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
11:00 am

晚
7:30 pm

青崇

1

12月30日

/

12月31日 郭鴻標牧師 吳思惠牧師 吳思惠牧師

2

01月06日

/

01月07日 梁永善牧師 梁永善牧師 陳雅雯姑娘

01月08日 梁永善牧師 梁永善牧師 梁永善牧師

黃陳淑玲師母

3

01月13日

/

01月14日 黃德光先生 廖坤儀姑娘 梁淑君姑娘

01月15日 廖坤儀姑娘 廖坤儀姑娘 廖坤儀姑娘

李威祥先生 譚瑞麟弟兄 吳思惠牧師

4

01月20日

/

01月21日 張祥志先生 陳集仁先生 陳清利姑娘

01月22日 陳雅雯姑娘 陳集仁先生 陳雅雯姑娘

文麗芳姑娘 曾立基弟兄 吳日昇牧師

5

01月27日

/

01月28日 吳思惠牧師 梁淑君姑娘

聖: 外(早)
聖: 吳(晚)

大埔堂
(主日)

早
8:15 am

中
9:30 am

午
11:30 am

01月01日 吳思惠牧師 吳思惠牧師 梁永善牧師

備註

使命教會
10:00AM
備註

大埔堂 長者崇拜 大埔堂
(五)
10:00AM
(六)

合成崇

備註

福音崇拜
講員
見証

週

聖: 吳(早、中)
梁(午)

粉嶺堂
(六)

少崇
1:00 pm

晚
7:30 pm

備註

粉嶺堂
(主日)

早
9:00 am

午
11:00am

青崇
11:30am

備註

葵涌堂
(主日)

早
9:00am

午
11:00 am

聖: 梁

01月01日 梁永善牧師 吳日昇牧師

/

聖: 梁(早)
01月01日 王華山先生 王華山先生
日昇 (午)

黃潔貞姑娘 李贊海弟兄 梁永善牧師

12月31日 鄭才之先生 梁永善牧師

凌美儀姊妹 林小敏姑娘

01月07日 廖坤儀姑娘 吳日昇牧師

01月08日 吳日昇牧師 吳日昇牧師

/

01月08日 葉美玲姑娘 葉美玲姑娘

01月14日 林立文先生 林俊牧師

01月15日 陳集仁先生 陳集仁先生

/

01月15日 李錦洪先生 李錦洪先生

01月21日 鄭才之先生 李富成先生

01月22日 李富成先生 李富成先生

/

備註

01月22日 陳淑芳姑娘 陳淑芳姑娘

見証主日
初一

01月29日 李威祥先生 梁淑君姑娘 李威祥先生

見証主日
初二

吳思惠牧師 吳思惠牧師 羅淑芬博士

01月28日

01月29日 鄧淑嫻姑娘 鄧淑嫻姑娘

/

初二

01月29日 馮俊鍵先生 馮俊鍵先生

初二

聖: 吳 (早)
吳(晚)

02月05日 吳思惠牧師 吳思惠牧師 吳思惠牧師

聖: 吳

聖: 日昇

初一

初一

初一

講員
10:00 am

本資料只作參考之用 所有資料以教會程序表公佈為準
第一堂
第二堂
備註 九龍灣堂
講員
備註
6:30pm
8:00pm
(主日)
11:00am

備註

九龍灣堂

01月01日 黃瑞屏牧師

聖: 黃

12月30日 楊順儀姑娘 楊順儀姑娘

01月01日 楊順儀姑娘

01月08日 吳思惠牧師

堂慶

01月06日 梁永善牧師 梁永善牧師

1月8日

(五)

鄭惠芳神學生

01月22日 胡強深先生
01月29日 廖坤儀姑娘

初二

01月27日 黃錦添先生 黃錦添先生

聖: 黃

1月22日 林立文先生

01月20日 林立文先生 林立文先生
年三十

1月29日 黃錦添先生

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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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月03日

