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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講員 主席 司琴 宣召經文 奉獻祈禱  司  事 兒童崇拜 幻燈 音響 點奉獻 插花主餐餅

一 4 林國彬 黃裕永 蔡創仁 郭金義 彭淑嫻 馬惠英 蒙少文 梁學賢郭凱邦郭潤芬 楊佩瑩 劉碧雯

11 黃裕永 林綺媚 馬淑貞 陳耀光 潘俊偉 陳梅 馬惠英 陳佩瑛 王凱民張永龍潘顯兆 張慧賢 戴翠芬 梁秀霞

18 黃裕永 潘顯兆 張玉芬 楊佩瑩 薛耀泉 葉玉梅 馬惠英 張嘉慧 馮藝琼陳恩傑林綺媚 黃錦華 林如玉

25 羅泰然 張慧賢 馬淑貞 彭淑嫻 張偉雄 謝秀英 何麗珊 蒙少文 郭凱恩陳子榮楊佩慧 何麗珊 唐嘉麗

二 1 黃裕永 楊佩瑩 郭凱恩 何志超 黃榮 林肖群 張嘉慧 劉碧雯 梁學賢張啟榮郭潤芬 楊佩瑩 劉碧雯

8 林國彬 黃裕永 關金銘 黃其邦 何麗珊 陳佩瑛 蒙少文 王凱民郭凱邦潘顯兆 何志超 戴翠芬 何麗珊

15 盧惠銓 楊佩慧 馬淑貞 鄧幸榴 譚梓健 黃珮珊 何麗珊 袁永良 馮藝琼陳恩傑林綺媚 黃錦華 林如玉

22 黃裕永 林綺媚 張慧賢 黃錦華 袁永良 譚麗菁 楊佩瑩 林肖群 葉敏生張永龍楊佩慧 何麗珊 唐嘉麗

三 1 黃裕永 張慧賢 張玉芬 陳佩瑛 王凱民 葉玉梅 何麗珊 袁永良 梁學賢張啟榮郭潤芬 楊佩瑩 劉碧雯

8 林國彬 黃裕永 陳耀光 梁學賢 蒙少文 陳佩瑛 袁永良 王凱民郭凱邦張慧賢 何志超 戴翠芬 梁秀霞

15 黃裕永 潘顯兆 馬淑貞 蔡創仁 許嘉豪 黃珮珊 何麗珊 劉碧雯 馮藝琼陳子榮林綺媚 黃錦華 林如玉

22 黃裕永 蔡創仁 張玉芬 何志超 譚梓健 曾德英 楊佩瑩 林肖群 郭凱恩張永龍楊佩慧 何麗珊 唐嘉麗

29 黃裕永 楊佩慧 張慧賢 楊佩瑩 潘俊偉 林肖群 陳佩瑛 劉碧雯 葉敏生郭凱邦郭潤芬 楊佩瑩 侯敏賢

四 5 黃裕永 楊佩瑩 張玉芬 彭淑嫻 薛耀泉 謝秀英 袁永良 劉碧雯 梁學賢陳子榮郭潤芬 楊佩瑩 劉碧雯

12 林國彬 黃裕永 關金銘 黃榮 葉玉梅 陳佩瑛 劉碧雯 王凱民張啟榮張慧賢 潘顯兆 戴翠芬 郭潤芬

19 周志華 潘顯兆 張慧賢 林綺媚 何志超 陳梅 何麗珊 劉碧雯 馮藝琼郭凱邦林綺媚 黃錦華 林如玉

26 黃裕永 張慧賢 張玉芬 黃錦華 王凱民 譚麗菁 楊佩瑩 劉碧雯 郭凱恩陳恩傑楊佩慧 何麗珊 唐嘉麗

五 3 黃裕永 林綺媚 張慧賢 鄧幸榴 郭金義 林如玉 楊佩瑩 劉碧雯 梁學賢張永龍郭潤芬 楊佩瑩 劉碧雯

10 林國彬 黃裕永 陳耀光 許嘉豪 蒙少文 陳佩瑛 袁永良 王凱民陳子榮何志超 潘顯兆 戴翠芬 何麗珊

17 黃裕永 潘顯兆 郭凱恩 蔡創仁 梁學賢 彭淑嫻 張嘉慧 劉碧雯 馮藝琼張啟榮林綺媚 黃錦華 林如玉

24 楊佩慧 張慧賢 何志超 張偉雄 黃珮珊 楊佩瑩 劉碧雯 郭凱恩郭凱邦楊佩慧 何麗珊 唐嘉麗

31 浸神 黃裕永 張玉芬 楊佩瑩 黃其邦 曾德英 何麗珊 林肖群 葉敏生陳恩傑郭潤芬 楊佩瑩 侯敏賢

六 7 黃裕永 楊佩瑩 張慧賢 黃錦華 黃榮 葉玉梅 何麗珊 林肖群 梁學賢張永龍郭潤芬 楊佩瑩 劉碧雯

14 林國彬 黃裕永 馬淑貞 關金銘 薛耀泉 黃珮珊 陳佩瑛 袁永良 王凱民陳子榮何志超 張慧賢 戴翠芬 郭潤芬

