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5-8 月崇拜事奉人員安排 – 晚堂                     ＊ 該堂有聖餐安排 

 日期 講員 領詩 司琴 伴唱 音響 1 音響 2 

5月 

4日 劉翰勳 關建基 蔡曉澄 余孝儀，吳綺文 吳本為 

11日 游淑儀 青森傳歌 張淑妮 -- 李燕珊 

18日 陳敏斯 青森傳歌 葉惠芬 -- 駱嘉文 

＊25日 游/芳 黃聖深 黎鎂施 陸思濬，麥慧瑩 任俊傑，吳綺文 

6月 

1日 陳/周 青森傳歌 蔡曉澄 -- 吳本為 

8日 鄭/劉 李漢明 張淑妮 蕭雄，宋銘賢 李燕珊 

15日 甘/張 青森傳歌 葉惠芬 -- 駱嘉文 

＊22日 瑩/鄧 關建基 黎鎂施 陸思濬，麥慧瑩 任俊傑，吳綺文 

29日 紀治興 李漢明 蔡曉澄 蕭雄，吳綺文 李燕珊 

7月 

 

6日 王礽福 青森傳歌 葉惠芬 -- 吳本為 

13日 游淑儀 關建基 黎鎂施 顏永勤，余孝儀 駱嘉文 

20日 周創權 青森傳歌 張淑妮 -- 任俊傑，吳綺文 

＊27日 甘晨智 李漢明 蔡曉澄 宋銘賢，吳綺文 李燕珊 

8月 

3日 港九培靈會 -- -- -- -- 

10日 港九培靈會 -- -- -- -- 

17日 陳美芳 黃聖深 蔡曉澄 -- 駱嘉文 

＊24日 劉翰勳 關建基 葉惠芬 -- 任俊傑，吳綺文 

31日 陳潔瑩 李漢明 張淑妮 -- 李燕珊 

 
                                                              

 日期 司事 1 司事 2 司事 3 司事 4 

5月 

4日 劉燕娜 黃栢衡 任凱萍 霍美寶 

11日 林慧珍 趙桂萍 陶婉麗 楊翠屏 

18日 甄康寧 陳佩華 羅孔亮 李詠欣 

＊25日 楊玉轉 徐鳳玲 黃菁萍 區淑玲 

6月 

1日 劉燕娜 黃栢衡 任凱萍 霍美寶 

8日 林慧珍 趙桂萍 陶婉麗 楊翠屏 

15日 甄康寧 陳佩華 羅孔亮 李詠欣 

＊22日 黎潔玉 葉錦添 黃浩恩 區淑玲 

29日 林慧珍 趙桂萍 陶婉麗 楊翠屏 

7月 

6日 劉燕娜 黃栢衡 任凱萍 霍美寶 

13日 甄康寧 陳佩華 羅孔亮 李詠欣 

20日 林慧珍 趙桂萍 陶婉麗 楊翠屏 

＊27日 楊玉轉 徐鳳玲 黃菁萍 -- 

8月 

3日 港九培靈會 -- -- -- 

10日 港九培靈會 -- -- -- 

17日 劉燕娜 黃栢衡 任凱萍 霍美寶 

＊24日 黎潔玉 葉錦添 黃浩恩 區淑玲 

31日 甄康寧 陳佩華 羅孔亮 李詠欣 



 第1頁 

2019 年 5-8 月崇拜事奉人員安排 - 早堂               ＊ 該堂有聖餐安排 

 日期 講員 領詩 司琴 伴唱 音響 1 音響 2 

5月 

5日 劉翰勳 蕭樂興 黃聖深 李啟邦，郭卓靈 詹家賢 

12日 游淑儀 青森傳歌 青森 -- 青森傳歌 

19日 陳敏斯 青森傳歌 林家穎 -- 關建基 

＊26日 游/芳 黃聖深 葉家欣 尹民慶，楊惠賢 黃健良 

6月 

2日 陳/周 青森傳歌 文慧晶 -- 林家穎 

＊9日 鄭/劉 李有祥 林家穎 李榮翔，盧偉玲 詹家賢 

16日 甘/張 青森傳歌 文慧晶 -- 關建基 

23日 瑩/鄧 胡文安 李嘉寶 周卓毅，梁瑞蓮 黃和仔 

30日 紀治興 劉美玲 黃聖深 李啟邦，黃瑩 詹家賢 

 
7月 

7日 王礽福 青森傳歌 文慧晶 -- 青森傳歌 

＊14日 游淑儀 蕭樂興 葉瑞芬 周卓毅，梁瑞蓮 關建基 

21日 周創權 青森傳歌 林家穎 -- 詹家賢 

28日 甘晨智 胡文安 李嘉寶  尹民慶，楊惠賢 林家穎 

8月 

4日 牧愛會同工 青森傳歌 文慧晶 -- 青森傳歌 

＊11日 趙崇明 李有祥 林家穎 -- 任俊傑，吳綺文 

18日 鄭鎮鴻 黃聖深 龍嘉欣 -- 關建基 

25日 吳利芳 劉美玲 葉家欣 -- 詹家賢 

 

