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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 梁志強牧師 黃婉蓮 潘顯兆執事 黃悅茵堂委 伍張玉芬 詩66:1-2 張嘉明 黃強坤 潘俊偉 黃林如玉 麥惠賢牧師
彭淑嫻/潘楊佩慧/

余月媚/黃何麗珊
余月媚 - 劉鳳怡 潘衡健 梁學賢 龐郭潤芬 楊佩瑩 袁永良 楊佩瑩 蔡敬行 蔡黃艷芬 林綺媚

7 10 麥惠賢牧師 潘楊佩慧 何嘉敏 詩25:4-5 陳耀光執事 黃強坤 何俊堂 彭淑嫻 李嘉璐傳道
潘顯兆執事/黃馮少英/

何馮健文/黃何麗珊
黃林如玉 伍張玉芬 劉鳳怡 潘衡健 劉鳳怡 張慧賢堂委 黃何麗珊 朱蔡秋英堂委 余鋒 - 蔡黃艷芬 龐郭潤芬

7 17 李嘉璐傳道 林綺媚 黃悅茵堂委 張慧賢執事 詩15:1-2 劉芷均 黃強坤 梁學賢 許丁喜卿 麥惠賢牧師
余月媚/黃何麗珊/

黃恩妹/彭淑嫻
張戴翠芬 - 蔡創仁執事 潘衡健 陳錦扑堂委 潘顯兆執事 林綺媚 伍張玉芬 楊佩瑩 黃芝婷 蔡黃艷芬 龐郭潤芬

7 24
差傳主日

方黛明傳道
楊佩瑩 潘顯兆執事 劉鳳怡 李嘉璐傳道 詩138:4-5 何志超 黃強坤 黃其邦 聶明欣 麥惠賢牧師

張慧賢執事/林靜雯/

陳業強/黃何麗珊
黎美思 - 蔡創仁執事 潘衡健 鄭志樂 黃強坤 潘楊佩慧 袁永良 朱蔡秋英堂委 黃婉娟 蔡黃艷芬 龐郭潤芬

7 31 麥惠賢牧師 蔡創仁執事 潘楊佩慧 黃悅茵堂委 蔡信行 詩49:1-2 張慧賢執事 黃強坤 陳業強 方楊寶珠 伍張玉芬
黃何麗珊/ 方曾健儀/

余月媚/ 林靜雯
黃婉蓮 - 劉鳳怡 鄭志樂 劉鳳怡 蔡黃艷芬 楊佩瑩 李嘉璐傳道 劉芷均 - 楊佩瑩 龐郭潤芬

8 7 李嘉璐傳道 張慧賢執事 黃婉蓮 吳卓軒執事 詩33:12 黃強坤 彭淑嫻 潘顯兆執事 劉芷均 麥惠賢牧師
蔡創仁執事/ 黃馮少英/

何馮健文/何俊堂
張戴翠芬 - 劉鳳怡 鄭志樂 潘衡健 龐郭潤芬 楊佩瑩 伍張玉芬 楊佩瑩 黃婉娟 蔡黃艷芬 龐郭潤芬

8 14 林國彬牧師 潘楊佩慧 林綺媚 劉鳳怡 何嘉敏 詩82:1-3 潘顯兆執事 彭淑嫻 潘俊偉 黃林如玉 麥惠賢牧師
黃何麗珊/黃悅茵堂委/

黃恩妹/陳業強
余月媚 伍張玉芬 陳錦扑堂委 鄭志樂 梁學賢 林綺媚 黃何麗珊 李嘉璐傳道 朱蔡秋英堂委 劉芷均 蔡黃艷芬 龐郭潤芬

8 21 麥惠賢牧師 蔡創仁執事 黃悅茵堂委 蔡信行 詩103:1-2 劉鳳怡 彭淑嫻 潘衡健 余月媚 伍張玉芬