21 黃裕永 潘顯兆 郭潤芬 林綺媚 郭金義 林如玉 蒙少文 劉碧雯 馮藝琼張啟榮林綺媚 黃錦華 林如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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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讀經文 1 誦讀經文 2

張慧賢(貞) 詩九十六8-9 賽六十1-6 太二1-12

詩一三五3 創一1-5 可一4-11

詩一三六1 撒上三1-10 約一43-51

詩一０五1-2 拿三1-5 可一14-20

詩一０六1 申十八15-20 可一21-28

張慧賢(恩) 詩一０七1 賽四十21-31 可一29-39

詩八十一1 王下五1-14 可一40-45

詩八十九1 王下二1-12 可九2-9

詩九十五1-2 創九8-17 可一9-15

張慧賢(郭) 詩九十六1-2 創十七1-7 可八31-38

詩九十八1 出二十1-17 約二13-22

詩九十九5 民二十一4-9 約三14-21

詩一００1-2 耶三十一31-34 約十二20-33

詩一０三1 賽五十4-9上 可十一1-11

張慧賢(恩) 詩一０五1-2 徒十34-43 可十六1-8

詩一０六1 徒四32-35 約二十19-31

詩一一一1 徒三12-19 路二十四36下-48

詩一一二1 徒四5-12 約十11-18

張玉芬(恩) 詩一一三1-2 徒八26-40 約十五1-8

詩一一七1-2 徒十44-48 約十五9-17

詩一一八1 徒一15-17 約十七6-19

詩一三四1-2 徒二1-21 約十五26-27、十六4下-15

詩一三五1-2 賽六1-8 約三1-17

詩一三五3 結十七22-24 可四26-34

詩一四七1 伯三十八1-11 可四35-41



28 楊佩慧 張玉芬 陳佩瑛 張偉雄 林肖群 楊佩瑩 蒙少文 葉敏生郭凱邦楊佩慧 何麗珊 唐嘉麗詩一四八1 哀三23-33 可五21-43



主餐餅





28/01/2006

月 日 講員 主  席 司琴 宣召經文 誦讀經文 奉獻祈禱  司  事 兒童崇拜 幻燈 音響 點奉獻 核數

一 7 黃裕永 蔡創仁 張慧賢 楊佩瑩 郭金義 彭淑嫻 陳佩瑛 黃潔雯 恩傑 中榮 佩瑩 Joyce

14 江耀龍 黃裕永 張慧賢 陳耀光 薛耀泉 蒙少文 張嘉慧 黃潔雯 邦 啟榮 Rainbow 仁 (Wilson)

21 馬惠英 潘顯兆 張慧賢 郭鄧幸榴 潘俊偉 譚麗菁 張嘉慧 陳佩瑛 恩傑 Lam Sandy Lisa (Winnie)

28 黃裕永 潘楊佩慧 張慧賢 何志超 黃其邦 吳梁秀霞 張嘉慧 陳佩瑛 子榮 永龍 錦華 景文 (Kitty)

二 4 黃裕永 馬惠英 張慧賢 彭淑嫻 郭金義  黃何麗珊 李珮琳 張嘉慧 仁 中榮 Rainbow 仁 (Wilson)

11 張啟明 黃裕永 何馬淑貞 關金銘 薛耀泉 蔡黃艷芬 李珮琳 何麗珊 邦 啟榮 佩瑩 Joyce

18 黃裕永 蔡創仁 伍張玉芬 吳景文 李中榮 郭鄧幸榴 李珮琳 何麗珊 恩傑 Lam Sandy Lisa

25 陳碧雲 楊佩瑩 龐郭潤芬 馬惠英 張啟榮 吳梁秀霞 黃潔雯 何麗珊 子榮 永龍 錦華 景文 (Winnie)

