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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7 韩日光 卢灵光 陈洁花 C 许如迅 A 42 327 358 少年 孟丽

14 棕枝节兼圣餐主日 黄韵惠本处传道 余养琛 袁倩文 秀婉 许我昌 B 43 328 - 堂会

19 耶稣受难节 吴哲云 翁绍平 张雅星 - 周志勇 C -

21 复活节 黄欣仁 范其兴 庄秀婉 D 周凯雯 D 儿童

28 青年主日 郑炳凤 吴哲妮 田承毅 青年 王靖惟 青年 12 568 - 青年

五月 5 圣餐主日 黄韵惠本处传道 韩日光 陈洁花 丽珠 许如迅 E 39 330 - 堂会 文如

12 孝亲节 余养琛 陈美玲 田俊毅 A 许我昌 A 428 529 526 少年

19 宣教主日 池丽珠 刘贤安 袁倩文 B 周志勇 B 16 621 581 儿童

26 卫斯理更新主日 范其兴 王邦毅 庄秀婉 C 王靖惟 C 30 397 365 会众

六月 2 圣餐主日 黄韵惠本处传道 江珠英 田俊毅 娜珍 周凯雯 D 7 400 - 堂会 丽萍

9 刘贤平 池信锋 张雅星 D 许如迅 E 10 402 572 儿童

16 少年主日 许我仁 詹惠颖 陈洁花 少年 周志勇 少年 425 403 - 少年

23 十架精兵主日 陈雪清 黄拔春 庄秀婉 A 许我昌 A 35 405 419 会众

30 男少年军主日 黄永光 陈华凯 袁倩文 BB 王靖惟 B BB

福音车驾驶员

读经员 招待员 少团

四月 吴哲云 组长 组员 四月 7 & 14 谢俊英 陈世统

五月 钱雪霓 A    章溎芝 戴芳美, 康爱珍, 林福乾, 翁绍平, 方宇宏, 钱敬爱 19 & 21 韩日光 许善淦 许道东 刘贤安 范其兴

六月 范其兴 B     黄拔春 朱文萍, 徐舒娴, 江美玲, 庄丽萍, 卢丽霞, 陈照津 28 谢俊英 陈世统

C     黄守安 翁凤英, 郑柄全, 杨佩怡, 钱敬心, 王瑞琦, 梁永彦 五月 5 谢俊英 陈世统

D     余燕妃 黄拔义, 黄育华, 黄祥武, 池湘柔, 萧丽耀, 陈凤仙 12 & 19 韩日光 许善淦 周华福 刘本樑 刘本樑

E     黄祥群 詹惠颖, 田耿毅, 方敏敏, 王维强, 梁得力, 刘立宁, 钱敬意 26 谢俊英 陈世统

六月 2 谢俊英 陈世统

9 & 16 韩日光 许善淦 黄守安 郑秀和 黄祥武

23 & 30 谢俊英 陈世统

领诗小组

主领 组员 司琴 鼓手

A 刘贤平 我仁、银昌、哲妮 黄妙清 善恩 组长 组员

B 庄秀婉 信锋、娜珍、长开、丽珠 袁倩雯 祈胜 A组 黄祈胜 王邦毅 梁伟成

C 黄永光 娜凤、炳凤、永彦 袁倩雯 棋政/志勇 B组 田承毅 徐希津 刘世淮

D 许茂丰 其兴、欣仁、哲云，妙清 张雅星 世淮/永光 C组 吴明安 池恩德 蒋亨和

国语礼拜 主日礼拜来回

音响控制员

2019年播恩堂事奉人员轮值表（四月至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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