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12 月 週六崇拜事奉輪值表 
 

日期 週六崇拜 領詩 講員 
家事分享 
(家事資訊,公禱) 

小組事奉 
(招待,宣召,放映,收奉獻) 

備註 
(學校活動、聯崇) 

5/1� 事奉者就職禮 黃溢聰老師 麥文洵傳道 陳詠詩 

樂高 

 
12/1�  黎譞朗 鄭躍培牧師 麥文洵  
19/1�  黃穎欣 林世烽傳道 劉彥嫻  
26/1�  黎譞忻 周志豪牧師 周青水  

2/2�  黎譞朗 麥文洵傳道 陳詠詩 

Elastic 

 
9/2�  --- --- --- 年初五 

16/2�  梁浩楹 鍾潔明姑娘 周青水 19/2-1/3 考試 
23/2�  朱樂韻 周青水姊妹 劉彥嫻 19/2-1/3 考試 

2/3� 禮儀特會 李敬端(+主席) 麥文洵傳道 陳詠詩 

愛神 

 
9/3�  馮偉謙 周志豪牧師 麥文洵 9/3 湛港生,劉熳婷婚禮 

16/3�  新人 1 李柏雄弟兄 劉彥嫻  
23/3�  黃穎怡 李慶宏弟兄 周青水  
30/3�  --- --- --- 31/3 聯崇 

6/4�  梁浩楹 周青水姊妹 陳詠詩 

喜力 

 
13/4�  黃穎欣 周志豪牧師 劉彥嫻  
20/4�  --- --- --- 21/4 聯崇(浸禮) 
27/4�  新人 2 蔡志森弟兄 周青水  

4/5�  黎譞忻 周青水姊妹 陳詠詩 

TEND 

 
11/5�  黎譞朗 鍾潔明姑娘 麥文洵  
18/5�  朱樂韻 李柏雄弟兄 劉彥嫻 19/5 陳智業,蘇詠茸婚禮 
25/5�  林凱盈 周志豪牧師 周青水  

1/6�  梁浩楹 麥文洵傳道 陳詠詩 

芥菜籽 

 
8/6�  李敬端  麥文洵 7/6 事奉人員退修(日營) 

15/6�  麥文洵 周志豪牧師 劉彥嫻 13-26/6 考試 
22/6�  馮偉謙 湯偉明傳道 周青水 13-26/6 考試 
29/6�  --- --- --- 30/6 聯崇 

6/7�  黎譞忻 麥文洵傳道 陳詠詩 

指日 

 
13/7�  黃穎欣 蔡志森弟兄 麥文洵 13/7 起-CCMN 短宣 
20/7�  黃穎怡 周青水姊妹 劉彥嫻 13/7 起-CCMN 短宣 
27/7�  黎譞朗 梁 煒傳道 周青水  

3/8�  梁浩楹 麥文洵傳道 陳詠詩 

非凡 

 
10/8�  李敬端 鍾潔明姑娘 麥文洵  
17/8�  朱樂韻 孫玉琴師母 劉彥嫻  
24/8�  林凱盈 周志豪牧師 周青水  
31/8� 30/8-1/9 中學級團 camp --- --- --- 第五週六 

7/9�  黎譞忻 麥文洵傳道 陳詠詩 

小麥子 

 
14/9�  馮偉謙 周志豪牧師 麥文洵  
21/9�  新人 1 李慶宏弟兄 劉彥嫻  
28/9�  --- --- --- 29/9 聯崇 

5/10� 禮儀特會 李敬端(+主席) 麥文洵傳道 陳詠詩 

LG 

 
12/10�  新人 2 鍾潔明姑娘 麥文洵  
19/10�  黃穎欣 黃杏樞弟兄 劉彥嫻  
26/10�  梁浩楹 羅志成牧師 周青水  

2/11�  朱樂韻 麥文洵傳道 陳詠詩 

指天焦 

 
9/11�  中聖教會敬拜隊 中聖教會講員 麥文洵  

16/11�  --- ---  17/11 聯崇(堂慶) 
23/11�  大埔堂敬拜隊 大埔堂講員 劉彥嫻  
30/11� 29/11-1/12 大專,職青級團 camp --- --- --- 第五週六 

7/12�  梁浩楹 麥文洵傳道 陳詠詩 
天堂+ 
ACross 

 
14/12�  李敬端 李慶宏弟兄 麥文洵  
21/12�  馮偉謙 周志豪牧師 劉彥嫻  
28/12�  --- --- --- 29/12 聯崇 

 
同工團隊： 周志豪牧師 8、麥文洵傳道 10、鍾潔明始娘 4、周青水姊妹 4 = 26 次 
會友講員： 李柏雄弟兄 2、李慶宏弟兄 3、孫玉琴師母 1、蔡志森弟兄 2、黃杏樞弟兄 1 = 9 次 
其他邀請： 鄭躍培牧師 1、林世烽傳道 1、羅志成牧師 1、湯偉明傳道 1、梁煒傳道 1、中聖教會講員 1、大埔堂講員 1 = 7 次 
 
領詩(敬拜隊員)：李敬端 6、梁浩楹 6(12/1,9/3,16/3,9 月 no)、黃穎欣 4、朱樂韻 4(9/3no)、馮偉謙 4、林凱盈 2、新人 2+2、麥文洵 1 = 31 次 
    (其他)：黎譞忻 4(12/1no)、黃穎怡 2(2,5,8 月 no)、黎譞朗 3、友堂 2、黃溢聰老師 1 = 12 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