/

02月04日 吳桂行先生 吳思惠牧師 陳集仁先生

蔡偉良先生 劉偉恆弟兄 鄧淑嫻姑娘

02月04日 吳日昇牧師 吳日昇牧師 聖: 日昇 02月05日 吳日昇牧師 吳日昇牧師

/

02月05日 羅恩賜先生 羅恩賜先生

02月05日 黃瑞屏牧師

02月03日 林丹花姑娘 林丹花姑娘

2月5日 林丹花姑娘

7

02月10日

/

02月11日 葉松茂博士 梁永善牧師 陳雅雯姑娘

02月12日 梁永善牧師 梁永善牧師 鍾振華先生

梁玉珍姑娘 梁玉珍姑娘 羅恩賜先生

02月11日 陳月華姑娘 廖坤儀姑娘

02月12日 廖坤儀姑娘 廖坤儀姑娘

/

02月12日 王敏珠姑娘 梁永善牧師

02月12日 吳思惠牧師

02月10日 吳日昇牧師 吳日昇牧師

2月12日 陳集仁先生

8

02月17日

/

02月18日 邢福增博士 黎永明先生 陳月華姑娘

02月19日 黎永明先生 黎永明先生 黎永明先生

陳月華姑娘 趙子慧姊妹 林燕雲姑娘

02月18日 鍾振華先生 梁永善牧師

02月19日 梁永善牧師 陳淑芳姑娘

/

02月19日 馮俊鍵先生 馮俊鍵先生

02月19日 李志聲先生

02月17日 李富成先生 李富成先生

2月19日 梁永善牧師

9

02月24日

/

02月25日 蕭如發牧師 林兆珊姑娘 蔡皓光先生

02月26日 蔡偉良先生 林兆珊姑娘 蔡偉良先生

章佩明姑娘 謝少盈姊妹 余偉剛牧師

02月25日 鄭才之先生 林立文先生

02月26日 林立文先生 林立文先生

/

02月26日 吳思惠牧師 吳思惠牧師

02月26日 甘偉彪院牧

02月24日 吳日昇牧師 吳日昇牧師 聖: 日昇 2月26日 吳日昇牧師 聖: 日昇

10

03月03日

/

03月04日 翟浩泉牧師 蘇家輝牧師 陳秀秀姑娘

03月05日 梁永善牧師 梁永善牧師

/

聖: 楊(早)
03月05日 吳日昇牧師 吳日昇牧師
梁(午)

03月05日 梁永善牧師

11

03月10日

/

03月11日 梁永善牧師 梁永善牧師 梁永善牧師

兒童主日 03月12日 李富成先生 李富成先生

12

03月17日

/

03月18日 林誠信牧師 鄧淑嫻姑娘 陳月華姑娘

13

03月24日

/

03月25日 梁榮光牧師 陳月華姑娘 楊耀榮先生

/

聖: 外(晚)

聖: 外(早)
吳(晚)

