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上半年主日事奉人員名單（修訂） 
成人崇拜 少崇 兒崇 

日期 擘餅 襄禮 講員 主席 司事長 司事 報告 司琴 直播 音響 聖餐 當值 
同工 當值 講員 領詩 司事 司琴 講動 領詩 

1/1 就全 志華 王俊明 慧文 惠卿 吳文 就全 納祈 樂陶 志華 楚雲 玉明 紹基 大堂    志威 鳳儀 

8/1 沛文 嘉耀 翁玉明 曉霞 頌儀 德坤 國波 雪詩 穎賢 嘉耀 燕雲 玉明  王俊明 諾謙 諾謙  杏蓮 淑賢 

15/1 俊明 立富 戴迎迎 美雲 立富 美芬 俊明 納兒 匡翹 季昭 曉霞 玉明  馮玉儀 爾敬 爾敬  麗香 頌儀 

22/1 嘉耀 沛文 廖志明 潔心 淑賢 佩霞 沛文 雪詩 浩然 沛文 杏蓮 玉明  鄭紹基 爾丹 爾丹  惠卿 笑容 

29/1 浩然 志威 張潔萍 沛文 淑雅 國樑 就全 鳳群 愷奕 志威 笑容 玉明  大堂    安程 玉儀 

5/2 國波 健豪 王俊明 鳳儀 健豪 玉珍 國波 納祈 沛文 匡翹 慧文 楚雲  張潔萍 曜昕 君善  慧玲 愛芬 

12/2 沛文 浩然 潘就全 玉儀 浩然 順玲 沛文 雪詩 穎賢 納呈 綺靜 楚雲  霍劍青 紹基 諾謙  鳳儀 志威 

19/2 志華 健豪 董長發 笑容 惠卿 麗香 俊明 納兒 樂陶 健豪 秀娟 楚雲  王俊明 穎賢 爾敬 爾敬 淑賢 杏蓮 

26/2 俊明 志威 張潔萍 立富 展眉 志威 就全 群/雯 匡翹 樂陶 淑雅 楚雲  蘇偉賢 愷奕 爾丹 爾丹 笑容 惠卿 

5/3 就全 浩然 王俊明 秀貞 玉儀 國基 就全 納祈 愷奕 浩然 燕雲 潔萍 季昭 陳志威 匡翹 君善  頌儀 麗香 

12/3 國波 志華 陳佩恩 紹基 志華 淑娟 國波 鳳群 浩然 愷奕 曉霞 潔萍  張潔萍 諾謙 諾謙  玉儀 安程 

19/3 俊明 紀宗 張潔萍 愷奕 慧文 紀宗 俊明 雪詩 沛文 國樑 杏蓮 潔萍  簡穎賢 納祈 爾敬 爾敬 愛芬 慧玲 

26/3 嘉耀 紹基 曾曉徽 頌儀 紹基 秀娟 沛文 納兒 穎賢 納呈 笑容 潔萍  翁玉明 樂陶 爾丹 爾丹 志威 鳳儀 

2/4 浩然 志華 王俊明 麗萍 淑雅 燕英 國波 詩/雯 樂陶 志華 慧文 俊明  大堂    杏蓮 淑賢 

9/4 就全 沛文 張潔萍 嘉耀 玉儀 智珩.安程 就全 鳳群 浩然 沛文 綺靜 俊明  浸禮主日    麗香 笑容 

16/4 國波 嘉耀 潘就全 美雲 淑賢 泳儀 俊明 納祈 愷奕 嘉耀 秀娟 俊明  王俊明 季昭 君善  惠卿 笑容 

23/4 志華 浩然 王俊明 曉霞 惠卿 麗萍 沛文 雪詩 匡翹 浩然 淑雅 俊明  區嘉耀 爾敬 諾謙  安程 玉儀 

30/4 志強 志威 霍劍青 玉儀 頌儀 德坤 就全 納兒 沛文 志威 慧文 俊明  大堂    慧玲 愛芬 

7/5 沛文 嘉耀 秦家生 慧文 嘉耀 長珍 國波 群/雯 樂陶 匡翹 燕雲 玉明 美雲 王俊明 納兒 爾敬 爾敬 鳳儀 志威 

14/5 就全 國波 *陳惠明 紹基 國波 潔心 就全 鳳群 穎賢 季昭 楚雲 玉明  懇親日    淑賢 杏蓮 

21/5 國波 健豪 張潔萍 立富 展眉 慧玲 俊明 納祈 匡翹 健豪 笑容 玉明  霍劍青 安程 爾丹 爾丹 頌儀 麗香 

28/5 俊明 沛文 梁展鵬 淑賢 沛文 順玲 沛文 雪詩 愷奕 樂陶 杏蓮 玉明  潘納呈 衍慈 君善  笑容 惠卿 

4/6 劍青 紹基 王俊明 麗萍 紹基 少芳 就全 納兒 樂陶 國樑 曉霞 楚雲  鄭浩然 美雲 諾謙  玉儀 安程 

11/6 沛文 健豪 潘就全 潔心 健豪 惠純 國波 詩/雯 浩然 愷奕 綺靜 楚雲  王俊明 智珩 爾敬 爾敬 愛芬 慧玲 

18/6 志華 立富 張潔萍 楚雲 立富 美紅 俊明 鳳群 沛文 季昭 淑雅 楚雲  梁國波 納呈 爾丹 爾丹 志威 鳳儀 

25/6 嘉耀 紀宗 羅善卿 笑容 淑雅 紀宗 沛文 納祈 穎賢 納呈 秀娟 楚雲  趙沛文 諾謙 君善  杏蓮 淑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