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崇拜

列印日期︰2018-12-20

2019
日期
1月6日
梁家聰
(音響)

幼兒組(102 課室)
負責人(負責事項)
梁秀春(訊息,領詩,10:30 當值)
譚惠琴(10:30 當值,協助,手工/遊戲)
雷愛儀(影音控制, 協助)

A 細組(201 課室)
負責人(負責事項)
陳楚卿(訊息,領詩,10:30 當值)
陳麗華(協助,手工/遊戲)
李芷蕎(司事)

B 細組(203 課室)
負責人(負責事項)
易小鳳(訊息,10:30 當值)
蔡秋薇(手工/遊戲)

大組(202 課室)
負責人(負責事項)
黎潔冰(訊息,領詩,10:30 當值)
李格以(司琴,手工/遊戲)
尹勝炫(司事)

1 月 13 日
孔令弦
(音響)

呂小燕(訊息,手工/遊戲,10:30 當值)
潘詠儀(10:30 當值,協助,領詩)
陳惠玲(協助)

謝麗卿(訊息,領詩)
鄭妙華(10:30 當值,手工/遊戲)
林芷纓(司事)

伍惠蓮(訊息,手工/遊戲,10:30 當值)
梁嘉晴(協助)

1 月 20 日
陳君皓
(音響)

曹瑋淇(訊息,領詩,10:30 當值)
鄧惠卿(10:30 當值,協助,手工/遊戲)
廖金賢(協助)

方禮賢牧師(訊息,10:30 當值)
陳君皓(協助,手工/遊戲)
曹恩臨(司事)

何賢輝(訊息,10:30 當值)
李卓以(手工/遊戲,領詩)

1 月 27 日
陳君信
(音響)

翁佩玉(訊息,領詩,10:30 當值)
李月妹(10:30 當值,協助,手工/遊戲)
何沛蓁(影音控制, 協助)

曾瑞香(訊息,領詩,10:30 當值)
Samman Li(協助,手工/遊戲)
黃紀朗(司事)

雷麗貞(訊息,10:30 當值)
陳君信(手工/遊戲)

彭淑嫺(訊息,10:30 當值)
鄺欣然(領詩,手工/遊戲)
孔令弦(司琴)
林軍言(司事)
唐百旋(訊息,10:30 當值)
謝允祈(領詩,手工/遊戲)
張曉榆(司琴)
李天悠(司事)
盧婉珊(訊息,領詩,10:30 當值)
曹瑋洛(司琴,手工/遊戲)
張曉榆(司事)

2月3日
梁家聰
(音響)

梁秀春(訊息,手工/遊戲,領詩,10:30 當值)
翁佩珍(10:30 當值,協助)
譚惠琴(影音控制, 協助)

陳楚卿(訊息,10:30 當值)
湯曉烽(協助,手工/遊戲)
黃溢晴(司事)

易小鳳(訊息,10:30 當值)
徐恩靈(手工/遊戲,領詩)

黃勝芬(訊息,領詩,10:30 當值)
李格以(司琴,手工/遊戲)
李岳軒(司事)

2 月 10 日
孔令弦
(音響)

呂小燕(訊息,手工/遊戲,10:30 當值)
孔心悅(影音控制, 協助,領詩)
陳惠玲(協助)

謝麗卿(訊息,領詩)
鄭妙華(10:30 當值,手工/遊戲)
劉綺晨(司事)

何賢輝(訊息,10:30 當值)
蔡秋薇(手工/遊戲)

2 月 17 日
陳君信
(音響)

翁佩玉(訊息,手工/遊戲,領詩,10:30 當值)
廖金賢(10:30 當值,協助)
鄧惠卿(影音控制, 協助)

梁慧香(訊息,10:30 當值)
李卓以(領詩,手工/遊戲)
梁恩誠(司事)

馮正奇(訊息,10:30 當值)
陳君信(手工/遊戲,協助)

2 月 24 日
彭尚昊
(音響)

曹瑋淇(訊息,領詩,10:30 當值)
雷愛儀(手工/遊戲,影音控制, 協助)
李月妹(10:30 當值,協助)

方禮賢牧師(訊息,領詩,10:30 當值)
Samman Li(協助,手工/遊戲)
李芷蕎(司事)

伍惠蓮(訊息,手工/遊戲,10:30 當值)
梁嘉晴(協助)

唐百旋(訊息,10:30 當值)
謝允祈(領詩,手工/遊戲)
孔令弦(司琴)
曹恩諾(司事)
李敏瑩(訊息,10:30 當值)
鄺欣然(領詩,手工/遊戲)
張曉榆(司琴)
尹勝炫(司事)
黎潔冰(訊息,手工/遊戲,領詩,10:30 當值)
彭尚昊(司琴)
林軍言(司事)

3月3日
黃文傑
(音響)

梁秀春(訊息,領詩,10:30 當值)
譚惠琴(10:30 當值,協助,手工/遊戲)
陳惠玲(協助)

曾瑞香(訊息,領詩,10:30 當值)
陳麗華(協助,手工/遊戲)
林芷纓(司事)

易小鳳(訊息,10:30 當值)
湯曉烽(手工/遊戲)

盧婉珊(訊息,領詩,10:30 當值)
李格以(司琴,手工/遊戲)
李天悠(司事)

3 月 10 日
梁家聰
(音響)

呂小燕(訊息,手工/遊戲,10:30 當值)
潘詠儀(10:30 當值,協助,領詩)

謝麗卿(訊息,領詩)
鄭妙華(10:30 當值,手工/遊戲)
曹恩臨(司事)

雷麗貞(訊息,10:30 當值)
蔡秋薇(手工/遊戲)

3 月 17 日
何尚昕
(音響)

曹瑋淇(訊息,領詩,10:30 當值)
何尚昕(10:30 當值,協助,手工/遊戲)
雷愛儀(影音控制, 協助)

梁慧香(訊息,10:30 當值)
Samman Li(協助,手工/遊戲)
黃紀朗(司事)

何賢輝(訊息,10:30 當值)
李卓以(手工/遊戲,領詩)

3 月 24 日
黃文傑
(音響)

梁秀春(訊息,手工/遊戲,領詩,10:30 當值)
翁佩珍(10:30 當值,協助,影音控制, 協助)
廖金賢(協助)

方禮賢牧師(訊息,10:30 當值)
湯曉烽(協助,手工/遊戲)
黃溢晴(司事)

馮正奇(訊息,10:30 當值)
徐恩靈(手工/遊戲,領詩)

彭淑嫺(訊息,10:30 當值)
鄺欣然(領詩,手工/遊戲)
孔令弦(司琴)
張曉榆(司事)
唐百旋(訊息,10:30 當值)
謝允祈(領詩,手工/遊戲)
彭尚昊(司琴)
李岳軒(司事)
黃勝芬(訊息,領詩,10:30 當值)
曹瑋洛(司琴,手工/遊戲)
曹恩諾(司事)

3 月 31 日
陳君皓
(音響)

翁佩玉(訊息,領詩,10:30 當值)
鄧惠卿(10:30 當值,協助,手工/遊戲)
李月妹(影音控制, 協助)

陳楚卿(訊息,10:30 當值)
陳君皓(協助,手工/遊戲)
劉綺晨(司事)

伍惠蓮(訊息,領詩,10:30 當值)
梁嘉晴(手工/遊戲)

註：

除 10:30 當值外，請該日其他負責人員務必在早上 10:45 到達課室。如有調動，可與方禮賢牧師聯絡。

黎潔冰(訊息,手工/遊戲,領詩,10:30 當值)
黃勝香(司琴)
尹勝炫(司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