 日期 司事 1 司事 2 司事 3 司事 4 司事 5 司事 6 司事 7 司事 8 

5月 

5日 黃玉霞 黃聖心 關紹衡 洪瑞媛 -- 黎群英 尹琪惠 陳麗華 

12日 梁燕平 劉錦華 楊金花 蕭秀蘭 李笑容 黎亞倫 鄧綺華 吳佩如 

19日 蕭穎儀  李一勤 楊美蓮 吳玲玲 何翠君 黃國安 蘇施薇 姜慧芬 

＊26日 杜銘浠 潘瑞桂 關月明 何惠萍 何雁婷 周麗雲 -- 陳寶儀 

6月 

2日 任俊彥 鄭婉梅 潘惠賢 譚佩英 鄧桂蓮 吳熾昌 陳淑馨 -- 

＊9日 蕭佩華 戴美香 劉玉娣 徐文秀 阮美玉 何琼芳  葉慧敏  鍾奇思 

16日 黃玉霞 黃聖心 關紹衡 洪瑞媛 -- 黎群英 尹琪惠 陳麗華 

23日 蕭穎儀  李一勤 楊美蓮 吳玲玲 何翠君 黃國安 蘇施薇 姜慧芬 

30日 梁燕平 劉錦華 楊金花 蕭秀蘭 李笑容 黎亞倫 鄧綺華 吳佩如 

7月 

7日 任俊彥 鄭婉梅 潘惠賢 譚佩英 鄧桂蓮 吳熾昌 陳淑馨 -- 

＊14日 杜銘浠 潘瑞桂 關月明 何惠萍 何雁婷 周麗雲 -- 陳寶儀 

21日 黃玉霞 黃聖心 關紹衡 洪瑞媛 -- 黎群英 尹琪惠 陳麗華 

28日 梁燕平 劉錦華 楊金花 蕭秀蘭 李笑容 黎亞倫 鄧綺華 吳佩如 

8月 

4日 蕭穎儀  李一勤 楊美蓮 吳玲玲 何翠君 黃國安 蘇施薇 姜慧芬 

＊11日 蕭佩華 戴美香 劉玉娣 徐文秀 阮美玉 何琼芳  葉慧敏  鍾奇思 

18日 任俊彥 鄭婉梅 潘惠賢 譚佩英 鄧桂蓮 吳熾昌 陳淑馨 -- 

25日 黃玉霞 黃聖心 關紹衡 洪瑞媛 -- 黎群英 尹琪惠 陳麗華 



 第2頁 

2019 年 5-8 月崇拜事奉人員安排 – 中堂                   ＊ 該堂有聖餐安排 

 日期 講員 領詩 司琴 伴唱 音響 1 音響 2 

5月 

5日 劉翰勳 蕭樂興 黃聖深 李啟邦，郭卓靈 葉仲明 

12日 游淑儀 青森傳歌 青森 -- 青森傳歌 

19日 陳敏斯 青森傳歌 青森 -- 邢家豪，葉仲明 

＊26日 游/芳 黃聖深 葉家欣 尹民慶，楊惠賢 黃嘉豪，陳家豪 

6月 

2日 陳/周 青森傳歌 青森 -- 溫俊傑 

9日 鄭/劉 李有祥 林家穎 李榮翔，盧偉玲 邢家豪，葉仲明 

16日 甘/張 青森傳歌 青森 -- 黃健良 

＊23日 瑩/鄧 胡文安 李嘉寶 周卓毅，梁瑞蓮 黃嘉豪，陳家豪 

30日 紀治興 劉美玲 黃聖深 李啟邦，黃瑩 葉仲明 

 
7月 

7日 王礽福 青森傳歌 青森 -- 青森傳歌 

14日 游淑儀 蕭樂興 葉瑞芬 周卓毅，梁瑞蓮 邢家豪 

21日 周創權 青森傳歌 青森 -- 溫俊傑 

＊28日 甘晨智 胡文安 李嘉寶 尹民慶，楊惠賢 黃嘉豪，陳家豪 

8月 

4日 牧愛會同工 青森傳歌 青森 -- 青森傳歌 

11日 趙崇明 李有祥 林家穎 -- 邢家豪 

18日 陳美芳 黃聖深 龍嘉欣 -- 黃健良 

＊25日 劉翰勳 劉美玲 葉家欣 -- 黃嘉豪，陳家豪 

 

