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司會 領詩 司琴 音像 招待 房間打掃

3月5日 方小兵 李秀麗 楊春村 王磊 鄭冰、劉寶柱 沈妍 曹冬梅 李秀麗 雷中群 雷中群

3月12日 黃椿齡 王東旭 胡虹 王磊 方小兵、劉寶柱 趙慧桐 韓文慧 周日新 袁秀娟 袁秀娟

3月19日 徐啟龍 王旭蘭 胡虹 王磊 王東旭、劉寶柱 沈妍 王秀潔 雷中群 戴一鷗 戴一鷗

3月26日 劉正奇 劉正奇 Emily 王磊 王旭蘭、劉寶柱 趙慧桐 李敏妹 王利敏 李秀麗 李秀麗

4月2日 方小兵 張儀楨 Emily 李劍雄 曹冬梅、劉寶柱 沈妍 李敏妹 雷中群 王秀潔 王秀潔

4月9日 李劍雄 王秀潔、劉寶柱 趙慧桐 韓文慧 戴一鷗 周日新 周日新

4月16日 金雷 金雷 楊春村 李劍雄 鄭冰、劉寶柱 沈妍 王秀潔 袁秀娟 雷中群 雷中群

4月23日 王磊 黃椿齡 胡虹 單宇 王東旭、劉寶柱 趙慧桐 曹冬梅 李秀麗 王利敏 王利敏

4月30日 王磊 楊璐得 胡虹 單宇 方小兵、劉寶柱 沈妍 周日新 戴一鷗 曹冬梅 曹冬梅

5月7日 楊璐得 王東旭 胡虹 單宇 王旭蘭、劉寶柱 趙慧桐 曹冬梅 雷中群 韓文慧 韓文慧

5月14日 楊仕鐘 李正美 楊春村 李劍雄 鄭冰、劉寶柱 沈妍 王秀潔 周日新 袁秀娟 袁秀娟

5月21日 黃椿齡 黃椿齡 Emily 李劍雄 王秀潔、劉寶柱 趙慧桐 李敏妹 王秀潔 李秀麗 李秀麗

5月28日 徐啟龍 劉正奇 胡虹 單宇 曹冬梅、劉寶柱 沈妍 周日新 雷中群 戴一鷗 戴一鷗

日期 日期

3月5日 戴一鷗 李代江 3月4日

3月12日 楊路德 張美琴 3月11日

3月19日 曹冬梅 韓文慧 3月18日

3月26日 Amanda Aldon 3月25日

4月2日 單宇 王旭蘭 4月1日

4月9日 劉淼 趙美珍 4月8日

4月16日 羅一昕 王東旭 4月15日

4月23日 戴一鷗 李代江 4月22日

4月30日 楊路德 張美琴 4月29日

5月7日 曹冬梅 韓文慧 5月6日

5月14日 Amanda Aldon 5月13日

5月21日 單宇 王旭蘭 5月20日

5月28日 劉淼 趙美珍 5月27日

Melissa Lilian

Jeff Emily

Heath Susan

特別聚會

班 慕道班 新約班 舊約班 專題班 王磊

張儀楨 方小兵 江賢朋 劉麗 Marvin

胡虹 涂禹為 徐啟龍 楊璐得

李劍雄 王磊 劉寶柱 魯雅新

9:30 - 10:45 10:45 - 12:00

主日午餐 衛生清掃

Scouts（偵察兵） Explorers（探索者） Discoverers（發現者）

郭巍一家

方小兵一家

劉麗、劉淼、Luke Yao

江賢朋一家

李劍雄、王磊

單宇、王旭蘭

楊璐得、林海

徐啟龍一家

劉炤元、胡虹

貝城華人基督教會事奉同工表
（2023年3月-5月）

Hymn 

Leaders

Pianists

English Sunday School

English Worship ServiceChildren Sunday School (9:30-10:20)

Children Worship Service (11:00-12:00) （3 years old - 4
th

)

三月 四月 五月

Pre-school

魯雅新

Kindergarten - 1
st

2
nd

 - 5
th

張美琴

Adult

中英文聯合敬拜

中文主日敬拜 幼兒照顧

請當日敬拜的服事
同工提前三十分鐘
到教會。

事奉表上的安排若
有當日任何重複或
不便之處，敬請原
諒，並請與負責的
執事聯絡或自行調

換。

劉牧師

劉正奇

中文成人主日學

老師

信仰造就班

Youth

張雅菁、劉麗 張雅菁、劉麗 王利敏、劉麗

劉麗、謝雲嬌

郭巍一家

方小兵一家

劉麗、劉淼、Luke Yao

江賢朋一家

服 事 同 工 服 事 同 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