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領會領會領會領會 領 詩領 詩領 詩領 詩 司琴司琴司琴司琴 大班大班大班大班 中班中班中班中班 小班小班小班小班

聖餐聖餐聖餐聖餐 10-07-12 趙德光牧師趙德光牧師趙德光牧師趙德光牧師 趙牧師趙牧師趙牧師趙牧師 晏志穎晏志穎晏志穎晏志穎 賴佳音賴佳音賴佳音賴佳音 李蘊秋李蘊秋李蘊秋李蘊秋 蔡淑婷蔡淑婷蔡淑婷蔡淑婷 羅彩純羅彩純羅彩純羅彩純 鄧仲濤鄧仲濤鄧仲濤鄧仲濤 陳永強陳永強陳永強陳永強 溫毓智溫毓智溫毓智溫毓智 黃國峰黃國峰黃國峰黃國峰 JamieJamieJamieJamie 謝佳恩謝佳恩謝佳恩謝佳恩

10-14-12 王永明長老王永明長老王永明長老王永明長老 趙牧師趙牧師趙牧師趙牧師 林誠斌林誠斌林誠斌林誠斌 林怡君林怡君林怡君林怡君 李蘊秋李蘊秋李蘊秋李蘊秋 蔡淑婷蔡淑婷蔡淑婷蔡淑婷 羅彩純羅彩純羅彩純羅彩純 鄧仲濤鄧仲濤鄧仲濤鄧仲濤 陳永強陳永強陳永強陳永強 溫毓智溫毓智溫毓智溫毓智 黃國峰黃國峰黃國峰黃國峰 JamieJamieJamieJamie 謝佳恩謝佳恩謝佳恩謝佳恩

10-21-12 趙德光牧師趙德光牧師趙德光牧師趙德光牧師 趙牧師趙牧師趙牧師趙牧師 葉榮華葉榮華葉榮華葉榮華 葉瑞恩葉瑞恩葉瑞恩葉瑞恩 李蘊秋李蘊秋李蘊秋李蘊秋 蔡淑婷蔡淑婷蔡淑婷蔡淑婷 羅彩純羅彩純羅彩純羅彩純 鄧仲濤鄧仲濤鄧仲濤鄧仲濤 陳永強陳永強陳永強陳永強 溫毓智溫毓智溫毓智溫毓智 黃國峰黃國峰黃國峰黃國峰 JamieJamieJamieJamie 謝佳恩謝佳恩謝佳恩謝佳恩

10-28-12 趙德光牧師趙德光牧師趙德光牧師趙德光牧師 趙牧師趙牧師趙牧師趙牧師 吳麗淑吳麗淑吳麗淑吳麗淑 陸以歌陸以歌陸以歌陸以歌 李蘊秋李蘊秋李蘊秋李蘊秋 蔡淑婷蔡淑婷蔡淑婷蔡淑婷 羅彩純羅彩純羅彩純羅彩純 鄧仲濤鄧仲濤鄧仲濤鄧仲濤 陳永強陳永強陳永強陳永強 溫毓智溫毓智溫毓智溫毓智 黃國峰黃國峰黃國峰黃國峰 JamieJamieJamieJamie 謝佳恩謝佳恩謝佳恩謝佳恩

聖餐聖餐聖餐聖餐 11-04-12 趙德光牧師趙德光牧師趙德光牧師趙德光牧師 趙牧師趙牧師趙牧師趙牧師 林誠斌林誠斌林誠斌林誠斌 林怡君林怡君林怡君林怡君 李蘊秋李蘊秋李蘊秋李蘊秋 袁秀文袁秀文袁秀文袁秀文 曾秀珠曾秀珠曾秀珠曾秀珠 楊金欉楊金欉楊金欉楊金欉 林毓才林毓才林毓才林毓才 陳菱涵陳菱涵陳菱涵陳菱涵 林俊丞林俊丞林俊丞林俊丞 梁秀娟梁秀娟梁秀娟梁秀娟 鄧桂華鄧桂華鄧桂華鄧桂華

