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道會深水埗堂 
二零二零年六月至九月份早堂崇拜事奉人員輪值表 

修訂於 30/05/2020 

日  期 主席／領詩 讀  經 招待兼司事 司  琴 直  播 

０７／０６ 敖玉美執事 李志良執事 
徐子峰弟兄 
楊麗兒姊妹 

黃思華姊妹 高智恒弟兄 

１４／０６ 林美玲執事 梁嘉琪執事 
李志良執事 
黃明珠執事 

馮栩欣姊妹 高智恒弟兄 

２１／０６ 

父親節福音主日 
吳啟光弟兄 曾勵修執事 

何鳳侶姊妹 
陳美娟姊妹 

何淑霞姊妹 羅偉強執事 

２８／０６ 高智恒弟兄 陳曉陽弟兄 
羅婉菁姊妹 
謝佩蘭姊妹 

馮栩欣姊妹 羅偉強執事 

０５／０７ 黃明珠執事 勞春榮弟兄 
柯銘浩弟兄 
陳美玲姊妹 

黃思華姊妹 高智恒弟兄 

１２／０７ 羅偉強執事 莫澤金姊妹 
伍百勤執事 
敖玉美執事 

凌婉儀姊妹 高智恒弟兄 

１９／０７ 余詠雯姊妹 黃煒堯弟兄 
李梓鉦弟兄 
梁婉君姊妹 

黃思華姊妹 羅偉強執事 

２６／０７ 鄧瑋堯弟兄 馮栩燊弟兄 
羅月好姊妹 
何靖雯姊妹 

馮栩欣姊妹 羅偉強執事 

０２／０８ 黃鈺鈞姊妹 張泳筠姊妹 
謝晞悅弟兄 
譚敏君姊妹 

凌婉儀姊妹 高智恒弟兄 

０９／０８ 關嘉強先生 梁國祥弟兄 
李志良執事 
林美玲執事 

馮栩欣姊妹 高智恒弟兄 

１６／０８ 陳曉陽弟兄 李雪雯姊妹 
李梓鉦弟兄 
譚慧兒姊妹 

凌婉儀姊妹 羅偉強執事 

２３／０８ 吳啟光弟兄 羅婉菁姊妹 
徐子峰弟兄 
陳惠珍姊妹 

何淑霞姊妹 羅偉強執事 

３０／０８ 

家庭主日 
敖玉美執事 郭美儀姊妹 

梁家輝弟兄 
梁佛娟姊妹 

馮栩欣姊妹 李允冲弟兄 

０６／０９ 李國鋒弟兄 李慧儀姊妹 
馮栩燊弟兄 
温容英姊妹 

黃思華姊妹 高智恒弟兄 

１３／０９ 林美玲執事 林惠蓮姊妹 
羅偉強執事 
黃明珠執事 

馮栩欣姊妹 高智恒弟兄 

２０／０９ 

主日學主日 
李婉馨姊妹 蘇穎嘉姊妹 

潘志謙弟兄 
洪斯寧姊妹 

吳啟榮弟兄 羅偉強執事 

２７／０９ 李偉良弟兄 盧敬琳姊妹 
柯銘浩弟兄 
譚敏兒姊妹 

凌婉儀姊妹 羅偉強執事 

註：1. 主席：於週六晚領取程序表，並於崇拜聚會前三十分鐘到達，在每一項程序中用真誠的心帶領會 

眾進入敬拜，並指導司事崗位。 

2. 讀經：請先熟讀經文，並留心整段的意思及分段。請於崇拜聚會前三十分鐘到達，屆時先將經文 

出處「經卷、章、節」宣告二至三次，然後慢慢誦讀，讀經者可採用任何形式誦讀（如讀經者讀 

、會眾應；男女啟應等。） 

3. 奉獻司事：請於聚會前十五分鐘到達，向主席報到，並在聚會前五分鐘到詩班房一同祈禱。 

4. 招待：請於聚會前三十分鐘到達，以熱誠微笑的態度歡迎會眾及派發程序表。 

5. 其他事奉人員：請於崇拜聚會前三十分鐘到達，以作準備。 

※  6. 如有要事不能擔任事奉者，請於二週前通知幹事李敏萍姊妹 (2387 7509)。 

7. 又如幹事於週五下午五時仍未能聯絡事奉者，將由教會另作按排人選代替。 