03月05日 蘇家輝牧師 蘇家輝牧師 蘇家輝牧師

呂向樺姑娘 劉玉貞姊妹 陳雅雯姑娘

03月04日 廖坤儀姑娘 梁永善牧師

03月12日 梁永善牧師 甘偉彪院牧 梁永善牧師

林兆珊姑娘 盧鈺萍姊妹 梁永善牧師

03月11日 林立文先生 吳日昇牧師

03月12日 吳日昇牧師 吳日昇牧師

/

03月19日 鄧淑嫻姑娘 沈嘉儀姑娘 沈嘉儀姑娘

陳雅雯姑娘 丘庭亮弟兄 鄧淑嫻姑娘

03月18日

鍾振華先生

03月19日 鍾振華先生 鍾振華先生

/

03月19日 黃文先生

03月26日 呂向樺姑娘 呂向樺姑娘 陳月華姑娘

蔡偉良先生 黃正輝弟兄 黃瑞屏牧師

03月25日 鄭才之先生 吳思惠牧師

03月26日 吳思惠牧師 吳思惠牧師

/

03月26日 陳淑芳姑娘 陳淑芳姑娘

文麗芳姑娘 莊舜尉姊妹 陳集仁先生

04月01日 鍾振華先生 楊順儀姑娘 聖: 日昇 04月02日 楊順儀姑娘 楊順儀姑娘

/

李國強會吏 李國強會吏 李威祥先生

04月08日 廖坤儀姑娘 朱活平牧師

04月09日 朱活平牧師 朱活平牧師

/

蔡皓光先生 蔡皓光先生 林燕雲姑娘

04月15日 林立文先生 鄭才之先生

04月16日 鄭才之先生 鄭才之先生

/

04月22日 陳集仁先生 梁永善牧師

04月23日 梁永善牧師 梁永善牧師

04月29日 鄭才之先生 翟浩泉牧師

04月30日 翟浩泉牧師 翟浩泉牧師

14

03月31日

15

04月07日 吳思惠牧師 04月08日 朱活平牧師 文麗芳姑娘 梁淑君姑娘

04月09日 黃潔貞姑娘 文麗芳姑娘 黃潔貞姑娘

16

04月14日 鄧淑嫻姑娘 04月15日 葉亮星牧師 吳日昇牧師 蘇栢謙先生

04月16日 吳日昇牧師 吳日昇牧師 吳日昇牧師

17

04月21日 蔡偉良先生 04月22日 高銘謙博士 黃燕如姑娘 廖坤儀姑娘

04月23日 黃燕如姑娘 吳仲達先生 吳仲達先生

18

04月28日 陳集仁先生 04月29日 馮啟榮牧師 鄧淑嫻姑娘 陳月華姑娘 牧職主日(早) 04月30日 鄧淑嫻姑娘 鄧淑嫻姑娘 鄧淑嫻姑娘

04月01日 翁靜淳牧師 吳思惠牧師 丘澤明先生

聖: 外(早)
吳(晚)

聖:外

04月02日 吳思惠牧師 吳思惠牧師 吳思惠牧師

聖: 外

聖: 吳

復活節

黃凱施姑娘 陳碧顏姊妹 吳思惠牧師
見證主日

黃潔貞姑娘

聖: 黃

聖: 吳

李俊康弟兄
區寶儀姑娘
謝曉華姊妹

徐紀麟神學生

聖: 梁

聖: 楊

聖: 吳

黃文先生
聖: 陳

04月02日 廖坤儀姑娘 廖坤儀姑娘

03月03日 梁永善牧師 梁永善牧師

3月5日 鍾振華先生

03月12日 黃瑞屏牧師

03月10日 林丹花姑娘 林丹花姑娘

3月12日 林丹花姑娘

03月19日 林泳鋒先生

03月17日 吳日昇牧師 吳日昇牧師 聖: 日昇 3月19日 吳日昇牧師 聖: 日昇

03月26日 張燕芬姑娘

03月24日 曹偉彤牧師 曹偉彤牧師

04月02日 黃瑞屏牧師

聖: 黃

聖: 黃

04月09日 冼日新牧師 冼日新牧師 牧職主日 04月09日 朱活平牧師

堂慶

4月2日 吳日昇牧師

4月16日 劉靜儀姑娘 復活節

04月23日 梁永善牧師

04月21日 簡耀堂牧師 簡耀堂牧師

聖: 外

4月23日 吳日昇牧師 聖: 日昇

04月30日 吳思惠牧師

04月28日 李富成先生 李富成先生

04月16日 李志聲先生

/

04月23日 朱活平牧師 朱活平牧師

聖: 外

/

04月30日 陳淑芳姑娘 陳淑芳姑娘

復活節

4月30日

鄭惠芳神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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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月05日 鄧淑嫻姑娘 05月06日 陸輝牧師 吳思惠牧師 王群姑娘

