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負責人
早  /  午

早 董銘曦 鄧諾行 傲翹、念馳
午 許澤芳 家榮/穎敏 偉順、頌威
早 陳共樂 董銘偕 家倫、傲天

午 陳錦銘 張瑞心 寶華、金榮
早 馮聖華 楊洛軒 偉順、定邦

午 黃偉順 鄺敏靈 林濠、福祥

黃展強 張瑞心 聯崇

李富昌 --- 夏令會

早 譚家倫 董銘曦 傲翹、念馳

午 翁美茵 李思穎 林濠、福祥
早 董銘愛 范頌詩 家倫、傲天

午 梁智敏 張瑞心 偉順、頌威
早 陳慶文 楊洛軒 偉順、定邦

午 黃艷媚 家榮/穎敏 寶華、金榮
早 黃翠琼 鄧諾行 天賜、偉順
午 黃展強 鄺敏靈 林濠、福祥

早 劉穎敏 董銘曦 傲翹、念馳

午 李思穎 廖美珊 偉順、頌威
早 家倫、傲天

午 寶華、金榮
早 黃雅妍 范頌詩 天賜、偉順
午 梁慧敏 李思穎 林濠、福祥
早 劉燕群 董銘偕 偉順、定邦

午 朱達年 鄺敏靈 偉順、頌威
早 陳共樂 徐淑貞 家倫、傲天

午 余麗娟 張瑞心 寶華、金榮

早 馮聖華 鄧諾行 傲翹、念馳

午 黃偉順 家榮/穎敏 寶華、金榮
早 陳婉嫻 范頌詩 偉順、定邦

午 翁美茵 廖美珊 偉順、頌威
早 董銘愛 董銘曦 家倫、傲天

午 梁智敏 李思穎 林濠、福祥
早 譚家倫 楊洛軒 偉順、定邦

午 陳錦銘 鄺敏靈 寶華、金榮

聯崇 朱達年(甲)

浸禮主日 廖雲英(乙)

聯合

差傳主日

早 天賜、偉順
午 黃艷媚 張瑞心 林濠、福祥
早 陳慶文 董銘偕 家倫、傲天

午 梁慧敏 家榮/穎敏 偉順、頌威

早 黃雅妍 徐淑貞 傲翹、念馳
午 朱達年 李思穎 寶華、金榮
早 劉燕群 鄧諾行 偉順、定邦

午 余麗娟 廖美珊 林濠、福祥
聯崇

聖誕福音主日

早 天賜、偉順
午 陳錦銘 張瑞心 寶華、金榮
早 馮聖華 董銘曦 偉順、定邦

午 黃展強 鄺敏靈 偉順、頌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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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Δ獻唱小組

 # 如需更調日期，請自行與有關肢體洽商，唯請寫下放在辦公室門前信袋內，方便更正有關記錄

鄧發源 吳淑美 鄧允行 衛錦珊 梁秀萍 鄧允行甘小奇 關國雄(甲) 紅/諾團 梁心霈 朱家輝 司徒子熙

鄭文業 郭執好 陳蘊妮陳康琪 陳蘊妮

29/12 陳錦銘 黃偉順 張瑞心

司徒子睿 何淑琪 金芷靈 陳志傑

陸珮雯 林曉慧 周玉麗 陸鳳妍

梁慧碧

22/12 朱達年 朱家輝 廖美珊 鄺志恆 敬拜隊
黃展強(甲) 彼得團

洪瑞燕 郭雋妍 何國基 黎寶欣 何樂瑤 18/12楊洛軒 黃偉順(乙) 家倫、傲天 以利沙團Δ 15/12 黃展強 馮聖華 鄧諾行 李富昌 陳共樂

何樂瑤 郭文傑

聯崇 郭志偉

雅各團 大衛敬拜隊 江麗蓉 大衛敬拜隊 王鎮輝

雲英/錦銘

8/12 關國雄 鄺志恆 陳天諾 梁慧碧 朱達年(乙) 保羅團 鄭崇欣 鄺志恆

黃艷媚 黃正 趙鴻興 張明香 黃正 1/12

林曉慧 11/12 朱家輝

1/12 董增峰 朱達年 李思穎 朱家輝 葉玉儀(乙) 天/安團 卓淑君 張培德馮英朗 陳朗晞

陳耀權 曾美儀 陳朗晞 20/11 甘小奇

24/11 朱家輝 馮聖華 董銘曦 黃梅英

鄺志恆 鄺志恆 司徒子熙 陳智勇 譚雅麗 陳梓穎

鄺志恆洪明芳 王倚祈 蔡志明 翁美茵 睿斯/睿言 27/11黃展強(乙)

