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2018年7月1日 2018年7月8日 2018年7月15日 2018年7月22日 2018年7月29日 2018年8月5日 2018年8月12日 2018年8月19日 2018年8月26日 2018年9月2日 2018年9月9日 2018年9月16日 2018年9月23日 2018年9月30日

講員 石志堅監督 余偉剛牧師 馬榮德牧師 石志堅師母 吳仲賢姑娘 石志堅監督 林暢輝牧師 郭洪龍傳道 李銳民牧師 李一新牧師 謝雅各牧師 葉寶華傳道 黃家渭傳道

領詩 蘇康婷姊妹 徐文靜幹事 石寶儀姊妹 劉永康弟兄 蘇佩菁姊妹 蘇康婷姊妹 邱宏富執事 徐文靜幹事 梁希然姊妹 劉永康弟兄 邱宏富執事 張沅婷姊妹 梁希然姊妹

司琴 黃正同姊妹 蘇康婷姊妹 梁希然姊妹 陳詠棋姊妹 康芷珽姊妹 黃正同姊妹 梁希然姊妹 蘇康婷姊妹 李哲羚姊妹 康芷珽姊妹 梁希然姊妹 康芷珽姊妹 陳詠棋姊妹

鼓手 方僑正執事 陳詠俊弟兄 方僑正執事 陳詠俊弟兄 徐以樂弟兄 陳詠俊弟兄 陳詠俊弟兄 方僑正執事 方僑正執事 徐以樂弟兄 陳詠俊弟兄 陳詠俊弟兄 陳詠俊弟兄

盧宜達弟兄 江百揚弟兄 王旭初弟兄 梁正晞弟兄 邱宏富執事 盧宜達弟兄 王旭初弟兄 江百揚弟兄 梁正晞弟兄 王旭初弟兄 江百揚弟兄 邱宏富執事 梁正晞弟兄

何泳釺姊妹 鄧淑蕙姊妹 張沅婷姊妹 張碧珊姊妹 徐文靜幹事 何泳釺姊妺 鄧淑蕙姊妹 張沅婷姊妹 何泳釺姊妹 鄧淑蕙姊妹 張碧珊姊妹 張沅婷姊妹

結他 盧宜達弟兄 李浩賢弟兄 李浩賢弟兄 盧宜達弟兄 李浩賢弟兄 盧宜達弟兄 李浩賢弟兄 盧宜達弟兄 李浩賢弟兄 莫迪輝弟兄 盧宜達弟兄 李浩賢弟兄 莫迪輝弟兄

低音結他

張錫康弟兄 梁正晞弟兄 盧宜達弟兄 石智謙弟兄 陳劍明弟兄 吳詠堂弟兄 賴文希弟兄 石智謙弟兄 張錫康弟兄 吳詠堂弟兄 賴文希弟兄 吳詠堂弟兄 陳劍明弟兄

李悅祈弟兄 吳詠堂弟兄 賴文希弟兄 鄧智華弟兄 張錫康弟兄 梁正晞弟兄 周寳華弟兄 鄧智華弟兄 盧宜達弟兄 石智謙弟兄 陳劍明弟兄 余悅成弟兄 賴文希弟兄

音響 陳劍明弟兄 石智謙弟兄 張錫康弟兄 吳詠堂弟兄 賴文希弟兄 鄧智華弟兄 陳劍明弟兄 李悅祈弟兄 周寳華弟兄 鄧智華弟兄 梁正晞弟兄 石智謙弟兄 張錫康弟兄

周寳華弟兄 鄧智華弟兄 陳劍明弟兄 張錫康弟兄 周寳華弟兄 余悅成弟兄 張錫康弟兄 吳詠堂弟兄 賴文希弟兄 梁正晞弟兄 周寳華弟兄 鄧智華弟兄 盧宜達弟兄

其他 喜樂靈舞

備註 午堂聖餐 早堂聖餐 午堂聖餐

早　堂

主席 蘇康婷姊妹 陳詠恩姊妹 石寶儀姊妹 劉永康弟兄 蘇佩菁姊妹 蘇康婷姊妹 邱宏富執事 徐文靜幹事 梁希然姊妹 劉永康弟兄 章可麗姊妹 張沅婷姊妹 蔡彥章弟兄