文麗芳姑娘 何惠珍姊妹 蔡偉良先生

05月06日 吳日昇牧師 吳日昇牧師 聖: 日昇 05月07日 吳日昇牧師 吳日昇牧師

/

05月07日 蔡少琪牧師 蔡少琪牧師

05月07日 黃瑞屏牧師

05月05日 朱活平牧師 朱活平牧師

5月7日 朱活平牧師

20

05月12日 黃陳淑玲師母 05月13日 簡耀堂牧師 梁永善牧師 馮嘉茵姑娘

05月14日 梁永善牧師 楊順儀姑娘 梁永善牧師

黃凱施姑娘 蔡麗霞姊妹 梁永善牧師

05月13日 陳雅雯姑娘 林立文先生

05月14日 林立文先生 林立文先生

/

05月14日 馮俊鍵先生 馮俊鍵先生

05月14日 吳思惠牧師 福音崇拜 05月12日 梁永善牧師 梁永善牧師

5月14日 鄭才之先生

21

05月19日 黃潔貞姑娘 05月20日 趙崇明博士 蔡偉良先生 陳雅雯姑娘

05月21日 陳雅雯姑娘 蔡偉良先生 陳雅雯姑娘

梁淑君姑娘 楊迪生弟兄 黃潔貞姑娘

05月20日 廖坤儀姑娘 梁永善牧師

05月21日 梁永善牧師 徐紀麟神學生

/

05月21日 黎永明先生 黎永明先生

05月21日 吳日昇牧師

05月19日 廖坤儀姑娘 廖坤儀姑娘

22

05月26日 陳雅雯姑娘 05月27日 李盛林牧師 黃建磐牧師 陳集仁先生

05月28日 黃建磐牧師 黃建磐牧師 黃建磐牧師

蔡偉良先生 王俊邦弟兄 梁智英牧師

05月27日 鄭才之先生 鍾振華先生

05月28日 鍾振華先生 鍾振華先生

/

05月28日 吳思惠牧師 吳思惠牧師

05月28日 李富成先生

05月26日 區秉中老師 區秉中老師

聖: 外(早)
黃(晚)

05月07日 吳思惠牧師 吳思惠牧師 吳思惠牧師

聖: 吳

聖: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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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月02日 鄧淑嫻姑娘 06月03日 梁惠芬牧師 黃瑞屏牧師 梁永善牧師

沈嘉儀姑娘 蘇美玲姊妹 馮啟榮牧師

06月03日 林立文先生 吳日昇牧師 聖: 日昇 06月04日 吳日昇牧師 吳日昇牧師

/

24

06月09日 梁永善牧師 06月10日 李嘉敏牧師 李嘉敏牧師 陳月華姑娘

25

06月16日 章佩明姑娘 06月17日 梁永善牧師 梁永善牧師 陳集仁先生

06月11日 李嘉敏牧師 李嘉敏牧師 李嘉敏牧師

黃潔貞姑娘 林小敏姑娘 黎永明先生

06月10日

羅合梅姑娘

06月11日 羅合梅姑娘 羅合梅姑娘

06月18日 梁永善牧師 梁永善牧師 鍾振華先生

吳思惠牧師 葉浩剛弟兄 鄧淑嫻姑娘

06月17日 鄭才之先生 蕭如發牧師

06月18日 蕭如發牧師 蕭如發牧師

26

06月23日 黃凱施姑娘 06月24日 鄭以心牧師 黃凱施姑娘 陳雅雯姑娘

柯建斌先生 柯建斌先生 吳日昇牧師

聖: 日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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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月30日 黃潔貞姑娘 07月01日 陳國恩牧師 吳思惠牧師 陳月華姑娘

聖: 外 (早)
吳(晚)

07月02日 吳思惠牧師 吳思惠牧師 吳思惠牧師

聖: 吳

文麗芳姑娘 劉敏思姊妹 陳雅雯姑娘

堂慶

06月24日 廖坤儀姑娘 鄭才之先生

06月25日 鄭才之先生 鄭才之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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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07日 鄧淑嫻姑娘 07月08日 鄭愛聆傳道 鄭愛聆傳道 陳集仁先生

差傳主日

07月09日 鄭愛聆傳道 鄭愛聆傳道 鄭愛聆傳道

差傳主日

王敏珠姑娘 王敏珠姑娘 林小敏姑娘

07月08日 林立文先生 鍾振華先生

07月09日 鍾振華先生 鍾振華先生 鄭才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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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14日 黃陳淑玲師母 07月15日 曾立華牧師 吳日昇牧師 梁淑君姑娘

07月16日 吳日昇牧師 吳日昇牧師 吳日昇牧師

黃陳淑玲師母 黃雪雲姊妹

沈嘉儀姑娘

07月15日 廖坤儀姑娘 林立文先生

07月16日 林立文先生 林立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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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21日 李威祥先生 07月22日 邢福增博士 陳集仁先生 吳思惠牧師

07月23日 鄧淑嫻姑娘 陳集仁先生 鄧淑嫻姑娘

梁淑君姑娘 梁萬華弟兄 吳思惠牧師

07月22日 鍾振華先生 黃瑞屏牧師

07月23日 黃瑞屏牧師 黃瑞屏牧師 林立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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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28日 黃潔貞姑娘 07月29日 黃嘉樑博士 梁淑君姑娘 陳兆東牧師

見証主日

07月30日 文麗芳姑娘 梁淑君姑娘 文麗芳姑娘

見証主日

07月29日 鄭才之先生 陸輝牧師

07月30日 陸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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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月04日 鄧淑嫻姑娘 08月05日 麥樹明牧師 梁永善牧師 何捷倫先生

