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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 9:00 利未詩班 利未詩班

楊錦華 陳素映 樊金興 盧家齊 鄭惠芳 盧黃少琼 楊錦華 鄭惠芳 樊梁少娟 樊華興 盧家齊 盧黃少琼 盧家俊

楊錦華 梁燕平 何帶喜 盧家齊 鄭惠芳 岑富光 楊錦華 何帶喜 樊梁少娟 盧錦明 盧家齊 盧黃少琼 李耀偉

梁智康傳道 許英妍傳道 陳婉冰傳道 鄭俊明傳道 梁智康傳道 干兆宗牧師 陳婉冰傳道 張觀運牧師 梁智康傳道 劉立武牧師 潘國賢牧師 王家銘傳道 陳婉冰傳道

劉黃煥霞 趙楊轉璋 莊黃楊歡 黃陳美玲 黃惠芳 黃陳美玲 盧燕賢 梁少芬 劉黃煥霞 周楊麗珍 黃惠芳 趙楊轉璋 楊陳翊凌

楊陳翊凌 周楊麗珍 吳楊惠芳 梁少芬 曾樊美芬 何美娟 楊瑞貞 曾萬仁 羅謝苑玉 冼麗芬 曾樊美芬 湯瑞莉 盧燕賢

岑富光 黎永威 梁燕平 盧錦明 梁劍雲 黎永威 盧錦明 岑富光 梁燕平 黃佩琼 盧錦明 梁劍雲 黃佩琼

梁燕平 盧錦明 盧錦明

郭周希彤 郭周希彤 許英妍傳道 顧奇民 顧奇民 邱李宛錚 許英妍傳道 郭周希彤 陳素映 許英妍傳道 郭周希彤 顧奇民 郭周希彤

盧家齊 郭峻銘 岑富光 樊金興 黃德森 樊金興 岑富光 盧家齊 郭峻銘 岑富光 黃德森 岑富光 黃德森

利未詩班 利未詩班

聖餐主日 義剪 聖餐主日 聖餐主日 義剪

獻唱小組

鄭惠芳 劉豐榮 黎永威 岑富光 許英妍傳道 陸浩然 梁燕平 梁劍雲 鄭惠芳 劉豐榮 梁智康傳道 李耀偉 盧錦明

獻唱小組 敬拜隊 敬拜隊 獻唱小組 利未詩班 敬拜隊 敬拜隊 獻唱小組 獻唱小組 敬拜隊 敬拜隊 獻唱小組 獻唱小組

陸浩然 吳鄭富麗 敬拜隊 李浩斌 郭賢基 黎張慧敏 敬拜隊 周麥嘉雯 郭賢基 顧奇民 敬拜隊 陸陳惠瑤 郭賢基

陸浩然 吳鄭富麗 鄭惠芳 李浩斌 盧錦明 黎張慧敏 盧家俊 周麥嘉雯 黎永威 吳俊曉 葉鎮緯 陸陳惠瑤 郭賢基

許英妍傳道 高步青牧師 張觀運牧師 楊嘉健傳道 胡志偉牧師 陳婉冰傳道 黃紹姬牧師 許英妍傳道 吳錦明牧師 梁智康傳道 周敬敏傳道 繆劉泳兒傳道 陳鳳雲牧師

譚鄭彩鳳 鄧王少芳 黎張慧敏 盧李凱琪 梁周玉勤 劉豐榮 邱悅宜 吳俊曉 陸陳惠瑤 陳姿穎 陳宇威 陳鄭桂珍 鄧王少芳

鄧蔚婷 陳宇威 陳翠蘭 盧珈鋒 陳偉軍 譚志邦 樊冼麗明 鄧蔚婷 陸錦棠 黎張慧敏 李葉少開 盧劉依靈 李黎冬梅

梁劍雲 梁劍雲 黎永威 梁燕平 岑富光 陸浩然 梁燕平 梁劍雲 盧錦明 陸浩然 岑富光 梁燕平 盧錦明

黎永威 黎永威 陸浩然

邱李宛錚 顧奇民 顧奇民 李樊曉晴 邱李宛錚 陳素映 陳素映 李樊曉晴 李樊曉晴 邱李宛錚 顧奇民 邱李宛錚 陳素映

劉豐榮 樊金興 陳偉軍 楊錦華 郭峻銘 陳偉軍 劉豐榮 樊金興 楊錦華 陳偉軍 郭峻銘 樊金興 陳偉軍

獻唱小組 利未詩班 獻唱小組

聖餐主日 知恩營 張行程 聖餐主日 飛虎營 標竿營 聖餐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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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控

二零一九年七月至九月主日崇拜事奉輪值表

2019年7月 2019年8月 2019年9月

石

排

灣

練習 (8:00-8:45)

9:00 - 10:00

領詩

主席

講員 

司事

值日執事

襄禮

司琴

獻詩

備註

9:00 - 10:30

灣

仔

主日學 (A) (9:00-10:00)

祈禱會 (B) (9:30- 10:00)

練習 (C&D) (9:00-10:00)

10:30 - 12:00

注意：崇拜職事乃聖職，需預早預備；事奉人員需於30分鐘前到達教會；如有任何問題需於輪值表發出兩星期內知會幹事；如因事需長期更改或暫停聖職，請正式向傳道同工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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