三 4 黃裕永 林綺媚 何馬淑貞 蔡創仁 郭金義 彭淑嫻 黃潔雯 何麗珊 仁 中榮 Rainbow 仁 (Kitty)

11 江耀龍 黃裕永 張慧賢 林均堂 薛耀泉  黃何麗珊 袁永良 蒙少文 邦 啟榮 佩瑩 Joyce

18 黃裕永 潘楊佩慧 伍張玉芬 郭鄧幸榴 潘俊偉 譚麗菁 袁永良 蒙少文 恩傑 Lam Sandy Lisa

25 馬惠英 潘顯兆 張慧賢 彭淑嫻 吳家興 蒙少文 袁永良 楊佩瑩 子榮 永龍 錦華 景文 (Wilson)

四 1 黃裕永 張慧賢 伍張玉芬 何志超 郭金義 彭淑嫻 袁永良 楊佩瑩 仁 中榮 Rainbow 仁 (Winnie)

8 李木義 黃裕永 何馬淑貞 陳耀光 薛耀泉 蔡黃艷芬 黃潔雯 譚麗菁 邦 啟榮 佩瑩 Joyce (Kitty)

15 黃裕永 潘楊佩慧 龐郭潤芬 吳景文 李中榮 郭鄧幸榴 黃潔雯 譚麗菁 恩傑 Lam Sandy Lisa

22 蔡創仁 伍張玉芬 馬惠英 潘俊偉 蒙少文 黃潔雯 張嘉慧 子榮 永龍 錦華 景文 (Wilson)

29 馬惠英 林綺媚 張慧賢 郭鄧幸榴 吳家興  黃何麗珊 李珮琳 張嘉慧 恩傑 中榮 佩瑩 Kitty

五 6 黃裕永 楊佩瑩 何馬淑貞 蔡創仁 郭金義 彭淑嫻 李珮琳 張嘉慧 仁 啟榮 Rainbow 仁 (Winnie)

13 羅泰然 馬惠英 張慧賢 關金銘 薛耀泉 郭鄧幸榴 陳佩瑛 何麗珊 邦 中榮 佩瑩 Joyce (Kitty)

20 黃裕永 潘顯兆 伍張玉芬 何志超 潘俊偉 蒙少文 陳佩瑛 何麗珊 恩傑 Lam Sandy Lisa

27 林綺媚 張慧賢 彭淑嫻 張啟榮 吳梁秀霞 陳佩瑛 楊佩瑩 子榮 永龍 錦華 景文 (Wilson)

六 3 黃裕永 潘楊佩慧 龐郭潤芬 馬惠英 郭金義 彭淑嫻 袁永良 楊佩瑩 仁 啟榮 Rainbow 仁

10 李木義 黃裕永 何馬淑貞 林均堂 薛耀泉 蔡黃艷芬 袁永良 蒙少文 邦 中榮 佩瑩 Joyce (Winnie)

17 黃裕永 蔡創仁 伍張玉芬 郭鄧幸榴 潘俊偉 譚麗菁 李珮琳 蒙少文 恩傑 Lam Sandy Lisa (Kitty)

24 黃裕永 馬惠英 張慧賢 吳景文 李中榮 吳梁秀霞 李珮琳 蒙少文 子榮 永龍 錦華 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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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一三五3 詩四十一1-13 (超)

詩一三六1 詩四十二1-11

詩一０五1-2 詩四十三1-5

 詩一０六1 詩九十1-17

 詩一０七1 詩四十四1-26

詩八十一1 詩四十五1-17 (良)

詩八十九1 詩四十六1-11 (超)

詩九十五1-2 詩四十七1-9

詩九十六1-2 詩四十八1-14

詩九十八1 詩四十九1-20 (良)

詩九十九5 詩五十1-23 (超)

詩一００1-2 詩五十一1-19

詩一０三1 詩五十二1-9

詩一０五1-2 詩五十三1-6

詩一０六1 詩五十四1-7 (良)

詩一一一1 詩五十五1-23

詩一一二1 詩五十六1-13 (超)

詩一一三1-2 詩五十七1-11

詩一一七1-2 詩六十三1-11

詩一一八1 詩五十八1-11 (良)

詩一三四1-2 詩五十九1-17

詩一三五1-2 詩六十1-12 (超)

詩一三五3 詩六十一1-8

詩一四七1 詩六十二1-12

詩一四八1 詩六十四1-10 (良)


	07下
	07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