楊佩瑩/林靜雯/

何俊堂/黃何麗珊
黃林如玉 - 陳錦扑堂委 鄭志樂 陳錦扑堂委 潘顯兆執事 林綺媚 袁永良 余鋒 黃芝婷 蔡黃艷芬 龐郭潤芬

8 28 佘慶基博士 余鋒 楊佩瑩 張慧賢執事 詩112:1 許嘉豪 彭淑嫻 黃其邦 許丁喜卿 麥惠賢牧師
余月媚/方曾健儀/

劉芷均/ 黃強坤
黎美思 - 劉鳳怡 梁學賢 劉鳳怡 黃強坤 潘楊佩慧 伍張玉芬 蔡敬行 蔡信行 蔡黃艷芬 林綺媚

9 4 福音主日 黃婉蓮 黃悅茵堂委 蔡創仁執事 吳卓軒執事 詩1:1-2 楊佩瑩 何俊堂 黃何麗珊 朱謝秀英 麥惠賢牧師
彭淑嫻/ 何馮健文/

潘楊佩慧/林綺媚
黃婉蓮 - 劉鳳怡 梁學賢 劉鳳怡 龐郭潤芬 楊佩瑩 袁永良 黃婉娟 - 伍張玉芬 龐郭潤芬

9 11 麥惠賢牧師 林綺媚 袁永良 何嘉敏 詩51:6 余月媚 何俊堂 彭淑嫻 劉芷均 伍張玉芬
黃何麗珊/黃馮少英/

陳業強/楊佩瑩
黃林如玉 伍張玉芬 蔡創仁執事 梁學賢 潘衡健 張慧賢堂委 黃何麗珊 李嘉璐傳道 黃芝婷 - 蔡黃艷芬 龐郭潤芬

9 18 梁樂遜傳道 潘顯兆執事 黃婉蓮 黃悅茵堂委 張慧賢執事 詩113:3 陳錦扑堂委 何俊堂 陳業強 聶明欣 麥惠賢牧師
彭淑嫻/黃強坤/

何馮健文/黃恩妹
黎美思 - 蔡創仁執事 梁學賢 鄭志樂 潘顯兆執事 林綺媚 伍張玉芬 楊佩瑩 - 蔡黃艷芬 龐郭潤芬

9 25 李嘉璐傳道 楊佩瑩 余鋒 伍張玉芬 詩146:6 聶明欣 何俊堂 潘衡健 方楊寶珠 麥惠賢牧師
張慧賢執事/方曾健儀/

劉芷均/黃悅茵堂委
余月媚 - 劉鳳怡 陳錦扑堂委 吳卓軒執事 黃強坤 潘楊佩慧 袁永良 朱蔡秋英堂委 - 蔡黃艷芬 林綺媚

10 2 吳國傑博士 潘楊佩慧 林綺媚 蔡創仁執事 李嘉璐傳道 詩37:5 潘衡健 余月媚 潘俊偉 許丁喜卿 - - 黃婉蓮 - 劉鳳怡 陳錦扑堂委 梁學賢 龐郭潤芬 楊佩瑩 朱蔡秋英堂委 黃芝婷 黃婉娟 伍張玉芬 龐郭潤芬

10 9 麥惠賢牧師 張慧賢執事 袁永良 何嘉敏 詩111:10 陳耀光執事 余月媚 何俊堂 劉芷均 - - 黎美思 伍張玉芬 陳錦扑堂委 聶明欣 陳錦扑堂委 蔡黃艷芬 黃何麗珊 楊佩瑩 余鋒 - 蔡黃艷芬 龐郭潤芬

10 16
差傳主日

威克理夫
潘顯兆執事 黃婉蓮 劉鳳怡 吳卓軒執事 詩121:1-2 陳黃銘炘 余月媚 黃其邦 黃何麗珊 - - 余月媚 - 陳錦扑堂委 聶明欣 潘衡健 潘顯兆執事 林綺媚 伍張玉芬 劉芷均 黃芝婷 蔡黃艷芬 龐郭潤芬

