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 4 月至 6 月事奉人員表  
 

                    主日大堂事奉人員名單         ( 4 / 5 / 2 0 1 3 修 訂 )  
日期 擘餅 講員 主席 司琴 司事 來賓關顧 當值 祈禱資料 資訊 音響 清潔 

7/4 陳文達 黃官勝弟兄 余金全 鄺詩雅 

 

梁偉光 郭錦寧 黃智生 馮碧儀 康國熙

 

溫楚虹 趙必達 何禮華 彼得團 

14/4 梁悅清 陳文達弟兄 黎影儀 郭  岍 朱智偉 羅寶珠 羅維勇 羅巧珠 黃少芬 陳文達 趙必達 羅靜恆 彼得團 

21/4 何禮華 溫楚虹姊妹 陳淑芬 曾天泉 黎志堅 馬麗卿 李昀昊 劉玉兒 余金全 何美儀 趙必達 郭偉倫 約書亞團 

28/4 李盛林 李盛林弟兄 黃少芬 鍾美蘭 李浩進 黃美玲 湯偉倫 黃潔美 何禮華 梁悅清 趙必達 許禎暉 約書亞團 

5/5 陳文達 何美儀姊妹 黃智生 郭  岍 余榮輝 劉幸儀 許禎暉 李安妮 梁悅清

 

陳煒健 林志欣 何禮華 大衛小組 

12/5 余金全 康國熙弟兄 黎志堅 鄺詩雅 

 

曾國榮 吳淑逑 洪迎德 李穎茵 溫楚虹 康國熙 林志欣 郭偉倫 大衛小組 

19/5 康國熙 蘇翠雲姊妹 曹婉儀 曾天泉 黃浚傑 郭少汶 黃智生 馮碧儀 何潔貞 黃少芬 林志欣 許禎暉 保羅團 

26/5 梁悅清 李盛林弟兄 敬拜B隊 / 黃玉州 羅佩華 羅維勇 羅巧珠 李慧玲 李浩進 林志欣 劉家明 保羅團 

2/6 康國熙 李盛強牧師 杜月顏 鄺詩雅 

 

趙必達 莊蕙蘭 李昀昊 劉玉兒 梁悅清 李盛林 余榮輝 何禮華 以諾團 

9/6 余金全 鄧淑良姊妹 洪迎德 鍾美蘭 陳錫錦 陳少雲 湯偉倫 黃潔美 梁佛英 曾國榮 余榮輝 郭澄峯 以諾團 

16/6 何禮華 莫鉅智弟兄 郭  岍 曾天泉 姚傳禮 雷淑晶 許禎暉 李穎茵 陳文達 陳綺嚀 余榮輝 郭偉倫 已婚團契 

23/6 梁悅清 陳文達弟兄 郭文娟 郭  岍 詹志輝 黃月琼 洪迎德 李安妮 康國熙 何潔貞 余榮輝 許禎暉 已婚團契 

30/6 康國熙 麥子強弟兄 敬拜C隊 / 林志欣 郭鳳琴 黃智生 馮碧儀 溫楚虹 何美儀 余榮輝 劉家明 撒母耳團 

 

  

         

少崇事奉人員名單  兒崇事奉人員名單  

日期 講員 主席 司琴 當值 司事 兒童崇拜 兒童活動 

7/4 何美儀姊妹 梁家銘 郭澄峯 陳文達 黃浚傑 阮民聰 陳結玲 郭文娟 

14/4 康國熙弟兄 劉家明 陳卓熙 胡燕珍 李樂言 陳淑芬 杜月顏 

21/4 世界福音動員 敬拜 C隊 / 曾國榮 梁智昭 葉小歡 姚傳禮 

28/4 / / / / / 陳結玲 朱智偉 郭偉倫 

5/5 陳文達弟兄 劉嘉駿 陳伊琳 劉嘉駿 梁家銘 吳詠琳 葉小歡 黎志堅 

12/5 / / / / / 何麗容 何樂詩 康羨華 

19/5 陳英偉弟兄 李啓言 黃樂婷 黎志堅 劉家明 朱穎汶 陳結玲 郭  岍 

26/5 / / / / / 葉小歡 郭  岍 

2/6 何美儀姊妹 何樂詩 朱頴潼 黃浚傑 梁家銘 郭頌晞 陳結玲 郭  岍 

9/6 黃慶昌弟兄 劉佩亨 陳文達 陳文達 劉家明 余綽然 陳淑芬 何樂詩 康羨華 

16/6 / / / / / 李杏梅 陳結玲 

23/6 梁翠芳姊妹 羅靜恆 郭澄峯 黎志堅 黃浚傑 梁樂昭 葉小歡 郭鳳琴 

30/6 / / / / / 陳結玲 郭少汶 

日期 祈禱會主題 日期 祈禱會主題 日期 祈禱會主題 

7/4 新來賓/福音對象 5/5 新一季主日學 2/6 牧職神學院 

14/4 恒生管理學院 12/5 同性戀 9/6 男士小組 

21/4 Awana事工 19/5 佈道心志 16/6 中小學考試 

28/4 東方閃電 26/5 大專考試及畢業生找工 23/6 職場見證 

    30/6 暑期托管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