電腦 張健華弟兄 邱信良弟兄 陳煒霖弟兄 張健華弟兄 邱信良弟兄 陳煒霖弟兄 張健華弟兄 邱信良弟兄 陳煒霖弟兄 張健華弟兄 邱信良弟兄 陳煒霖弟兄 張健華弟兄

剔到負責 鍾偉明弟兄 何賜光幹事 梁偉勤弟兄 鍾偉明弟兄 朱配泉弟兄 何賜光幹事 梁偉勤弟兄 鍾偉明弟兄 朱配泉弟兄 何賜光幹事 梁偉勤弟兄 鍾偉明弟兄 朱配泉弟兄

陳煒霖弟兄 蔡彥章弟兄 蘇火平執事 陳煒霖弟兄 蔡彥章弟兄 蘇火平執事 陳煒霖弟兄 蔡彥章弟兄 蘇火平執事 陳煒霖弟兄 蔡彥章弟兄 蘇火平執事 陳煒霖弟兄

危機應變 何四有弟兄 顏美霞姊妹% 鄭志輝弟兄 何四有弟兄 顏美霞姊妹% 鄭志輝弟兄 何四有弟兄 顏美霞姊妹% 鄭志輝弟兄 何四有弟兄 顏美霞姊妹% 鄭志輝弟兄 何四有弟兄

石詩韻姊妹% 石詩韻姊妹% 石詩韻姊妹% 石詩韻姊妹% 石詩韻姊妹%

# 陳金鳳姊妹 # 章可麗姊妹 # 蘇佩菁姊妹 # 吳少芬姊妹 # 李秀娟姊妹 # 陳金鳳姊妹 # 章可麗姊妹 # 吳少芬姊妹 # 李秀娟姊妹 # 蘇佩菁姊妹 # 陳金鳳姊妹 # 章可麗姊妹 # 吳少芬姊妹

何燕蘭姊妺 石美儀姊妹 李梅香姊妹 郭紫玲姊妹 歐華容姊妹 何燕蘭姊妺 石美儀姊妹 郭紫玲姊妹 歐華容姊妹 李梅香姊妹 何燕蘭姊妺 石美儀姊妹 郭紫玲姊妹

劉美娟姊妹 林月嫦姊妹 馬婉雯姊妹 周亞鳳姊妹 何佩佩姊妹 劉美娟姊妹 林月嫦姊妹 周亞鳳姊妹 何佩佩姊妹 馬婉雯姊妹 劉美娟姊妹 林月嫦姊妹 周亞鳳姊妹

歐陽瑞芬姊妹 丘碧瑤姊妹 張淑芬姊妹 石三妹姊妹 葉詠昆姊妹 歐陽瑞芬姊妹 丘碧瑤姊妹 石三妹姊妹 葉詠昆姊妹 張淑芬姊妹 歐陽瑞芬姊妹 丘碧瑤姊妹 石三妹姊妹

康芷珽姊妹 麥秀珍姊妹 周賜麗姊妹 黃小英姊妹 杜天嬌姊妹 康芷珽姊妹 麥秀珍姊妹 黃小英姊妹 杜天嬌姊妹 周賜麗姊妹 康芷珽姊妹 麥秀珍姊妹 黃小英姊妹

譚麗麗姊妹 梁蓮雲姊妹 陳金好姊妹 梁曼娜姊妹 李錦欣姊妹 譚麗麗姊妹 梁蓮雲姊妹 梁曼娜姊妹 李錦欣姊妹 陳金好姊妹 譚麗麗姊妹 梁蓮雲姊妹 梁曼娜姊妹

午　堂

主席 蘇康婷姊妹 鄭約華弟兄 杜偉倫弟兄 鄭敏倫執事 蘇家成弟兄 徐留芳執事 邱宏富執事 徐文靜幹事 梁希然姊妹 梁正晞弟兄 楊帶仙執事 丘昌維執事 何貴好姊妹

電腦 何思韋弟兄 何少威弟兄 陳允揚弟兄 蘇惠玲姊妹 何思韋弟兄 陳允揚弟兄 何少威弟兄 蘇惠玲姊妹 何思韋弟兄 陳允揚弟兄 何少威弟兄 蘇惠玲姊妹 何思韋弟兄

剔到負責 李錦添弟兄 黃德方弟兄 何賜光幹事 關志良執事 李錦添弟兄 黃德方弟兄 何賜光幹事 關志良執事 李錦添弟兄 黃德方弟兄 何賜光幹事 關志良執事 李錦添弟兄