11-11-12 高敏祥弟兄高敏祥弟兄高敏祥弟兄高敏祥弟兄 趙牧師趙牧師趙牧師趙牧師 李志達李志達李志達李志達 汪佳璇汪佳璇汪佳璇汪佳璇 李蘊秋李蘊秋李蘊秋李蘊秋 袁秀文袁秀文袁秀文袁秀文 曾秀珠曾秀珠曾秀珠曾秀珠 楊金欉楊金欉楊金欉楊金欉 林毓才林毓才林毓才林毓才 林秀琴林秀琴林秀琴林秀琴 林俊丞林俊丞林俊丞林俊丞 梁秀娟梁秀娟梁秀娟梁秀娟 鄧桂華鄧桂華鄧桂華鄧桂華

11-18-12 趙德光牧師趙德光牧師趙德光牧師趙德光牧師 趙牧師趙牧師趙牧師趙牧師 晏志穎晏志穎晏志穎晏志穎 賴佳音賴佳音賴佳音賴佳音 李蘊秋李蘊秋李蘊秋李蘊秋 袁秀文袁秀文袁秀文袁秀文 曾秀珠曾秀珠曾秀珠曾秀珠 楊金欉楊金欉楊金欉楊金欉 林毓才林毓才林毓才林毓才 陳菱涵陳菱涵陳菱涵陳菱涵 林俊丞林俊丞林俊丞林俊丞 梁秀娟梁秀娟梁秀娟梁秀娟 鄧桂華鄧桂華鄧桂華鄧桂華

康福華人教會康福華人教會康福華人教會康福華人教會2012201220122012年第四季服事表年第四季服事表年第四季服事表年第四季服事表

註記註記註記註記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中文堂主日敬拜中文堂主日敬拜中文堂主日敬拜中文堂主日敬拜 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

早 上早 上早 上早 上 9:30 ~ 10:30 （（（（英文堂英文堂英文堂英文堂：：：：11:00 ~ 12:00）））） 兒童及英文兒童及英文兒童及英文兒童及英文9:30 ~ 10:30

招    待招    待招    待招    待 媒              體媒              體媒              體媒              體

11-25-12 趙德光牧師趙德光牧師趙德光牧師趙德光牧師 趙牧師趙牧師趙牧師趙牧師 吳麗淑吳麗淑吳麗淑吳麗淑 陸以歌陸以歌陸以歌陸以歌 李蘊秋李蘊秋李蘊秋李蘊秋 袁秀文袁秀文袁秀文袁秀文 曾秀珠曾秀珠曾秀珠曾秀珠 楊金欉楊金欉楊金欉楊金欉 林毓才林毓才林毓才林毓才 陳菱涵陳菱涵陳菱涵陳菱涵 林俊丞林俊丞林俊丞林俊丞 梁秀娟梁秀娟梁秀娟梁秀娟 鄧桂華鄧桂華鄧桂華鄧桂華

聖餐聖餐聖餐聖餐 12-02-12 趙德光牧師趙德光牧師趙德光牧師趙德光牧師 趙牧師趙牧師趙牧師趙牧師 葉榮華葉榮華葉榮華葉榮華 王慈恩王慈恩王慈恩王慈恩 李蘊秋李蘊秋李蘊秋李蘊秋 郭美秀郭美秀郭美秀郭美秀 黃花足黃花足黃花足黃花足 張敏彥張敏彥張敏彥張敏彥 陳東明陳東明陳東明陳東明 吳春奇吳春奇吳春奇吳春奇 華如珊華如珊華如珊華如珊 李孟真李孟真李孟真李孟真 黃畹芸黃畹芸黃畹芸黃畹芸

12-09-12 葉榮華弟兄葉榮華弟兄葉榮華弟兄葉榮華弟兄 趙牧師趙牧師趙牧師趙牧師 李志達李志達李志達李志達 汪佳璇汪佳璇汪佳璇汪佳璇 李蘊秋李蘊秋李蘊秋李蘊秋 郭美秀郭美秀郭美秀郭美秀 黃花足黃花足黃花足黃花足 張敏彥張敏彥張敏彥張敏彥 陳東明陳東明陳東明陳東明 林秀琴林秀琴林秀琴林秀琴 華如珊華如珊華如珊華如珊 李孟真李孟真李孟真李孟真 黃畹芸黃畹芸黃畹芸黃畹芸

