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宣道會恩友堂司職表 1月 2023年第一季 P.1

週 / 堂 講員 主席 領詩 敬拜 司琴* 牧禱 司事長 招待/司事 投影片 數點奉獻 聖餐襄禮  / 備註 插花

日期 隊

第1週 晚

1/1 早 柯文思 譚楚霖 杜韻婷 李慧玲 曾肇明 徐紅英 鄧思遠 張智仁 陸偉權 杜韻婷傳道 賴曄婷執事 袁秀英

聖餐 李佩詩 張偉民 傳道 鄭麗珍 袁珮瑜執事 鄭月敬執事

主日 午 牧師 鄭婉媚 吳嘉然 林子沛 龍碧麗 李俊崗 黃慧貞 吳秀儀 謝仲軒 黃艷華 梁致鏗執事 鄭金妹執事

執事 傳道 胡潔平會計幹事 任沃偉執事 鄭婉媚執事

第2週 晚

8/1 早 黎卓衡 賴曄婷 何家傑 張慧英 賴國華 李瑞芳 楊麗君 李鳳萍 任沃偉執事 潘玉霞

張逸聰 梁致鍵 傳道 張卓媚

午 傳道 梁志聰 袁珮瑜 郭智釗 吳金秋 蕭就蘭 李玉琴 廖詠詞 黎浠泓 林灝陽

傳道 胡潔平會計幹事

第3週

14/1

15/1 合 鄭婉媚執事 徐紅英

堂 温寶儀 鄧恩賜 李佩詩 潘惠蘭 聶振光 黃艷華 何耀權 郭惠英 顏翠娟

崇 牧師 執事 牧師 鍾愛蘭

拜 胡潔平會計幹事

第4週 晚

22/1 合 馮德成 加收 周美燕

堂 郭智釗 鄭金妹 任沃偉 溫寶儀 袁淑芬 連肖婷 丘淑媛 楊書琛 黃偉豪 陳婉婷 "建堂基金"

崇 傳道 執事 執事 牧師 葉鳳娟

拜 胡潔平會計幹事

第5週 晚

29/1 早 盧天胤 蕭浩群 張逸聰 李瑞芳 賴國華 周美燕 黃家汝 黎卓衡 袁珮瑜執事 陳玉清

林子沛 杜韻婷 傳道 黃小敏

午 傳道 黎浠泓 傳道 何燕婷 林麗儀 區玉琼 李翠玲 袁秀英 李國輝 鄭智恒 張志雄

傳道 胡潔平會計幹事

 --  --

廿四週年

堂慶合堂

崇拜

新春合堂

崇拜

培

靈

會

教牧同工

曹偉彤

院長

F

參與主日崇拜				

C

參與主日崇拜				

E

參與主日崇拜				

G

參與主日崇拜				

鄭文道

梁詠晴

B

教牧同工教牧同工  --待  覆



中華宣道會恩友堂司職表 2月 2023年第一季 P.2

週 / 堂 講員 主席 領詩 敬拜 司琴* 牧禱 司事長 招待/司事 投影片 數點奉獻 聖餐襄禮  / 備註 插花

日期 隊

第1週 晚

5/2 早 冼玉珍 譚楚霖 李佩詩 李慧玲 鄧思遠 徐紅英 林馥華 張智仁 陸偉權 袁禮人執事 鄭金妹執事 胡潔平

聖餐 何家傑 袁珮瑜 牧師 鄭麗珍 袁珮瑜執事 張逸聰傳道

主日 午 傳道 鄭婉媚 吳嘉然 郭智釗 龍碧麗 李俊崗 吳秀儀 吳新培 謝仲軒 黃艷華 梁致鏗執事 任沃偉執事

執事 傳道 胡潔平會計幹事 賴曄婷執事 鄭婉媚執事

第2週 晚

12/2 早 蕭浩群 梁詠晴 何家傑 張慧英 李瑞芳 陳秋玉 楊麗君 李鳳萍 任沃偉執事 陳 曄

林麗儀 黃彥汶 傳道 張卓媚

午 傳道 梁綺雲 何燕婷 李佩詩 吳金秋 袁秀英 李玉琴 廖詠詞 黎浠泓 賴國華

牧師 胡潔平會計幹事

第3週 晚

19/2 早 盧天胤 賴曄婷 張逸聰 彭玉燕 丘淑媛 盧祖迪 蔡麗芳 郭惠英 鄭婉媚執事 鍾愛蘭

溫寶儀 吳嘉然 執事 傳道 黃小敏

午 牧師 梁志聰 袁珮瑜 林麗儀 潘惠蘭 聶振光 黎小慧 黃艷華 李芷欣 陳婉婷

執事 傳道 胡潔平會計幹事

第4週 晚

26/2 早 任沃偉 鄭文道 溫寶儀 陳玉清 連肖婷 陳婉婷 楊書琛 余基立 馮德成 加收 袁秀英

差傳 方黛明 蕭浩群 牧師 李瑞芳 "慈惠奉獻"

主日 午 傳道 何麗玉 梁詠晴 林子沛 袁淑芬  李智英 黃小敏 林佩芬 黃偉豪 林灝陽

傳道 胡潔平會計幹事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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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宣道會恩友堂司職表 3月 2023年第一季 P.3