宣道會深水埗堂 
二零二零年五月至九月份午堂崇拜事奉人員輪值表 

修訂於 30/05/2020 

日  期 主席／領詩 讀經 招待兼司事 司  琴 直  播 

０７／０６ 敖玉美執事 李志良弟兄 
朱錦榮弟兄 
凌惠嫻姊妹 

黃思華姊妹 高智恒弟兄 

１４／０６ 林美玲執事 梁嘉琪執事 
羅偉強執事 
敖玉美執事 

馮栩欣姊妹 高智恒弟兄 

２１／０６ 

父親節福音主日 
吳啟光弟兄 曾勵修執事 

傅鎮邦弟兄 
馮麗華姊妹 

何淑霞姊妹 羅偉強執事 

２８／０６ 高智恒弟兄 陳曉陽弟兄 
余政道弟兄 
呂 淦姊妹 

馮栩欣姊妹 羅偉強執事 

０５／０７ 黃明珠執事 勞春榮弟兄 
鄭珮玲姊妹 
廖詠恩姊妹 

黃思華姊妹 高智恒弟兄 

１２／０７ 羅偉強執事 莫澤金姊妹 
伍百勤執事 
葉鳳儀姊妹 

凌婉儀姊妹 高智恒弟兄 

１９／０７ 余詠雯姊妹 黃煒堯弟兄 
黃柏豪弟兄 
楊紅蘭姊妹 

黃思華姊妹 羅偉強執事 

２６／０７ 鄧瑋堯弟兄 馮栩燊弟兄 
梁國民弟兄 
岑潔敏姊妹 

馮栩欣姊妹 羅偉強執事 

０２／０８ 黃鈺鈞姊妹 張泳筠姊妹 
駱頌明弟兄 
葉倬君姊妹 

凌婉儀姊妹 高智恒弟兄 

０９／０８ 關嘉強先生 梁國祥弟兄 
李志良執事 
林偉明弟兄 

馮栩欣姊妹 高智恒弟兄 

１６／０８ 陳曉陽弟兄 李雪雯姊妹 
張文偉弟兄 
郭麗嫦姊妹 

凌婉儀姊妹 羅偉強執事 

２３／０８ 吳啟光弟兄 羅婉菁姊妹 
霍耀宗弟兄 
黃鳳琼姊妹 

何淑霞姊妹 羅偉強執事 

３０／０８ 

家庭主日 
敖玉美執事 郭美儀姊妹 

李健輝弟兄 
周鳳靈姊妹 

馮栩欣姊妹 李允冲弟兄 

０６／０９ 李國鋒弟兄 李慧儀姊妹 
馮影盈姊妹 
黃麗芬姊妹 

黃思華姊妹 高智恒弟兄 

１３／０９ 林美玲執事 林惠蓮姊妹 
方大衛弟兄 
黃明珠執事 

馮栩欣姊妹 高智恒弟兄 

２０／０９ 

主日學主日 
李婉馨姊妹 蘇穎嘉姊妹 

蘇麗娜姊妹 
呂學筠姊妹 

吳啟榮弟兄 羅偉強執事 

２７／０９ 李偉良弟兄 盧敬琳姊妹 
黃勁賢弟兄 
陳志芬姊妹 

 
凌婉儀姊妹 

羅偉強執事 

註：1. 主席：於週六晚領取程序表，並於崇拜聚會前三十分鐘到達，在每一項程序中用真誠的心帶領會 

眾進入敬拜，並指導司事崗位。 

2. 讀經：請先熟讀經文，並留心整段的意思及分段。請於崇拜聚會前三十分鐘到達，屆時先將經文 

出處「經卷、章、節」宣告二至三次，然後慢慢誦讀，讀經者可採用任何形式誦讀（如讀經者讀 

、會眾應；男女啟應等。） 

3. 奉獻司事：請於聚會前十五分鐘到達，向主席報到，並在聚會前五分鐘到詩班房一同祈禱。 

4. 招待：請於聚會前三十分鐘到達，以熱誠微笑的態度歡迎會眾及派發程序表。 

5. 其他事奉人員：請於崇拜聚會前三十分鐘到達，以作準備。 

※  6. 如有要事不能擔任事奉者，請於二週前通知幹事李敏萍姊妹 (2387 7509)。 

7. 又如幹事於週五下午五時仍未能聯絡事奉者，將由教會另作按排人選代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