聖: 外 (早)
梁(晚)

08月06日 梁永善牧師 呂向樺姑娘 梁永善牧師

聖: 梁(早、午)
吳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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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月11日 陳集仁先生 08月12日 李思敬牧師 陳如炳牧師 馮嘉茵姑娘

08月13日 陳如炳牧師 陳如炳牧師 陳如炳牧師

陳集仁先生 梁進濤弟兄 羅淑芬博士

08月12日 陳月華姑娘 廖坤儀姑娘

08月13日 廖坤儀姑娘 廖坤儀姑娘 鄭才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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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月18日 章佩明姑娘 08月19日 李錦洪先生 吳思惠牧師 陳雅雯姑娘

08月20日 吳思惠牧師 吳思惠牧師 吳思惠牧師

陳雅雯姑娘 陳潔如姊妹 鄧淑嫻姑娘

08月19日 林立文先生 梁永善牧師

08月20日 梁永善牧師 鄧淑嫻姑娘 黃慧君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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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月25日 陳雅雯姑娘 08月26日 梁永善牧師 李盛林牧師 廖坤儀姑娘

08月26日 鄭才之先生 楊順儀姑娘

08月27日 楊順儀姑娘 楊順儀姑娘 林立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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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月01日 鄧淑嫻姑娘 09月02日 翟浩泉牧師 陳國恩牧師 陳月華姑娘

06月04日 黃瑞屏牧師 黃瑞屏牧師 黃瑞屏牧師

聖: 黃

06月25日 黃凱施姑娘 曾立華牧師 曾立華牧師

08月27日 李盛林牧師 李盛林牧師 李盛林牧師
聖: 外

09月03日 陳國恩牧師 陳國恩牧師 陳國恩牧師

鄧淑嫻姑娘 譚毅敏姊妹 文麗芳姑娘
文麗芳姑娘

余學明、
梁永善牧師
徐頌恩伉儷

黃潔貞姑娘 楊佩貞姊妹 余偉剛牧師
聖: 外

09月08日 黃陳淑玲師母 09月09日 胡麗蓉宣教師 黃潔貞姑娘 陳雅雯姑娘

09月10日 梁永善牧師 梁永善牧師 黃潔貞姑娘

陳燕儀姑娘 黃成富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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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月15日 吳日昇牧師 09月16日 張祥志先生 李威祥先生 陳集仁先生

09月17日 李威祥先生 鄧瑞強博士 鄧瑞強博士

陳月華姑娘 黃慧如姊妹 麥樹明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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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月22日 文麗芳姑娘 09月23日 鄭以心牧師 歐醒華牧師 黎熙晉先生

09月24日 歐醒華牧師 歐醒華牧師 歐醒華牧師

黃凱施姑娘 陸木致伉儷 梁淑君姑娘

聖: 吳
堂慶

聖:外

聖: 日昇

07月07日 林俊牧師

7月9日

07月14日 梁永善牧師 梁永善牧師

07月23日 張燕芬姑娘

07月21日 吳日昇牧師 吳日昇牧師 聖: 日昇 7月23日 吳日昇牧師 聖: 日昇

07月30日 陳淑芳姑娘 陳淑芳姑娘

07月30日 陸輝牧師

07月28日 鍾振華先生 鍾振華先生

7月30日 鍾振華先生

08月06日 陸輝牧師

08月06日 林立文先生

08月04日 梁永善牧師 梁永善牧師

8月6日 林丹花姑娘

08月13日 馮啟榮牧師 馮啟榮牧師

08月13日 吳日昇牧師 聖: 日昇

08月11日 劉靜儀姑娘 劉靜儀姑娘

8月13日 劉靜儀姑娘

08月20日 馮俊鍵先生 馮俊鍵先生

08月20日 林泳鋒先生

08月18日 李富成先生 李富成先生

8月20日 梁永善牧師

林俊牧師

09月03日

陸輝牧師

吳思惠牧師

09月17日 梁永善牧師 羅合梅姑娘 鍾振華先生

09月17日 李富成先生 李富成先生

09月23日 廖坤儀姑娘 吳思惠牧師

09月24日 吳思惠牧師 吳思惠牧師 林立文先生

09月24日 陳淑芳姑娘 陳淑芳姑娘

10月15日 陳集仁先生 陳集仁先生 陳集仁先生

周瑞萍姑娘 陳靜曦姊妹 吳思惠牧師

10月20日 章佩明姑娘 10月21日 鄧瑞強博士 李富成先生 王群姑娘

10月22日 黃陳淑玲師母 李富成先生 李富成先生

吳思惠牧師 劉惠嫺姊妹 鄧淑嫻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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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 林兆珊姑娘 10月28日 吳思惠牧師 吳思惠牧師 林兆珊姑娘

