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7 月至 9 月主日事奉人員   ( 1 0 / 6 / 2 0 2 1 修 訂 )    
              大 堂 事奉人員      (如 需 修 改 ,請 通 知 廖 德 明 弟 兄 )                                                                           

日期                        講員 擘餅/司琴 主席/司琴 司事 接待員 當值 資訊 音響 事務組 清潔 

 4/7 彭振國牧師 

 

 

 

徐紀麟 鍾美蘭 劉家明 劉佩亨 何慶祺 潘淑儀 黃潔美 黃少芬 彭晴希 何禮華 朱智偉 約翰團 

11/7 廖德明弟兄 曾國榮 鍾美蘭 馬麗卿 鍾美蘭 羅克强 曹婉儀 李安妮 徐紀麟 陳興華 郭偉倫 陳健樑 以諾團 

18/7 顧碧素姑娘 廖德明 鍾美蘭 朱穎潼 鍾美蘭 高庭璋 郭錦寧 李穎茵 梁佛英 阮民聰 余金全 何禮華 約書亞團 

25/7 徐紀麟弟兄 何禮華 曾天泉 郭鳳琴 曾天泉 陳健樑 吳鳳蒞 黃潔美 廖德明 曾天城 羅克强 詹志輝 彼得團 

 1/8 廖德明弟兄 余金全 朱穎潼 黃少芬 朱穎潼 梁偉光 趙曼玲 李安妮 何潔貞

廖德明 

彭晴希 何禮華 朱智偉 雅歌團 

 8/8 梁翠芳姊妹 

 

廖德明 鍾美蘭 杜月顏 鍾美蘭 康國熙 郭少汶 李穎茵 曾國榮 陳興華 郭偉倫 陳健樑 以諾團 

15/8 何美儀姊妹 曾天泉 鍾美蘭 李慧玲 鍾美蘭 朱智偉 林 嬌 黃潔美 廖德明 阮民聰 余金全 詹志輝 約書亞團 

22/8 徐紀麟弟兄 黃浚傑 曾天泉 黃潔美 曾天泉 詹志輝 鄭笑喜 李安妮 何美儀 曾天城 羅克强 何禮華 彼得團 

29/8 袁仲輝傳道 徐紀麟 曾天泉 曾國榮 曾天泉 湯偉倫 葉小歡 李穎茵 黃浚傑 彭晴希 何禮華 朱智偉 約翰團 

 5/9 福主 楊學明牧師 廖德明 鍾美蘭  上行之詩 陳錫錦 李杏梅 黃潔美 李慧玲 阮民聰 郭偉倫 何禮華 雅歌團 

12/9 廖德明弟兄 黃浚傑 鍾美蘭 黎影儀 鍾美蘭 吳錦明 鄧淑妍 李安妮 梁翠芳 陳興華 羅克强 陳健樑 以諾團 

19/9 

福 

徐紀麟弟兄 曾天泉 鍾美蘭 梁佛英 鍾美蘭 郭偉倫 林美蘭 李穎茵 黃少芬 曾天城 余金全 詹志輝 約書亞團 

26/9 康國熙弟兄 曾國榮 曾天泉 黃浚傑 曾天泉 黃玉州 鄭冰心 黃潔美 朱穎潼 阮民聰 何禮華 朱智偉 彼得團 

 

 Awana 事奉人員   

(如 需 修 改 ,請 通 知 黃 展 娜 姊 妹 ) 

青少年主日聚會  

(如 需 修 改 ,請 通 知 徐 紀 麟 弟 )

兄 )   
日期 

Cubbies 
老師 

       Spark 
   老師   /   助教 

       UA 
    老師  /  助教 

 
遊戲導師 

 
聚會負責人 

 4/7 張盈 *顏閃治 何家雯 周浩堯 -- 康羨華          合堂崇拜 

11/7 何美儀 *吳鳳蒞 周嘉穎 陳珮璇 -- 洪迎德 黃浚傑 

18/7 巫穗茹 *吳淑逑 林嘉韾 何國威 -- 曹嘉怡 黃浚傑 

25/7 葉小歡 *何美儀 李潔盈 何麗容 -- 劉曉欣 黃浚傑 

 1/8 *張盈 何美儀 何家雯 陳珮璇 -- 康羨華 合堂崇拜 

 8/8 *何美儀 顏閃治 李潔盈 周浩堯  阮民聰 徐紀麟 

15/8 *巫穗茹 吳鳳蒞 周嘉穎 何麗容 -- 曹嘉怡 黃浚傑 

22/8 *葉小歡 吳淑逑 林嘉韾 何國威 -- 洪迎德 劉曉欣 

29/8 張盈 *顏閃治 何家雯 陳珮璇 -- 康羨華 何美儀 

5/9 巫穗茹 *何美儀 李潔盈 周浩堯 -- 曹嘉怡 合堂崇拜 

12/9 何美儀 *吳鳳蒞 周嘉穎 何國威 -- 劉曉欣 黃浚傑 

19/9 葉小歡 *何美儀 黃展娜 何麗容 -- 洪迎德 黃浚傑 

26/9 張盈 *吳淑逑 何家雯 陳珮璇 -- 康羨華 徐紀麟 

日期 祈禱會 主题 資料 日期 祈禱會 主题 資料 日期 祈禱會 主题 資料 

 4/7 安靜與默想       /  1/8 早禱會 梁佛英   5/9 福音主日      / 

11/7 印度疫情 李慧玲  8/8   音樂部和事務部 朱穎潼 12/9 成人牧養 何禮華 

18/7   青少年和職青牧養 徐紀麟 15/8     傳道拓展部 曾國榮 19/9    22/9 監獄佈道出隊 廖德明 

25/7    約翰團和保羅團 何美儀 22/8     技術支援部 徐紀麟 26/9  14/10 相交旅行 梁佛英 

   29/8    5/9 福音主日 何潔貞 (如 需 修 改 ,請 通 知 曾 國 榮 弟 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