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度事奉人員名單 

事奉崗位 2022 年度事奉人員(粗體加底線者為組長) 關顧 

同工 

崇拜 

 
主席：梁子健 馬鴻發 李仲陽 黎歐淑賢 黃周艷芳 勞曾麗珊 

司琴：楊國豪 李國基 鄧麗詩 黃文慧 李若嵐 

司他：楊國豪 劉志敏 林啟鴻 張欣宓 

敬拜隊：楊國豪 劉德怡 梁子健 吳子豐 許錦洲  

        廖家瑩 林王錦燕 黃羅明兒 鍾苑婷  

接待：首席接待員 - 黃玉冰 郭活玲 吳佩儀 

接待員︰鄧永福 陳敏安 何鄧幼蘭 李歐雪貞 謝莊婉薇 潘郭愛心 

楊郭梅桂 曾浩航 陳周鳳玲 陳陳愛清 張貞鳳 黃綺霞 

張彭慧娟 潘孫力 黃陳就萍 李志聰 李陳穎儀 蔡朱秀婷 

李曉暉             

投影：張家豪 何明德 吳子豐 鄭志威 張寶筠 梁方正 李雋軒 

PPT 製作：吳佩儀 何明德 尚方嘉敏 朱迪怡 梁奕思 鄧康堯  

音響：謝兆源 周栢豪 李恆敬 林立志 鄭志威 張寶筠 

攝影：謝兆源  

做聖餐餅︰陳陳愛清 

黃耀 

主日學 校長：吳佩儀  

中學級大專級聯絡人：李仲陽 

成人級聯絡人：黃玉冰     

導師：中學級：黃耀 李仲陽 黃諾祈  

大專級︰黃何蕙嫦 馬鴻發 蔡大行  

青年級：張照昌 黃耀 

樂道班：胡耀光 黃玉冰 屈婉雯 黃健強  

家長福音班︰林炳坤 岑麗珍 胡黃文璧 勞曾麗珊  

青年福音班︰吳佩儀 

吳佩儀 



團契 以琳團-導師：勞曾麗珊  

       職員：關劉惠燕 唐王鳳儀 張馬錦冰 林炳坤 

嗎哪團-團長：郭活玲  職員：黃玉冰 黃李冬嬌 

       組長：郭活玲 黃玉冰 黃李冬嬌 

但以理團-導師：黃耀  

以勒團-導師：張照昌  

       組長/職員：吳子豐 黃羅明兒 

約書亞團-導師： 張照昌 馬鴻發 

         組長/職員：黃嘉曦 林啟鴻 黃諾祈 張偉科 鍾苑婷               

大衛團-導師：李仲陽 黎歐淑賢 梁聖康 

       職員︰林立志 李曉暉  

       組長︰林立志 李曉暉 

中學生團契–導師：李仲陽 黃諾祈 黃陳慧儀 

 

兒童事工

小組 
李國基  

核心策劃小組︰李國基 黃耀 李陳佩君 楊陳芷筠 

馬周佩珍 周黃詠詩 麥家慧 謝陳紫婷  

教導聖經︰李國基 李陳佩君 袁金芷洋 楊陳芷筠 馬周佩珍 周黃詠詩 

謝陳紫婷 劉加裕 麥家慧 李潘樂怡 黃詠君 

領活動︰林樂恒 阮智榮 周栢豪 何明德 李陳佩君 袁金芷洋 

廖陳慧雅 李李婉儀 馬周佩珍 楊陳芷筠 周黃詠詩 李陳穎儀 

謝陳紫婷 劉加裕 麥家慧 李潘樂怡 黃詠君 梁奕思 

黃耀 

中學生事

工小組 
核心策劃小組︰李仲陽 馬鴻發 楊國豪 黃諾祈 

黃陳慧儀 劉加裕 黃文慧 

導師︰黃諾祈 黃陳慧儀 黃文慧 劉加裕 

基督少年軍︰李仲陽 黃耀 

黃耀 

家長福音

事工小組 
勞曾麗珊 郭活玲 岑麗珍 張彭慧娟 黃李冬嬌 王潔萍 勞曾 

麗珊 

關懷小組 勞曾麗珊 張家豪 岑麗珍 黃陳就萍 黃李冬嬌 胡黃文璧 莊靜雯 

張劉宇婷 林王錦燕 王潔萍 李陳穎儀 蔡朱秀婷 黃嘉曦 許譚頌賢 

勞曾 

麗珊 



宣教小組 黃玉冰 鄭志威 許譚頌賢  黃耀 

盈豐集 廖家瑩 周志成 朱迪怡 梁奕思 黃耀 

電腦小組 黃陳慧儀 林澄川 李曉暉 林立志 黃耀 

培訓小組 吳佩儀 黃周艷芳 張照昌  吳佩儀 

教會行政 行政總務小組︰吳佩儀 鄧永福 葉偉良 梁子健  

鄧張燕儀 黃陳慧儀 蔡朱秀婷 尚方嘉敏  

維修小組：楊國豪 

圖書小組︰吳子豐 

吳佩儀 

男士事工

小組 

張照昌 李志聰 鄧永福 張照昌 

司庫 

(財務 

小組) 

黎汝業  王潔萍(會計) 

點算經常費奉獻：曾浩航 李曉暉 張馬錦冰  

慈惠/宣教奉獻：司庫–郭活玲 胡耀光 

               點算–李曉暉  

黎汝業 

擴堂小組 馬鴻發(召集人) 黃耀 

 

  



2022 年度教會行事曆 
主題：轉眼仰望耶穌 

 

逢第四主日（除特別聚會日子）有福音主日，輪流以路加福音講福音信息，詩歌也會配合以福音內容為主 

 
 

月 日 禮拜 聚會 聚會對象 備註 

1 9 日 感恩崇拜 所有肢體  

1 30 日 Let’s Share分享會 所有肢體 主日學時段 

3 5~26/3 
（逢星

期六） 
浸禮班 準備受浸肢體 上午10:00~12:00 

3 27 日 
基督少年軍 

363分隊立願禮 
所有肢體 崇拜中舉行 

4 10 日 嬰兒奉獻禮 所有肢體 崇拜中舉行 

4 15 五 受難節崇拜 所有肢體 
詩歌、讀經、默想十架救贖 

晚上7:30~9:30 

4 24 日 事奉領袖交流會 

事奉單位領袖/

導師、團契職

員等 

下午2:00-4:00 

5 22 日 兩堂聯合浸禮 所有人士 地方待定 

5 29 日 Let’s Share分享會 所有肢體 主日學時段 

5 29 日 週年全體會員大會 本堂會友 崇拜後舉行 

6 12 日 家庭主日 所有肢體 講員︰雷建華牧師 

7 1 五 同工退修日 本堂同工 禱告、思想明年方向 

7 31 日 Let’s Share分享會 所有肢體 主日學時段 

8 28 日 事奉人員交流會 所有肢體 下午2:00-4:00 

8 4~25 
（逢星

期四） 
浸禮班 準備受浸肢體 晚上8:00~10:00 

9 11 日 差傳主日 所有肢體  

10 23 日 兩堂聯合浸禮 所有人士 地方待定 

10 30 日 Let’s Share分享會 所有肢體 主日學時段 

11 13 日 嬰兒奉獻禮 所有肢體 崇拜中舉行 

12 4 日 教會家會 所有肢體 分享明年異象 

12 25 日 聖誕福音主日 所有人士 主日學暫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