中心/見証
中心/見証
潘澤林弟兄
10月29日 吳思惠牧師 吳思惠牧師 吳思惠牧師
鄧淑嫻姑娘
陳雅雯姑娘
嚴妙容姊妹
主日
主日

10月28日 林立文先生 鄭才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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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03日 鄧淑嫻姑娘 11月04日 戴浩輝牧師 陳月華姑娘 陳月華姑娘

聖: 外 (早)
梁(晚)

宣教主日
宣教主日
11月04日 吳日昇牧師 陳偉成牧師
11月05日 陳偉成牧師 陳偉成牧師 廖坤儀姑娘
聖: 外
聖: 外

46

11月10日 梁永善牧師 11月11日 高銘謙博士 鄧淑嫻姑娘 梁淑君姑娘

11月11日 廖坤儀姑娘 梁永善牧師

11月12日 梁永善牧師 陳集仁先生 林立文先生

11月18日 鄭才之先生 鍾振華先生

11月19日 鍾振華先生 鍾振華先生 鄭才之先生

11月19日 馮俊鍵先生 馮俊鍵先生

11月25日 鍾振華先生 林立文先生

11月26日 林立文先生 林立文先生 鍾振華先生

11月26日 陳淑芳姑娘 陳淑芳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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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 李威祥先生 11月18日 辛惠蘭博士 蔡偉良先生 陳集仁先生

11月19日 蔡偉良先生 蔡偉良先生 蔡偉良先生

陸澤和弟兄
黃瑞屏牧師
梁智英牧師
陳方華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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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 黃凱施姑娘 11月25日 陳恩明牧師 陳雅雯姑娘 鄭才之先生

11月26日 陳雅雯姑娘 陳雅雯姑娘 陳雅雯姑娘

李威祥先生 沈寶玲姊妹 吳日昇牧師

聖: 外(早)
聖: 黃(晚)

聖: 日昇

09月03日 黃瑞屏牧師

09月16日 林立文先生 羅合梅姑娘

10月13日 吳思惠牧師 10月14日 梁永善牧師 陳集仁先生 陳雅雯姑娘

新同工

08月27日 廖坤儀姑娘

堂慶
合堂

09月10日 葉松茂博士 葉松茂博士 鄭才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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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定

聖: 外

09月09日 陳集仁先生 劉靜儀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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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偉良先生

