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播道會景福堂主日崇拜事奉輪值表  (2020年1月至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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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 葉貴平牧師 陳惠雯 繆嘉裕 梁劍鋒 滕育芬 王慧娟 李家皓 蔡婉靜 譚美娟 黃麗青 關志偉 中學生團契 蕭愛梅 譚琴娟 關志偉 關頌恩 鄭佩珊

聖餐主日 C 李柏謙 黎綽宜 (黃美婷) A 蘇小平 劉建英 鍾惠嫻 黃敬源 (陳漢釗) 駱敏政 鄒麗萍 吳詩穎 李啟超

1月12日 盧容弟姑娘 駱敏政 戴婉梅 朱玉萍 倫子仲 溫麗娟 黃淑芬 黃秀珍 梁劍雄 陳芷蔚 關志偉 Agape團契 蕭愛梅 郭玉鳳

A 何俊文 劉紹恒 (湯頴華) B 薛詠之 鄧月和 伍宇傑 湯順有 (鄭嘉兒) 陳軍紅 余凱婷

1月19日 黎世隆先生 孫永康 張玉君 劉紹恒 吳悅怡 關志偉 陳玉蘭 陳美寶 倫婉甄 蘇小平 嚴施霖 關志偉 約瑟組 黎小雲 李啟超

B 余紹寧 湯頴華 (陳惠雯) A 劉建英 李淑梅 吳詩穎 張慧霞 (劉宗漢) 唐淑娜 鄭佩珊

1月26日 葉貴平牧師 朱玉萍 繆嘉裕 梁劍鋒 蘇小平 湯順有 譚美娟 杜木振 黃小麗 譚琴娟 關志偉 Agape團契 關頌恩 郭玉鳳

分組祈禱 C 黎綽宜 (鄒麗萍) B 滕育芬 陳美寶 黃嘉茵 馮偉業 (鄭嘉兒) 吳詩穎 余凱婷

2月2日 葉貴平牧師 鄒麗萍 黃亦進 黃美婷 陳玉蘭 鄧月和 李家皓 蔡婉靜 譚美娟 黃麗青 倫子仲 中學生團契 蕭愛梅 孫永康 倫子仲 蕭愛梅 李啟超

聖餐主日 A 李啟超 朱玉萍 (湯頴華) A 劉建英 王慧娟 鍾惠嫻 黃敬源 (陳漢釗) 譚琴娟 關志偉 陳軍紅 鄭佩珊

2月9日 陳鳯生先生 陳惠雯 張玉君 孫永康 倫子仲 溫麗娟 黃淑芬 黃秀珍 梁劍雄 陳芷蔚 倫子仲 約瑟組 黎小雲 郭玉鳳

B 余紹寧 湯頴華 (黎綽宜) B 薛詠之 劉建英 吳詩穎 湯順有 (劉宗漢) 唐淑娜 余凱婷

2月16日 黎世隆先生 溫寶恩 繆嘉裕 梁劍鋒 關志偉 陳玉蘭 陳美寶 倫婉甄 蘇小平 嚴施霖 倫子仲 中學生團契 關頌恩 李啟超

C 黎綽宜 (黃亦進) A 滕育芬 李淑梅 伍宇傑 張慧霞 (陳漢釗) 吳詩穎 鄭佩珊

2月23日 李世輝先生 梁劍雄 戴婉梅 駱敏政 劉建英 湯順有 譚美娟 杜木振 黃小麗 譚琴娟 倫子仲 Agape團契 蕭愛梅 郭玉鳳

分組祈禱 A 何俊文 黃美婷 (孫永康) B 陳玉蘭 陳美寶 黃嘉茵 馮偉業 (鄭嘉兒) 陳軍紅 余凱婷

3月1日 葉貴平牧師 孫永康 張玉君 劉紹恒 倫子仲 鄧月和 李家皓 蔡婉靜 譚美娟 黃麗青 孫永康 中學生團契 蕭愛梅 孫永康 倫子仲 黎小雲 李啟超

聖餐主日 B 余紹寧 湯頴華 (黎綽宜) A 薛詠之 王慧娟 鍾惠嫻 黃敬源 (陳漢釗) 駱敏政 鄒麗萍 唐淑娜 鄭佩珊

3月8日 葉貴平牧師 朱玉萍 繆嘉裕 梁劍鋒 蘇小平 溫麗娟 黃淑芬 黃秀珍 梁劍雄 陳芷蔚 孫永康 約瑟組 關頌恩 郭玉鳳

C 李柏謙 黎綽宜 (黃美婷) B 滕育芬 劉建英 伍宇傑 湯順有 (劉宗漢) 吳詩穎 余凱婷

3月15日 鄧碧華姑娘 駱敏政 黃亦進 梁劍雄 關志偉 陳玉蘭 陳美寶 倫婉甄 蘇小平 嚴施霖 孫永康 Agape團契 蕭愛梅 李啟超

A 李啟超 黃美婷 (湯頴華) A 劉建英 李淑梅 吳詩穎 張慧霞 (鄭嘉兒) 陳軍紅 鄭佩珊

3月22日 葉貴平牧師 鄒麗萍 張玉君 劉紹恒 蘇小平 湯順有 譚美娟 杜木振 黃小麗 譚琴娟 孫永康 中學生團契 黎小雲 郭玉鳳

B 余紹寧 湯頴華 (陳惠雯) B 陳玉蘭 陳美寶 黃嘉茵 馮偉業 (陳漢釗) 唐淑娜 余凱婷

3月29日 黎世隆先生 陳惠雯 繆嘉裕 梁劍鋒 倫子仲 鄧月和 李家皓 蔡婉靜 譚美娟 黃麗青 Agape團契 關頌恩 李啟超

分組祈禱 C 李柏謙 黎綽宜 (鄒麗萍) A 薛詠之 王慧娟 鍾惠嫻 黃敬源 (鄭嘉兒) 吳詩穎 鄭佩珊

職員: 朱玉萍、鄒麗萍
余紹寧、湯頴華、黎綽宜

司事長
古唐淑娜

聯絡人
魏芷苓

校長:曾美珊

樂手／和唱／投影 司事
聖餐
襄理

兒童主日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