徐留芳執事 何天生弟兄 鄭約華弟兄 徐留芳執事 何天生弟兄 鄭約華弟兄 徐留芳執事 何天生弟兄 鄭約華弟兄 徐留芳執事 何天生弟兄 鄭約華弟兄 徐留芳執事

危機應變 張智傑弟兄% 劉家旗弟兄 馬順華弟兄 張智傑弟兄% 劉家旗弟兄 馬順華弟兄 張智傑弟兄% 劉家旗弟兄 馬順華弟兄 張智傑弟兄% 劉家旗弟兄 馬順華弟兄 張智傑弟兄%

梁玉平姊妹 劉泳兒姊妹% 李家輝弟兄 梁玉平姊妹 劉泳兒姊妹% 李家輝弟兄 梁玉平姊妹 劉泳兒姊妹% 李家輝弟兄 梁玉平姊妹 劉泳兒姊妹% 李家輝弟兄 梁玉平姊妹

# 黃衛如姊妹 # 鄭敏倫執事 # 何淑英姊妹 # 張玉霞姊妹 # 楊帶仙執事 # 鄭敏倫執事 # 張玉霞姊妹 # 方少圓執事 # 黃衛如姊妹 # 鄭敏倫執事 # 張玉霞姊妹 # 何淑英姊妹 # 楊帶仙執事

何桂英姊妹 李方萍姊妹 姚以誠弟兄 何惠芳姊妹 林小燕姊妹 雷銀意姊妹 何楊潔姊妹 何繼妹姊妹 何桂英姊妹 李方萍姊妹 何惠芳姊妹 姚以誠弟兄 林小燕姊妹

黎有妹姊妹 龐耀榮弟兄 李詠恩姊妹 劉綺雯姊妹 何少英姊妹 陳燕珊姊妹 黃雅麗姊妹 何美琼姊妹 黎有妹姊妹 龐耀榮弟兄 劉綺雯姊妹 李詠恩姊妹 何少英姊妹

徐光花姊妹 陳慧萍姊妹 蔡麗蓉姊妹 何有妹姊妹 郭惠霞姊妹 許薰方姊妹 陳水妹姊妹 林清金姊妹 徐光花姊妹 陳慧萍姊妹 何有妹姊妹 蔡麗蓉姊妹 郭惠霞姊妹

朱春好姊妹 黃瑞珍姊妹 張天嬌姊妹 方僑志弟兄 鄧淑蕙姊妹 劉少萍姊妹 陳志華弟兄 陳汶瑛姊妹 朱春好姊妹 黃瑞珍姊妹 方僑志弟兄 張天嬌姊妹 鄧淑蕙姊妹

陳潤馨姊妹 黃麗娟姊妹 何敏妍姊妹 嚴美嬌姊妹 馬淑賢姊妹 張錦綉姊妹 何秀玲姊妹 梁美娟姊妹 陳潤馨姊妹 黃麗娟姊妹 嚴美嬌姊妹 何敏妍姊妹 馬淑賢姊妹

符號表示：

# 接待組長

% 醫療

　　五、有部分日子，接待及危機應變人員有重疊，敬請留意。

接待司事

接待司事

接待司事

註：一、凡參與事奉者，請穿著整齊衣服。

　　二、請於聚會前三十分鐘到達聚會場地，作事前準備。

　　三、請各肢體留意事奉崗位。

接待司事

接待司事

和唱

2018年7月至9月主日崇拜輪值表

　　四、如有任何更改或調動請向何幹事聯絡，請勿擅自修改此表格。

聯合崇拜

聯合崇拜

自行安排
聯合崇拜

接待司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