12-16-12 趙德光牧師趙德光牧師趙德光牧師趙德光牧師 趙牧師趙牧師趙牧師趙牧師 林誠斌林誠斌林誠斌林誠斌 林怡君林怡君林怡君林怡君 李蘊秋李蘊秋李蘊秋李蘊秋 郭美秀郭美秀郭美秀郭美秀 黃花足黃花足黃花足黃花足 張敏彥張敏彥張敏彥張敏彥 陳東明陳東明陳東明陳東明 吳春奇吳春奇吳春奇吳春奇 華如珊華如珊華如珊華如珊 李孟真李孟真李孟真李孟真 黃畹芸黃畹芸黃畹芸黃畹芸

12-23-12 DustinDustinDustinDustin
JenkinsJenkinsJenkinsJenkins

DustinDustinDustinDustin
JenkinsJenkinsJenkinsJenkins

DustinDustinDustinDustin
JenkinsJenkinsJenkinsJenkins

DustinDustinDustinDustin
JenkinsJenkinsJenkinsJenkins

李蘊秋李蘊秋李蘊秋李蘊秋 郭美秀郭美秀郭美秀郭美秀 黃花足黃花足黃花足黃花足 張敏彥張敏彥張敏彥張敏彥 陳東明陳東明陳東明陳東明 吳春奇吳春奇吳春奇吳春奇 華如珊華如珊華如珊華如珊 李孟真李孟真李孟真李孟真 黃畹芸黃畹芸黃畹芸黃畹芸

12-30-12 趙德光牧師趙德光牧師趙德光牧師趙德光牧師 趙牧師趙牧師趙牧師趙牧師 晏志穎晏志穎晏志穎晏志穎 賴佳音賴佳音賴佳音賴佳音 李蘊秋李蘊秋李蘊秋李蘊秋 郭美秀郭美秀郭美秀郭美秀 黃花足黃花足黃花足黃花足 張敏彥張敏彥張敏彥張敏彥 陳東明陳東明陳東明陳東明 吳春奇吳春奇吳春奇吳春奇 華如珊華如珊華如珊華如珊 李孟真李孟真李孟真李孟真 黃畹芸黃畹芸黃畹芸黃畹芸

月份月份月份月份 十月十月十月十月 十一月十一月十一月十一月 十二月十二月十二月十二月 * * * * 如果因事造成時間衝突請自行與別人互調如果因事造成時間衝突請自行與別人互調如果因事造成時間衝突請自行與別人互調如果因事造成時間衝突請自行與別人互調。。。。

月執事月執事月執事月執事 林秀珍林秀珍林秀珍林秀珍 洪益昌洪益昌洪益昌洪益昌 李志達李志達李志達李志達 1111. . . . 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敬拜顧嬰由華如珊敬拜顧嬰由華如珊敬拜顧嬰由華如珊敬拜顧嬰由華如珊////林心慧姊妹負責安排林心慧姊妹負責安排林心慧姊妹負責安排林心慧姊妹負責安排。。。。

週報編印週報編印週報編印週報編印 陳炳元陳炳元陳炳元陳炳元 陳炳元陳炳元陳炳元陳炳元 陳永強陳永強陳永強陳永強 2222. . . . PowerPoint PowerPoint PowerPoint PowerPoint 媒體製作及音樂事工由吳麗淑姊妹負責媒體製作及音樂事工由吳麗淑姊妹負責媒體製作及音樂事工由吳麗淑姊妹負責媒體製作及音樂事工由吳麗淑姊妹負責。。。。

聖餐聖餐聖餐聖餐 李淑蘭李淑蘭李淑蘭李淑蘭 黃麗雪黃麗雪黃麗雪黃麗雪 梁秀娟梁秀娟梁秀娟梁秀娟 3333. . . . 媒體組由王玉生弟兄負責安排媒體組由王玉生弟兄負責安排媒體組由王玉生弟兄負責安排媒體組由王玉生弟兄負責安排，，，，媒體技術支援及其他細節請參照媒體事奉表媒體技術支援及其他細節請參照媒體事奉表媒體技術支援及其他細節請參照媒體事奉表媒體技術支援及其他細節請參照媒體事奉表。。。。

