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1-12 月 週六崇拜事奉輪值表(ver ２) 
 

日期 領詩 講員 家事分享
1
 小組事奉

2 暫停原因 特別崇拜 崇後活動 其他 靈 

4/1� 周青水 麥文洵傳道 周青水 

小麥子 

 事奉者就職 �分齡茶座  

創 

11/1� 何耀晉 陳凱欣博士 麥文洵     
18/1� 黎譞朗 周青水姊妹 劉彥嫻    19/1 宣教奉獻 
25/1� --- --- --- 年初一    

1/2� 李敬端 麥文洵傳道 陳詠詩 

愛神 

  �分齡茶座  
8/2� 林凱盈 周以心傳道 麥文洵     

15/2� 梁浩楹 李柏雄弟兄 劉彥嫻   �寶劍-創  
22/2� 黃成滔 周志豪牧師 周青水    23/2 陳陳聯婚 

出 

29/2� --- --- --- 第五週六    

7/3� 黃穎欣 周青水姊妹 陳詠詩 
Elastic 
+TEND 

  �分齡茶座  
14/3� 馮偉謙 孫玉琴師母 麥文洵     
21/3� 朱樂韻 周志豪牧師 劉彥嫻   �寶劍-出  
28/3� --- --- --- 29/3 第五主日    

4/4� 黎譞忻 麥文洵傳道 陳詠詩 

芥菜籽 

  �分齡茶座  
利 11/4� --- --- --- 12/4 浸禮主日    

18/4� 李敬端 周志豪牧師 劉彥嫻  禮儀特會   
25/4� 陳家謙 鍾潔明姑娘 周青水   �寶劍-利  

民 
2/5� 黃穎欣 麥文洵傳道 陳詠詩 

指日 

  �分齡茶座  
9/5� 梁浩楹 周志豪牧師 麥文洵     

16/5� 朱樂韻 蔡志森弟兄 劉彥嫻     
23/5� 黃穎怡 鍾潔明姑娘 周青水   �寶劍-民  
30/5� --- --- --- 31/5 第五主日   30/5 彭陳聯婚 

申 
6/6� 李敬端 麥文洵傳道 陳詠詩 

非凡 

  �分齡茶座  
13/6� 馮偉謙 大埔堂 麥文洵     
20/6� 蘇詠茸 李慶宏弟兄 劉彥嫻     
27/6� 梁浩楹 湯偉明傳道 周青水   �寶劍-申  

4/7� 黃穎欣 麥文洵傳道 陳詠詩 

樂高 

  �分齡茶座  
書 

11/7� 朱樂韻 羅志成牧師 麥文洵     
18/7� 黎譞朗 李慶宏弟兄 周青水    20/7 起 ccmn 

士 25/7� 黃成滔 周青水姊妹 劉彥嫻     

1/8� 黃穎欣 麥文洵傳道 陳詠詩 

神話/ 
中一？  

  �分齡茶座  
8/8� 林凱盈 鍾潔明姑娘 麥文洵   �寶劍-書士得  得 

15/8� 李敬端 周志豪牧師 劉彥嫻  禮儀特會   

撒 
上 

22/8� 梁浩楹 中聖教會 周青水     
29/8� --- --- --- 30/8 第五主日    

5/9� 黎譞忻 周青水姊妹 陳詠詩 

愛神 

  �分齡茶座  
12/9� 馮偉謙 李慶宏弟兄 麥文洵     

撒 
下 

19/9� 何耀晉 李柏雄弟兄 劉彥嫻     
26/9� 麥文洵 周志豪牧師 周青水   �寶劍-撒上下  

3/10� 李敬端 麥文洵傳道 陳詠詩 

LG 

  �分齡茶座  
王 
上 

10/10� 朱樂韻 周志豪牧師 麥文洵     
17/10� 黎譞朗 黃杏樞弟兄 劉彥嫻    17/10 馮黃聯婚 
24/10� 蘇詠茸 蔡志森弟兄 周青水    24/10 彭劉聯婚 

王 
下 

31/10� --- --- --- 第五週六    

7/11� 黎譞忻 麥文洵傳道 陳詠詩 

指天焦 

  �寶劍-王上下  
14/11� --- --- --- 15/11 堂慶主日    

代 
上 

21/11� 梁浩楹 孫玉琴師母 劉彥嫻     
28/11� --- --- --- 29/11 第五主日    

5/12� 黎譞忻 麥文洵傳道 陳詠詩 
天堂+ 
ACross 

  �分齡茶座  
代 
下 

12/12� 馮偉謙 周志豪牧師 麥文洵     
19/12� 李敬端 鍾潔明姑娘 周青水  禮儀特會   
26/12� 黃穎怡 周青水姊妹 劉彥嫻   �寶劍-代上下  
1家事分享：包括家事資訊,公禱  2小組事奉：包括招待,宣召,放映,奉獻+跪禱禱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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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27 次 
會友講員： 李柏雄弟兄 2、李慶宏弟兄 3、孫玉琴師母 2、蔡志森弟兄 2、黃杏樞弟兄 1 = 10 次 
嘉賓講員： 陳凱欣博士 1、羅志成牧師 1、湯偉明傳道 1、周以心傳道 1、中聖教會 1、大埔堂 1 = 6 次 
 
領詩(敬拜隊員)：麥文洵 1、李敬端 6、梁浩楹 5、黃穎欣 4、朱樂韻 4、馮偉謙 4、林凱盈 2、黃成滔 2、何耀晉 2、陳家謙 1、蘇詠茸 2 = 32 次 
  (其他會眾)：黎譞忻 4、黎譞朗 3、黃穎怡 2、周青水 1 = 10 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