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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ul 張文迪 劉偉衡 劉賢賜/Santos/王國歡/熊继忠 邱鈺媛 谢惠 高  琳 姜華 潘志勤 Hymns 羅鳳玲 張毅
9-Jul 蔣洪平 王國歡 陈斯維/ 鐘 怡/钟秋实/姜華 李林蔚 于溢 武淑菊 劉偉衡 劉偉衡 陆妍依函 張毅 羅鳳玲 張毅
16-Jul 宋保軍 陈斯維 熊就勝/洪绍基/蔡英超/周楚昂 武淑菊 Grace文明 魏珍妮 武淑菊 劉砥中 陳瑛 李允誠 陈雅冰 施明潔
23-Jul 潘志勤 劉賢賜 宋保軍/刘兵/蔣洪平/汪三五 陳凌楓 李林蔚 陳瑛 高  琳 李允誠 常牧師 Samuel 李琇慧 劉砥中
30-Jul 方向 張文迪 劉賢賜/熊就勝/姜華/谢敏 譚玫琍 王琇玲 陆妍依函 劉偉衡 陈斯維 高  琳 Hymns Grace Hsu 劉偉衡
6-Aug 張文迪 方向 李允誠 王國歡/宋保軍/高  琳/周楚昂 羅美珍 鐘 怡 Grace文明 武淑菊 劉偉衡 方向 張毅 羅鳳玲 施明潔

13-Aug 方向 熊就勝 熊继忠/钟秋实/洪绍基/徐慧君 邱鈺媛 陳瑛 张 躍 高  琳 劉砥中 陈斯維 羅美珍 李愛琳 施明潔
20-Aug 宋保軍 蔣洪平 劉賢賜/張毅/鐘 怡/熊就勝 武淑菊 張葉蕾 朱迎英 劉偉衡 姜華 陳瑛 Hymns 羅鳳玲 劉砥中
27-Aug 蔣洪平 宋保軍 陈斯維/姚藝婷/蔡英超/姜華 譚玫琍 鐘 怡 何若萍 武淑菊 劉砥中 陆妍依函 李允誠 陈雅冰 徐昱蓁
3-Sep 程保治 陈斯維 劉偉衡 姜華/Santos/熊就勝/劉賢賜 李林蔚 朱迎英 于溢 高  琳 陈斯維 高  琳 Hymns Grace Hsu 劉偉衡

10-Sep 宋保軍 劉賢賜 王國歡/熊就豪/熊继忠/徐慧君 譚玫琍 魏珍妮 Grace文明 劉偉衡 劉偉衡 陈斯維 李允誠 李愛琳 施明潔
17-Sep 潘志勤 Josh Olds 蔣洪平/洪绍基/宋保軍/李允誠 羅美珍 陳瑛 李林蔚 武淑菊 劉砥中 陆妍依函 張毅 陈雅冰 劉砥中
24-Sep 蔣洪平 高  琳 钟秋实/姚藝婷/李匡郢/陈雅冰 陆妍依函 張葉蕾 林晋红 高  琳 姜華 陳瑛 羅美珍 李愛琳 劉偉衡
1-Oct 張文迪 劉偉衡 劉賢賜/姜華/陈斯維/Santos 武淑菊 谢惠 于溢 劉偉衡 蔣洪平 潘志勤 李允誠 羅鳳玲 施明潔
8-Oct 宋保軍 高  琳                                                                                                                                                                                      熊就勝/王國歡/蔡英超/姚藝婷 邱鈺媛 李林蔚 王琇玲 武淑菊 劉偉衡 陆妍依函 張毅 李愛琳 樊蓉
15-Oct 張毅 蔣洪平 熊继忠/刘兵/李愛琳/钟秋实 羅美珍 盧利静 Grace文明 高  琳 陈斯維 陈斯維 Hymns Grace Hsu 劉砥中
22-Oct 蔣洪平 張文迪 王國歡/洪绍基/陈雅冰/徐慧君 陳凌楓 黃佳瀅 武淑菊 劉偉衡 潘志勤 高  琳 羅美珍 李愛琳 劉偉衡
29-Oct 潘志勤 劉賢賜 姜華/陈斯維/宋保軍/李匡郢 武淑菊 刘兵 陆妍依函 武淑菊 劉砥中 陆妍依函 施明潔 陈雅冰 李允誠
5-Nov 張文迪 李允誠 Josh Olds 劉賢賜/刘兵/李允誠/宋保軍 羅美珍 于燕 王琇玲 高  琳 姜華 史靖华 Hymns 羅鳳玲 施明潔
12-Nov 蔣洪平 宋保軍 熊就勝/王國歡/姚藝婷/钟秋实 李林蔚 張葉蕾 羅美珍 劉偉衡 蔣洪平 陳瑛 李允誠 李愛琳 劉砥中
19-Nov 宋保軍 張文迪 陈斯維/蔡英超/李匡郢/徐慧君 于 溢 林晋红 黃佳瀅 武淑菊 陈斯維 潘志勤 羅美珍 陈雅冰 張毅
26-Nov 張毅 王國歡 宋保軍/熊就豪/姜華/洪绍基 武淑菊 張  躍 邱鈺媛 高  琳 劉砥中 陆妍依函 Hymns Grace Hsu 劉偉衡
3-Dec 潘志勤 劉偉衡 劉賢賜/熊就勝/Santos/徐慧君 陆妍依函 谢惠 朱迎英 劉偉衡 劉偉衡 陳瑛 Hymns 羅鳳玲 施明潔