週 / 堂 講員 主席 領詩 敬拜 司琴* 牧禱 司事長 招待/司事 投影片 數點奉獻 聖餐襄禮  / 備註 插花

日期 隊

第1週 晚

5/3 早 冼玉珍 譚楚霖 張逸聰 李慧玲 曾肇明 徐紅英 鄧思遠 張智仁 陸偉權 梁致鏗執事 張逸聰傳道 潘玉霞

聖餐 杜韻婷 張偉民 傳道 顏翠娟 袁珮瑜執事 鄭婉媚執事

主日 午 傳道 鄭金妹 賴曄婷 李世煇 龍碧麗 黃慧貞 吳秀儀 吳新培 謝仲軒 張志雄 袁禮人執事 任沃偉執事

執事 執事 傳道 胡潔平會計幹事 鄭金妹執事 鄭月敬執事

第2週 晚

12/3 早 鄧晴朗 梁詠晴 林麗儀 張慧英 賴國華 李瑞芳 楊麗君 李鳳萍 任沃偉執事 徐紅英

聖樂 蔡禮遜 陳鳳鳴 傳道 鍾愛蘭

主日 午 傳道 黃彥汶 何燕婷 溫寶儀 吳金秋 蕭就蘭 袁秀英 廖詠詞 黎浠泓 賴國華

牧師 胡潔平會計幹事

第3週 晚

19/3 早 柯文思 賴曄婷 李世煇 彭玉燕 盧祖迪 丘淑媛 蔡麗芳 郭惠英 鄭婉媚執事 周美燕

張逸聰 梁致鍵 執事 傳道 林灝陽

午 傳道 黎浠泓 袁珮瑜 郭智釗 潘惠蘭 聶振光 黎小慧 何耀權 李芷欣 黃小敏

執事 傳道 胡潔平會計幹事

第4週 晚

26/3 早 黎卓衡 鄭文道 何家傑 陳玉清 陳婉婷 周美燕 黃家汝 余基立 馮德成 加收 陳玉清

温寶儀 任沃偉 傳道 李瑞芳 "建堂基金"

午 牧師 何麗玉 執事 吳嘉然 林子沛 袁淑芬 羅樂絹 黃小敏 林佩芬 黃偉豪 葉鳳娟

傳道 胡潔平會計幹事

C

參與主日崇拜				

G

參與主日崇拜				

F

參與主日崇拜				

B

參與主日崇拜				



崇拜各組別事奉人員 P.4

音響組

早/午堂PPT

操 作

晚堂PPT操作

司 琴

新人關顧

插 花

聖餐預備

敬拜隊 司 他 擊 鼓/其他樂器

G 蔡煜森

F 李偉樂 鄧晴朗

B 黎浩賢 鄭月敬執事

C

E 黃寶翹 李天朗/容凱琳/李曉穎

※司琴 ─ 負責彈奏回應詩、聖餐詩歌、奉獻詩歌、阿們頌、問安詩歌及殿樂

※備註：以上各司職之安排如需任何調動，請盡早聯絡謝玉媚行政幹事/蔡淑儀幹事。謝謝！ 願 神賜福你的事奉。

※擔任事奉者，需參與崇拜前的事奉人員祈禱會

～晚堂：下午6:05前到達 ～早堂：上午8:35前到達                ～午堂：上午10:20前到達

羅佩雲   龍碧麗   蔡王有   蕭永平   張瑞連   徐紅英   雷妙芬  高淑芬

和 唱

何燕婷/劉素嫻

領 唱

 張偉民/袁珮瑜執事 譚楚霖

司 琴

袁秀英(組長)   陳 曄  周美燕  鍾愛蘭  胡潔平  徐紅英  陳玉清  潘玉霞

鄧蕙珠   音響組

袁珮瑜　譚楚霖　吳嘉然　賴曄婷   梁愷恩   梁詠晴   鄭文道   何燕婷

招 待/
晚堂：田紅星  雷妙芬  鍾愛蘭

早堂：李慧玲   張慧英   彭玉燕   陳玉清  李瑞芳
司事長

午堂：龍碧麗   吳金秋   潘惠蘭   袁淑芬  區玉琼

數點奉獻

執事：任沃偉  鄭婉媚   袁珮瑜

晚堂：鄧蕙珠、雷妙芬

早午堂：陸偉權  馮德成  葉鳳娟  鄭麗珍  張志雄  黃艷華  賴國華  李瑞芳  陳婉婷  林灝陽  顏翠娟  鍾愛蘭  張卓媚  黃小敏  林 鴻

教牧同工

第四週：余基立/黃偉豪      第五週：黎卓衡/鄭智恒

總務部
袁禮人執事(組長)  張偉忠  張志雄  溫健恆  聶振光  余文輝  黎浠泓  黎卓衡  鄭忠泰  蕭志文

何碧瑩  李俊業  陸兆泉

梁致鍵(組長)  梁致鏗執事  任沃偉執事  馮 昭  梁錦明   馬英豪  盧天胤  鄧晴朗  李偉樂

第一週：張智仁/謝仲軒      第二週：林愛儀/李鳳萍/黎浠泓       第三週：郭惠英/李芷欣

梁詠晴

賴曄婷執事

鄭文道

蕭浩群

鄧恩賜/陳鳳鳴/黃彥汶

梁致鍵/吳嘉然

任沃偉執事/蕭浩群

杜韻婷傳道/ 袁珮瑜執事

梁致鏗執事/梁愷恩/楊書琛

胡天恩/黃浩軒/李天朗/黃康妮

林灝陽/談君妍

孔祥蓉/陳秋玉/楊麗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