媒體輪值媒體輪值媒體輪值媒體輪值 鄧仲濤鄧仲濤鄧仲濤鄧仲濤 楊金欉楊金欉楊金欉楊金欉 張敏彥張敏彥張敏彥張敏彥 4444. . . . 中文堂成人主日學服事表請參照另頁中文堂成人主日學服事表請參照另頁中文堂成人主日學服事表請參照另頁中文堂成人主日學服事表請參照另頁((((背面背面背面背面))))



班別班別班別班別：：：： 信仰介紹信仰介紹信仰介紹信仰介紹 讓全世界都知道讓全世界都知道讓全世界都知道讓全世界都知道

上課時間上課時間上課時間上課時間：：：：

日 期日 期日 期日 期 講   員講   員講   員講   員 講   員講   員講   員講   員 講   員講   員講   員講   員 課   程課   程課   程課   程

10/07/12 晏志穎晏志穎晏志穎晏志穎 武誠武誠武誠武誠 王永明王永明王永明王永明 專題專題專題專題

10/14/12 郭春幣郭春幣郭春幣郭春幣 文斌文斌文斌文斌 童曉銘童曉銘童曉銘童曉銘 使徒行傳使徒行傳使徒行傳使徒行傳

10/21/12 呂麗津呂麗津呂麗津呂麗津 衛民衛民衛民衛民 高敏祥高敏祥高敏祥高敏祥 加拉太書加拉太書加拉太書加拉太書

10/28/12 李志達李志達李志達李志達 道州 道州 道州 道州 陸敏求陸敏求陸敏求陸敏求 使徒行傳使徒行傳使徒行傳使徒行傳

11/04/12 晏志穎晏志穎晏志穎晏志穎 武誠武誠武誠武誠 童曉銘童曉銘童曉銘童曉銘 使徒行傳使徒行傳使徒行傳使徒行傳

11/11/12 郭春幣郭春幣郭春幣郭春幣 文斌文斌文斌文斌 葉榮華葉榮華葉榮華葉榮華 專題專題專題專題

11/18/12 呂麗津呂麗津呂麗津呂麗津 衛民衛民衛民衛民 高敏祥高敏祥高敏祥高敏祥 帖撒羅尼迦前書帖撒羅尼迦前書帖撒羅尼迦前書帖撒羅尼迦前書

11/25/12 李志達李志達李志達李志達 道州 道州 道州 道州 陸敏求陸敏求陸敏求陸敏求 認識保羅書信認識保羅書信認識保羅書信認識保羅書信

12/02/12 晏志穎晏志穎晏志穎晏志穎 武誠武誠武誠武誠 童曉銘童曉銘童曉銘童曉銘 認識保羅書信認識保羅書信認識保羅書信認識保羅書信

12/09/12 郭春幣郭春幣郭春幣郭春幣 文斌文斌文斌文斌 高敏祥高敏祥高敏祥高敏祥 帖撒羅尼迦前書帖撒羅尼迦前書帖撒羅尼迦前書帖撒羅尼迦前書

12/16/12 呂麗津呂麗津呂麗津呂麗津 衛民衛民衛民衛民 陸敏求陸敏求陸敏求陸敏求 認識保羅書信認識保羅書信認識保羅書信認識保羅書信

12/23/12 李志達李志達李志達李志達 道州 道州 道州 道州 童曉銘童曉銘童曉銘童曉銘 認識保羅書信認識保羅書信認識保羅書信認識保羅書信

12/30/12 呂麗津呂麗津呂麗津呂麗津 武誠武誠武誠武誠 高敏祥高敏祥高敏祥高敏祥 帖撒羅尼迦前書帖撒羅尼迦前書帖撒羅尼迦前書帖撒羅尼迦前書

主日早上主日早上主日早上主日早上 11:00 ~ 12:00 

使徒行傳/保羅書信使徒行傳/保羅書信使徒行傳/保羅書信使徒行傳/保羅書信

2012年中文堂成人主日學第四季服事表年中文堂成人主日學第四季服事表年中文堂成人主日學第四季服事表年中文堂成人主日學第四季服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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