10-Dec 宋保軍 潘志勤 蔣洪平/刘兵/熊继忠/陳瑛 羅美珍 陆妍依函 陳瑛 武淑菊 姜華 陈斯維 施明潔 陈雅冰 劉砥中
17-Dec 蔣洪平 熊就勝 汪三五/熊就豪/陈斯維/蔡英超 陳凌楓 羅美珍 于溢 高  琳 蔣洪平 陆妍依函 李允誠 羅鳳玲 張毅
24-Dec 張文迪 Josh Olds 姜華/王國歡/洪绍基/劉賢賜 邱鈺媛 盧利静 于燕 劉偉衡 李允誠 高  琳 Hymns Grace Hsu 劉偉衡
31-Dec 潘志勤 陈斯維 宋保軍/熊继忠/吳玫/高  琳 譚玫琍 何若萍 邱鈺媛 武淑菊 劉偉衡 方向 羅美珍 羅鳳玲 施明潔註1:  主日崇拜組 Sunday Worship Committee:  張毅，劉偉衡，李允誠, Chris Chow主日程序表: 陈斯維/刘杰铭；聖餐預備:  程師母         ；主日托兒: 教育執事, 于溢    ; 主日投影组: 施明潔崇拜司職事奉調動: 張毅；招待訓練及連絡人: 張毅；總負責崇拜前預備: 程牧師註2:  1. 若事奉人員因事無法參與事奉時,請自行找相同司職的事奉人員對調並於週三前通知﹕張毅(296-9579) 弟兄。  

      If  you cannot serve on the week you are scheduled, please find your own substitution & notify bro. Sugin tiong (296-9579) before Wednesday.          2. 輪值主席請著西裝. Presiders please wear suits and ties. 3. 輪值聖餐司事請著西裝. Brothers serve at Holy Communion please wear suits and ties.     4. 輪值領詩,司琴,繙譯:弟兄請打領帶,姐妹請穿著端莊. Song leaders, Pianists, Interpreters: Brothers please wear ties, sisters please dress modestly.     5. 輪值招待弟兄姐妹職責: Usher’s Duties: a.  弟兄請打領帶,姐妹請穿著端莊. Brothers please wear ties, sisters please dress modestly.     b.  請帶上 “Usher” 牌子.  Please wear “Usher” tag. c.  崇拜前十五分鐘請準備.  Stand by at least 15 minutes before service.d. 崇拜後請把聖經/詩歌安排整齊;若有聖餐禮拜,請收杯.  After the service please put the Bibles/hymn books in order; pick up the cups on Holy Communion Sun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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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 Worship Sunday School 10:30 AM to 12:15 PM主  日主  日主  日主  日 助唱助唱助唱助唱 粵語翻譯粵語翻譯粵語翻譯粵語翻譯 保安(保安(保安(保安(S)S)S)S) 保安(保安(保安(保安(F)F)F)F) 特別音樂特別音樂特別音樂特別音樂 9:30 Am to 10:30 AM Pre-School/Kinder 1st & 2nd Grade 3th & 5th Grade 6th & 7th Grade