 日期 司事 1 司事 2 司事 3 司事 4 司事 5 司事 6 司事 7 司事 8 

5月 

5日 張子釗 胡聯發 梁桂華 莫喚好 王少芬 章純禧 練達之 曾榮 

12日 高仲光 戚廣雄 馬寶顏 李佩賢 文寶珠 楊敏芝 伍惠儀 張綺雲 

19日 陶子樑 孔秀蓮 黃翠冰 勞玉波 陳剛強 陳麗玲 陳承俊 葉小愛 

＊26日 葉永豪 黃肇邦 陳坤妹 劉恩河 林順強 陳素銀 林佩瓊 譚漢興 

6月 

2日 黃金玉 譚月桃 鍾敏燕 曾淑霞 蘇嘉敏 鄭秀雲 連晧光 劉偉奇 

9日 張子釗 胡聯發 梁桂華 莫喚好 王少芬 章純禧 練達之 曾榮 

16日 高仲光 戚廣雄 馬寶顏 李佩賢 文寶珠 楊敏芝 伍惠儀 張綺雲 

＊23日 馬寶琼 梁美寶 廖麗儀 陳有成 何志順 李凱桐 王愛梅 馮文姬 

30日 陶子樑 孔秀蓮 黃翠冰 勞玉波 陳剛強 陳麗玲 陳承俊 葉小愛 

 
7月 

7日 黃金玉 譚月桃 鍾敏燕 曾淑霞 蘇嘉敏 鄭秀雲 連晧光 劉偉奇 

14日 張子釗 胡聯發 梁桂華 莫喚好 王少芬 章純禧 練達之 曾榮 

21日 高仲光 戚廣雄 馬寶顏 李佩賢 文寶珠 楊敏芝 伍惠儀 張綺雲 

＊28日 葉永豪 黃肇邦 陳坤妹 劉恩河 林順強 陳素銀 林佩瓊 譚漢興 

8月 

4日 陶子樑 孔秀蓮 黃翠冰 勞玉波 陳剛強 陳麗玲 陳承俊 葉小愛 

11日 黃金玉 譚月桃 鍾敏燕 曾淑霞 蘇嘉敏 鄭秀雲 連晧光 劉偉奇 

18日 張子釗 胡聯發 梁桂華 莫喚好 王少芬 章純禧 練達之 曾榮 

＊25日 馬寶琼 梁美寶 廖麗儀 陳有成 何志順 李凱桐 王愛梅 馮文姬 



 第3頁 

2019 年 5-8 月崇拜事奉人員安排–午堂                                ＊該堂有聖餐安排 

 日期 講員 領詩 司琴 伴唱 普通話翻譯 音響 1 音響 2 

5月 

5日 劉翰勳 蕭樂興 黃聖深 李啟邦，郭卓靈 回雅甫 李啟邦 

12日 游淑儀 青森傳歌 青森 -- 鄭春美 青森傳歌 

19日 陳敏斯 青森傳歌 葉家欣 -- 陳素丹 李耀基 

＊26日 游/芳 黃聖深 葉家欣 尹民慶，楊惠賢 王為敏 關富霖 

6月 

2日 陳/周 青森傳歌 葉瑞芬 -- 回雅甫 李啟邦 

＊9日 鄭/劉 李有祥 林家穎 李榮翔，盧偉玲 鄭春美 李耀基 

16日 甘/張 青森傳歌 黃聖深 -- 陳素丹 關富霖 

23日 瑩/鄧 胡文安 李嘉寶 周卓毅，梁瑞蓮 王為敏 李啟邦 

30日 紀治興 劉美玲 黃聖深 李啟邦，黃瑩 回雅甫 李耀基 

 
7月 

7日 王礽福 青森傳歌 葉家欣 -- 鄭春美 青森傳歌 

＊14日 游淑儀 蕭樂興 葉瑞芬 周卓毅，梁瑞蓮 陳素丹 關富霖 

21日 周創權 青森傳歌 龍嘉欣 -- 王為敏 李啟邦 

28日 甘晨智 胡文安 李嘉寶 尹民慶，楊惠賢 回雅甫 李耀基 

8月 

4日 牧愛會同工 青森傳歌 龍嘉欣 -- 鄭春美 青森傳歌 

＊11日 趙崇明 李有祥 林家穎 -- 陳素丹 關富霖 

18日 鄭鎮鴻 黃聖深 龍嘉欣 -- 王為敏 李啟邦 

25日 吳利芳 劉美玲 葉家欣 -- 鄭春美 李耀基 
 
 