17/11 甘小奇 黃偉順 家榮/穎敏 何淑琪 敬拜隊
陳錦銘(乙) 書/翰團

邱美鳳宣教士 聯合差傳主日 關國雄(乙) 13/11 李富昌聯合差傳主日 聯合差傳主日

3/11 李富昌 關國雄 范頌詩 李富昌 讚美小組 傲翹、念馳

10/11 --- --- ---

莫應聰聯崇

胡凱澄 倪諾 鄭志明

袁惠英 袁家瑩 — 6/11紅/諾團 何淑琪劉嘉雯 —

林曉慧 23/10 朱家輝

27/10 朱家輝 黃展強 張瑞心 王礽福社長

楊洛軒 鄺志恆 司徒子熙 余敬媚 賴淑賢 余在恩

黃梅英李裕明 楊頌恩 鄭文業 郭執好 楊頌恩 30/10葉玉儀(甲) 彼得團 黃銘恩

16/10 鄺志恆

20/10 鄺志恆 馮聖華 陳天諾 甘小奇 黃偉順(甲) 以利沙團

黃祖康 韓笑儀 陳蘊妮 林元清 林淑嫻 陳蘊妮董增峰 黃展強(甲) 保羅團 何淑琪 何淑琪 鄭崇欣

文禮賢 容燕心

Δ 13/10 甘小奇 陳錦銘 鄧諾行

陳錦銘(甲) 天/安團 朱家輝 張培德6/10 李富昌 朱達年 廖美珊 李富昌 伍敬樂 李沛儀

甘小奇雅各團 高昊恩 關淑貞 司徒子熙 王鎮輝 洪明芳

吳淑美

鄭仲強 黎秀珠 黃正 6/10 偉順/玉儀黃艷媚 黃正

卓淑君

29/9 黃偉順 甘小奇 李思穎 謝翠瑩 馮聖華(甲)

鄧允行 趙鴻興

何淑琪紅/諾團 黃銘恩 鄺慧怡 陳天諾 陳志傑 陳康琪

鄧允行 25/9 李富昌張明香

王倚祈 衛錦珊 梁秀萍 — 2/10

22/9 馮聖華 陳錦銘 家榮/穎敏 黃梅英

— 蔡志明 翁美茵

關國雄(甲) 書/翰團 陳雅琪 梁心霈 鄧發源

11/9 黃梅英
讚美小組

15/9 董增峰 黃展強 董銘曦 梁慧碧 朱達年(乙)

何國基 黎寶欣 何樂瑤 董皓瑤 金樂祈 —
敬拜隊

黃偉順(乙) 彼得團 鄺志恆 鄺志恆 金芷靈

睿斯/睿言 18/9

8/9 黃展強 關國雄 范頌詩 黎錫華長傳

團職 何淑琪 團職 郭志偉

林曉慧 28/8 梁慧碧

1/9 關國雄 李富昌 鄧諾行 李富昌 葉玉儀(乙) 以利沙團

李富昌 陳重豪 戴穎茵 林曉慧 董銘曦 張美玲

周玉麗 陸鳳妍 — 1/9 達年/國雄洪瑞燕 郭雋妍

司徒子睿25/8 朱家輝 黃展強 張瑞心 甘小奇 陳錦銘(乙) 保羅團

陳智勇朱家輝 關國雄(乙) 天/安團 曾進樂 鄺志恆 陳朗晞

羅希欣

聯崇 梁潤成

鄺志恆

Δ 18/8 鄺志恆 董增峰 董銘曦

廖雲英(乙) 雅各團 徐紀麟 郭文傑 陸珮雯 —

21/8 朱家輝譚雅麗 陳梓穎 羅玉玲 陳家玲 楊頌恩

11/8 李富昌 黃偉順

何淑琪梁詠思 梁凱淳 曾卓加 羅順銘

鄭仲強 容燕心 — 4/8 玉儀/聖華韓笑儀 —

陳耀權 曾美儀 陳朗晞 14/8

4/8 甘小奇 關國雄 李思穎 李富昌 朱達年(甲) 書/翰團 李沛儀 何淑琪 吳銘欣 黃祖康

陳天諾 鄺志恆 倪諾 陳迦晞

17/7 李富昌

28/7 --- 鄧穎軒 陳婉嫻 徐淑貞 黃展強(乙) 天賜、定邦 紅/諾團

鄭志明 李裕明 黃正 江國洪 黎秀珠 黃正甘小奇 葉玉儀(甲) 彼得團 何淑琪 黃展強 羅希欣

— 31/7

21/7 鄺志恆 朱達年 范頌詩

黃星嘉 鄺志恆 何樂瑤 莫應聰

主禮

3/7 甘小奇

14/7 甘小奇 陳錦銘 董銘曦 朱家輝 黃偉順(甲) 以利沙團

余敬媚 賴淑賢 余在恩 蔡志明 翁美茵 睿斯/睿言

許澤芳 張嘉雯 楊頌恩 7/7 雲英/展強劉嘉雯 楊頌恩

7/7 朱家輝 黃偉順 家榮/穎敏 何淑琪 陳錦銘(甲) 保羅團 吳銘欣李偉淦金樂祈

襄禮 司琴 早/午堂 講員

2019 主 日 事 奉 人 員 名 單 (7-12月)
擘  餅 少年崇拜 兒童崇拜 祈禱會

日期講 員 司 琴 幼稚級 司琴 小學級 司琴主席 司琴 司事組 音響組 執拾團契 主  席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