聖: 外

(午) 福音
09月10日 甘偉彪院牧 梁永善牧師
09月10日 吳思惠牧師
主日

聖: 日昇
國慶

09月01日 林俊牧師

林俊牧師

9月3日 曾立華牧師

09月08日 梁永善牧師 梁永善牧師

9月10日 楊順儀姑娘

09月15日 吳日昇牧師 吳日昇牧師 聖: 日昇 9月17日 吳日昇牧師 聖: 日昇

09月24日 楊順儀姑娘 福音崇拜 09月22日 陸輝牧師
聖: 黃

陸輝牧師

9月24日 陸輝牧師

10月8日 鄧淑嫻姑娘

10月15日 丁少霞牧師

10月13日 李威祥先生 李威祥先生

10月15日 李威祥先生

10月22日 鄭才之先生

10月20日 吳日昇牧師 吳日昇牧師 聖: 日昇 10月22日 吳日昇牧師 聖: 日昇

10月29日 蕭如發牧師 蕭如發牧師

10月29日 羅恩賜先生

10月27日 李富成先生 李富成先生

10月29日 林丹花姑娘

11月05日 羅淑芬博士 羅淑芬博士

11月05日 黃瑞屏牧師

11月03日 林丹花姑娘 林丹花姑娘

11月5日 廖坤儀姑娘

11月12日 林小敏姑娘 林小敏姑娘

11月12日 吳思惠牧師

11月10日 楊順儀姑娘 楊順儀姑娘

11月12日 梁永善牧師

11月19日 林泳鋒先生

11月17日 吳日昇牧師 吳日昇牧師 聖: 日昇 11月19日 吳日昇牧師 聖: 日昇

11月26日 鄭惠玲姑娘

11月24日 蕭如發牧師 蕭如發牧師

11月26日 蕭如發牧師

10月14日 莫嘉誠先生 梁永善牧師

10月15日 梁永善牧師 梁永善牧師 梁永善牧師 福音崇拜 10月15日 馮應佳先生 馮應佳先生

10月21日 鄭才之先生 廖坤儀姑娘

10月22日 冼日新牧師 冼日新牧師 林立文先生 牧職主日 10月22日 陳淑芳姑娘 陳淑芳姑娘

10月01日 黃瑞屏牧師
10月08日 吳思惠牧師

聖: 陳

聖: 陳

國慶
聖: 吳

聖: 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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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01日 鄧淑嫻姑娘 12月02日 歐醒華牧師 黃瑞屏牧師 陳月華姑娘

文麗芳姑娘 鄺小慧姊妹 鄧淑嫻姑娘

12月02日 廖坤儀姑娘 吳日昇牧師 聖: 日昇 12月03日 吳日昇牧師 吳日昇牧師 鄭才之先生

12月03日 黎永明先生 黎永明先生

12月03日 吳思惠牧師

12月01日 劉靜儀姑娘 劉靜儀姑娘

12月3日 劉靜儀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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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08日 黃陳淑玲師母 12月09日 梁金華牧師 梁永善牧師 陳雅雯姑娘

12月10日 梁永善牧師 梁永善牧師 章佩明姑娘

蔡偉良先生 倪文峯弟兄 李富成先生

12月09日 馮嘉茵姑娘 李盛林牧師

12月10日 李盛林牧師 李盛林牧師 廖坤儀姑娘

12月10日 林泳鋒先生 梁永善牧師

12月10日 黃瑞屏牧師

12月08日 梁永善牧師 梁永善牧師

12月10日 林立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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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 鄧淑嫻姑娘 12月16日 梁永善牧師 黃德光先生 陳集仁先生

12月17日 李威祥先生 黃德光先生 黃德光先生

章佩明姑娘 莫家瑋弟兄 黎永明先生

12月16日 陳雅雯姑娘 梁永善牧師

12月17日 梁永善牧師 羅合梅姑娘 林立文先生

12月17日 吳思惠牧師 吳思惠牧師

12月17日 梁永善牧師

12月15日 李富成先生 李富成先生

12月17日 陳淑芳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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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讚美主
12月22日 章佩明姑娘 12月23日 吳思惠牧師 吳思惠牧師 梁淑君姑娘
日

敬拜讚美主
12月24日 吳思惠牧師 吳思惠牧師 吳思惠牧師
陳集仁先生 黃潼欣姊妹 黃瑞屏牧師
日

12月23日 林立文先生 廖坤儀姑娘

12月24日 廖坤儀姑娘 廖坤儀姑娘 鍾振華先生

12月24日 蔡偉良先生 蔡偉良先生

12月24日 馮啟榮牧師

12月22日 吳日昇牧師 吳日昇牧師 聖: 日昇 12月24日 楊順儀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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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9日 黃瑞屏牧師 12月30日 余偉剛牧師 林兆珊姑娘 吳思惠牧師