2-Jul 劉偉衡 Josh 孔維秀/刘兵 邱鈺媛/張葉蕾 陳凌楓 史靖华 Chris
9-Jul 钟秋实 施明潔 宋保軍 李允誠 孩童獻詩 Children Group 孔維秀/刘兵 邱鈺媛/張葉蕾 陳凌楓 史靖华 Chris

16-Jul 李洪辛 張世琪 陆妍依函 蔣洪平 張毅 孔維秀/刘兵 邱鈺媛/張葉蕾 陳凌楓 史靖华 Chris
23-Jul Angela Daniel 李允誠 陈斯維 Josh 孔維秀/刘兵 邱鈺媛/張葉蕾 陳凌楓 史靖华 Chris
30-Jul 潘志勤 李允誠 孔維秀/刘兵 邱鈺媛/張葉蕾 陳凌楓 史靖华 Chris
6-Aug 陆妍依函 Angela 劉偉衡 張毅 史靖华 邱鈺媛/張葉蕾 陳凌楓 Jennifer Chris
13-Aug 陈雅冰 周沛仁 宋保軍 Josh 孩童獻詩 Children Group 史靖华 邱鈺媛/張葉蕾 陳凌楓 Jennifer Chris
20-Aug 蔣洪平 李允誠 史靖华 邱鈺媛/張葉蕾 陳凌楓 Jennifer Chris
27-Aug 钟秋实 施明潔 張毅 方向 史靖华 邱鈺媛/張葉蕾 陳凌楓 Jennifer Chris
3-Sep 陈斯維 Josh 孔維秀/刘兵 于燕/武淑菊 周沛仁 史靖华 Chris
10-Sep 陈雅冰 羅美珍 宋保軍 方向 孩童獻詩 Children Group 孔維秀/刘兵 于燕/武淑菊 周沛仁 史靖华 Chris
17-Sep 周沛仁 潘志勤 蔣洪平 張毅 孔維秀/刘兵 于燕/武淑菊 周沛仁 史靖华 Chris
24-Sep 陆妍依函 李允誠 施明潔 張毅 李允誠 孔維秀/刘兵 于燕/武淑菊 周沛仁 史靖华 Chris
1-Oct Angela 陈雅冰 钟秋实 劉偉衡 Josh 孔維秀/刘兵 于燕/武淑菊 周沛仁 Jennifer Chris
8-Oct 施明潔 李洪辛 陈斯維 Chris C 孩童獻詩 Children Group 孔維秀/刘兵 于燕/武淑菊 周沛仁 Jennifer Chris

15-Oct 宋保軍 李允誠 孔維秀/刘兵 于燕/武淑菊 周沛仁 Jennifer Chris
22-Oct 李允誠 陆妍依函 劉偉衡 Josh 孔維秀/刘兵 于燕/武淑菊 周沛仁 Jennifer Chris
29-Oct 羅美珍 潘志勤   蔣洪平 張毅 孔維秀/刘兵 于燕/武淑菊 周沛仁 Jennifer Chris
5-Nov 陈斯維 李允誠 孔維秀/刘兵 Grace文明/Jack Elaine Jennifer Chris

12-Nov 陆妍依函 周沛仁 宋保軍 Josh 孩童獻詩 Children Group 孔維秀/刘兵 Grace文明/Jack Elaine Jennifer Chris
19-Nov 施明潔 李洪辛 陳瑛 李允誠 Chris C 孔維秀/刘兵 Grace文明/Jack Elaine Jennifer Chris
26-Nov 張毅 李允誠 孔維秀/刘兵 Grace文明/Jack Elaine Jennifer Chris
3-Dec 劉偉衡 Josh 孔維秀/刘兵 Grace文明/Jack Elaine 史靖华 Chris
10-Dec 周沛仁 李林蔚 李洪辛 李允誠 Chris C 孩童獻詩 Children Group 孔維秀/刘兵 Grace文明/Jack Elaine 史靖华 Chris
17-Dec 钟秋实 陈雅冰 陳瑛 蔣洪平 李允誠 孔維秀/刘兵 Grace文明/Jack Elaine 史靖华 Chris
24-Dec 李允誠 Josh 孔維秀/刘兵 Grace文明/Jack Elaine 史靖华 Chris
31-Dec 陆妍依函 潘志勤 宋保軍 Chris C 孔維秀/刘兵 Grace文明/Jack Elaine 史靖华 Ch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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