詩34:3

29 吳穌堅傳道 周向榮 劉淑賢 劉曉蕾 B組 B組 詩96:1-4

6 陳展宏傳道 劉家良 青崇 劉淑貞 C組 C組 郭雅榮 C組 陳鳳蓮 戶外崇拜 詩47:1-2

13 黃芳姑娘 何展明 ----------- 林頌晞 C組 C組 何雅麗 鍾淑珍 詩105:1-4

20 王康強牧師 吳偉忠 何茂宏 劉曉蕾 劉家良 陳國信 葉惠卿 路2:14

27 郭康琪姑娘 張國偉 楊可欣 韓惠芬 C組 C組 哈2:20

3 陳展宏傳道 陳國信 邢綠茵 劉淑貞 D組 D組 陳永翹 D組 黎祖良 詩99:9

10 周懷遜傳道 劉家良 ----------- 何詠瞳 D組 D組 林艷波 陳麗琼 詩145:1,3-4

17 王康強牧師 何茂宏 劉淑貞 劉曉蕾 劉家良 陳國信 陳珠琴 詩96:7-8

24 陳文深先生 劉炳光 吳啓安 劉淑貞 D組 D組 詩96:7-8

1 吳穌堅先生 梁錦華 陳有菁 韓惠芬 A組 A組 陳家豪 A組 張啟光 哈2:20

8 蔡好香姑娘 周向榮 ----------- 劉曉蕾 A組 A組 袁麗珍 吳偉忠 約4:23-24

*8 王康強牧師 劉炳光 黃若籣 馮若冰 A組 A組 林秀英 浸禮 林後5:17

15 王康強牧師 梁瑞初 蔣忠廉 林頌晞 劉家良 陳國信 詩34:3

22 何筠怡姑娘 陳燕如 蔡好香 何詠瞳 A組 A組 詩27:4

*25 張國偉 馮若冰 劉曉蕾 A組 A組 聖誔崇拜 詩107:1,8

29 陳展宏傳道 袁麗珍 劉家良 梁寶珊 A組 A組 詩1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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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若有需要需要調動，請先嘗試跟同崗位的弟兄姊妹調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