12月31日 黃凱施姑娘 林兆珊姑娘 黃凱施姑娘

12月30日 鄭才之先生 楊順儀姑娘

12月31日 楊順儀姑娘 楊順儀姑娘 吳日昇牧師

12月31日 陳淑芳姑娘 陳淑芳姑娘

12月31日 胡強深先生

12月29日 吳思惠牧師 吳思惠牧師

見証主日

12月03日 黃瑞屏牧師 黃瑞屏牧師 黃瑞屏牧師

聖: 黃

見証主日

李威祥先生 葉華伉儷 陳集仁先生

聖: 黃

聖: 日昇

青少年主日

10月1日 劉靜儀姑娘

國慶

10月08日 區寶儀姑娘 區寶儀姑娘

神學生

林俊牧師

7月16日 林丹花姑娘

08月25日 吳日昇牧師 吳日昇牧師 聖: 日昇 8月27日 吳日昇牧師 聖: 日昇
聖: 黃

09月17日 梁永善牧師
聖: 陳

林俊牧師

10月06日 梁永善牧師 梁永善牧師

10月08日 楊順儀姑娘 楊順儀姑娘 鄭才之先生

10月29日 鄭才之先生 鄭才之先生

聖: 外

09月29日 劉靜儀姑娘 劉靜儀姑娘

10月01日 馮俊鍵先生 馮俊鍵先生

10月07日 鍾振華先生 楊順儀姑娘

重陽節

聖: 吳

07月16日 區寶儀姑娘

08月27日 陳國恩牧師 陳國恩牧師
聖: 日昇

06月23日 吳思惠牧師 吳思惠牧師

07月09日 吳思惠牧師

07月23日 林俊牧師

陸輝牧師 吳日昇牧師

09月30日 鄭才之先生 吳日昇牧師 聖: 日昇 10月01日 吳日昇牧師 吳日昇牧師 廖坤儀姑娘

文麗芳姑娘 李文燕姊妹 梁永善牧師

聖: 吳

07月16日 羅恩賜先生 羅恩賜先生

黃潔貞姑娘 李國基弟兄 黃凱施姑娘

11月12日 鄧淑嫻姑娘 鄧淑嫻姑娘 鄧淑嫻姑娘

6月25日 吳思惠牧師

06月25日 林泳鋒先生

07月09日 吳日昇牧師 吳日昇牧師

10月08日 梁永善牧師 梁永善牧師 梁永善牧師

11月05日 梁永善牧師 陳月華姑娘 梁永善牧師

父親節/兒
童主日

7月2日 陳集仁先生

10月06日 鄧淑嫻姑娘 10月07日 翁靜淳牧師 梁永善牧師 梁永善牧師

聖: 鄧

6月18日 吳日昇牧師

聖: 吳

06月30日 曾立華牧師 曾立華牧師

09月29日 蔡偉良先生 09月30日 梁榮光牧師 吳思惠牧師 吳凱儀姑娘

蔡偉良先生

6月11日 林立文先生

06月16日 李富成先生 李富成先生

07月02日 梁智英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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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梁(早、午)
鄧 (中)

堂慶

聖: 外

06月09日 梁永善牧師 梁永善牧師

07月02日 麥樹明牧師 麥樹明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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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01日 吳思惠牧師 吳思惠牧師 吳思惠牧師

堂慶

神學生

聖: 陳

聖: 日昇
牧職主日

06月18日 余佩英牧師

06月18日 陳集仁先生 梁永善牧師
06月25日 馮俊鍵先生 馮俊鍵先生

5月28日 鄧淑良博士

06月11日 胡強深先生

06月11日 李盛林牧師 李盛林牧師

/

聖: 日昇

5月21日 梁永善牧師
聖: 日昇
牧職主日

6月4日 鄧淑嫻姑娘

/

07月01日 鍾振華先生 吳日昇牧師 聖: 日昇 07月02日 吳日昇牧師 吳日昇牧師 廖坤儀姑娘

聖: 黃

06月02日 吳日昇牧師 吳日昇牧師

06月04日 吳思惠牧師

09月02日 鍾振華先生 黃德光先生 聖: 日昇 09月03日 黃德光先生 黃德光先生 廖坤儀姑娘

新同工

聖: 吳

06月04日 陳淑芳姑娘 陳淑芳姑娘

08月05日 吳日昇牧師 吳日昇牧師 聖: 日昇 08月06日 吳日昇牧師 吳日昇牧師 廖坤儀姑娘

文麗芳姑娘 石潔敏姊妹 陳集仁先生

37

聖: 外(早)
吳(晚)

聖: 吳

徐紀麟神學生

聖: 日昇
堂慶

堂慶

4月9日 莫嘉誠先生

04月07日 莫嘉誠先生 莫嘉誠先生
受苦節

復活節

聖: 日昇
福音崇拜

03月31日 吳日昇牧師 吳日昇牧師

3月26日 曹偉彤牧師

04月14日 吳日昇牧師 吳日昇牧師

04月16日 吳思惠牧師 吳思惠牧師

復活節

聖: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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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月13日 吳日昇牧師 吳日昇牧師 聖: 日昇 1月15日 吳日昇牧師 聖: 日昇

01月15日 林泳鋒先生
聖: 陳

聖: 日昇

上水堂
(主日)

聖: 吳

國慶

聖: 楊

12月31日 吳思惠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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