10 23 李嘉璐傳道 潘楊佩慧 林綺媚 蔡創仁執事 張慧賢執事 詩84:1-2 黃悅茵堂委 余月媚 梁學賢 彭淑嫻 - - 黃婉蓮 - 劉鳳怡 聶明欣 劉鳳怡 黃強坤 潘楊佩慧 楊佩瑩 蔡敬行 蔡信行 蔡黃艷芬 龐郭潤芬

10 30 麥惠賢牧師 黃婉蓮 余鋒 李嘉璐傳道 詩149:1 黃何麗珊 余月媚 潘顯兆執事 方楊寶珠 - - 黎美思 - 劉鳳怡 聶明欣 鄭志樂 龐郭潤芬 楊佩瑩 伍張玉芬 袁永良 - 林綺媚 龐郭潤芬

11 6 梁志強牧師 蔡創仁執事 黃悅茵堂委 蔡信行 詩148:11-12 梁學賢 黃何麗珊 陳業強 許丁喜卿 - - 余月媚 - 劉鳳怡 聶明欣 劉鳳怡 龐郭潤芬 楊佩瑩 楊佩瑩 劉芷均 黃芝婷 蔡黃艷芬 伍張玉芬

11 13 麥陳惠惠傳道 楊佩瑩 袁永良 何嘉敏 詩98:1 陳耀光執事 黃何麗珊 彭淑嫻 余月媚 - - 黃婉蓮 伍張玉芬 蔡創仁執事 鄭志樂 陳錦扑堂委 張慧賢執事 黃何麗珊 李嘉璐傳道 朱蔡秋英堂委 - 蔡黃艷芬 龐郭潤芬

11 20 麥惠賢牧師 林綺媚 潘楊佩慧 劉鳳怡 張慧賢執事 詩46:1 陳業強 黃何麗珊 何俊堂 聶明欣 - - 黎美思 - 蔡創仁執事 鄭志樂 潘衡健 潘顯兆執事 林綺媚 伍張玉芬 黃婉娟 蔡敬行 蔡黃艷芬 龐郭潤芬

11 27 羅志成牧師 張慧賢執事 余鋒 黃悅茵堂委 伍張玉芬 詩123:2 余月媚 黃何麗珊 潘俊偉 朱謝秀英 - - 黃林如玉 - 劉鳳怡 鄭志樂 劉鳳怡 黃強坤 潘楊佩慧 袁永良 朱蔡秋英堂委 - 楊佩瑩 龐郭潤芬

12 4
靈修主日

黎永明博士
潘顯兆執事 黃婉蓮 蔡創仁執事 李嘉璐傳道 詩72:18-19 聶明欣 黃強坤 潘衡健 彭淑嫻 - - 余月媚 - 劉鳳怡 梁學賢 吳卓軒執事 龐郭潤芬 楊佩瑩 伍張玉芬 余鋒 黃婉娟 蔡黃艷芬 龐郭潤芬

12 11 麥惠賢牧師 林綺媚 何嘉敏 詩146:10 吳卓軒執事 黃強坤 黃其邦 方楊寶珠 - - 黎美思 伍張玉芬 陳錦扑堂委 梁學賢 劉鳳怡 蔡黃艷芬 黃何麗珊 李嘉璐傳道 劉芷均 黃芝婷 蔡黃艷芬 龐郭潤芬

12 18 福音主日 余鋒 黃悅茵堂委 劉鳳怡 吳卓軒執事 詩80:19 朱蔡秋英堂委 黃強坤 何俊堂 余月媚 - - 黃林如玉 - 陳錦扑堂委 潘衡健 梁學賢 潘顯兆執事 林綺媚 袁永良 楊佩瑩 - 蔡黃艷芬 伍張玉芬

12 25 李嘉璐傳道 蔡創仁執事 黃婉蓮 蔡信行 詩97:7 何志超 黃強坤 梁學賢 劉芷均 - - 黃婉蓮 - 劉鳳怡 潘衡健 劉鳳怡 黃強坤 潘楊佩慧 伍張玉芬 朱蔡秋英堂委 - 林綺媚 龐郭潤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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