 日期 司事 1 司事 2 司事 3 司事 4 司事 5 司事 6 司事 7 司事 8 

5月 

5日 陳艷玲 劉舒爾 鄭春美 陳素丹 梁靄美 何惠珍 梁浩華 鄧瑞心 

12日 張美才 雷順愛 歐炳強 翁麗君 梁萬好 黃坤娜 鍾義娣 楊惠蓮 

19日 潘慧詩  馮楚蓉 黃蔚莉 林帶英 周思薇 許鳳 鍾耀霞 李敏 

＊26日 陳萌麗 區國華 葉麗娜 羅惠貞 馮文姬 陳蓮順 黃和仔 許玉珍 

6月 

2日 陳艷玲 劉舒爾 鄭春美 陳素丹 梁靄美 何惠珍 梁浩華 鄧瑞心 

＊9日 張沛豪 黃麗英 劉美英 蔡高花 -- 馮文姬 陳寶儀 胡家駒 

16日 張美才 雷順愛 歐炳強 翁麗君 梁萬好 黃坤娜 鍾義娣 楊惠蓮 

23日 潘慧詩  馮楚蓉 黃蔚莉 林帶英 周思薇 許鳳 鍾耀霞 李敏 

30日 陳艷玲 劉舒爾 鄭春美 陳素丹 梁靄美 何惠珍 梁浩華 鄧瑞心 

 
7月 

7日 張美才 雷順愛 歐炳強 翁麗君 梁萬好 黃坤娜 鍾義娣 楊惠蓮 

＊14日 陳萌麗 區國華 葉麗娜 羅惠貞 馮文姬 陳蓮順 黃和仔 許玉珍 

21日 潘慧詩  馮楚蓉 黃蔚莉 林帶英 周思薇 許鳳 鍾耀霞 李敏 

28日 陳艷玲 劉舒爾 鄭春美 陳素丹 梁靄美 何惠珍 梁浩華 鄧瑞心 

8月 

4日 張美才 雷順愛 歐炳強 翁麗君 梁萬好 黃坤娜 鍾義娣 楊惠蓮 

＊11日 張沛豪 黃麗英 劉美英 蔡高花 -- 馮文姬 陳寶儀 胡家駒 

18日 潘慧詩  馮楚蓉 黃蔚莉 林帶英 周思薇 許鳳 鍾耀霞 李敏 

25日 張美才 雷順愛 歐炳強 翁麗君 梁萬好 黃坤娜 鍾義娣 楊惠蓮 



 第4頁 

2019 年 5-8 月崇拜事奉人員安排–新墟村中堂崇拜   ＊該堂有聖餐安排 

 日期 講員 主席/領詩 司琴 伴唱 音響 

5月 

＊5日 游淑儀 陳有成 -- -- 李嘉雯 

12日 懇親日營 

19日 吳利芳 張綺雲 -- -- 劉偉奇 

26日 鄭鎮鴻 廖慧玲 曾子君 鄧綺華 陳承俊 

6月 

＊2日 甘晨智 劉月有 -- -- 黃和仔 

9日 鄧新有 陳萌麗 -- -- 鄭春來 

16日 陳美芳 陳有成 -- -- 李嘉雯 

23日 周創權 張綺雲 -- -- 陳承俊 

30日 鄭鎮鴻 廖慧玲 曾子君 鄧綺華 劉偉奇 

 
7月 

＊7日 游淑儀 劉月有 -- -- 黃和仔 

14日 劉翰勳 張綺雲 -- -- 鄭春來 

21日 陳美芳 陳有成 -- -- 李嘉雯 

28日 鄭鎮鴻 劉月有 -- -- 陳承俊 

8月 

＊4日 甘晨智 廖慧玲 曾子君 鄧綺華 劉偉奇 

11日 鄧新有 陳萌麗 -- -- 黃和仔 

18日 周創權 陳有成 -- -- 鄭春來 

25日 鄭鎮鴻 劉月有 -- -- 李嘉雯 

 
 
 

 
 
 
 
 
 
 
 
 
 
 
 
 
 
 

 
 
 
 

 
 
 
 

 日期 司事 1 司事 2 

5月 

＊5日 譚若芙 黃惠芳 

12日 懇親日營 

19日 譚美兒 許玉珍 

26日 俞智芬 鄧帶喜 

6月 

＊2日 譚若芙 黃惠芳 

9日 黃聖心 張明 

16日 何雁婷 鍾麗娟 

23日 吳玲玲 黃蝶蓮 

30日 俞智芬 鄧帶喜 

 
7月 

＊7日 譚若芙 黃惠芳 

14日 黃聖心 張明 

21日 譚美兒 許玉珍 

28日 何雁婷 鍾麗娟 

8月 

＊4日 譚若芙 黃惠芳 

11日 吳玲玲 黃蝶蓮 

18日 俞智芬 鄧帶喜 

25日 譚美兒 許玉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