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紐奧良華人浸信會輪值事奉表　 主後2013年7-9月New Orleans Chinese Baptist Church Coworkers' Schedule      Oct-Dec, 2013　　　　　　　　  　　 主日崇拜 (Chinese Congregation Sunday Worship) 主餐預備   愛筵作菜         煮飯 泡茶                   午餐協助             　廚房與教會清潔日期  負任執事 司會 翻譯 司琴 領詩讚美詩領導人 招待 錄音 打字 Lord's  Fellowship Rice & Tea Lunch Fellowship Hall, Kitchen  Date Deacon Presider Translator Pianist Hymn Leader Usher A/V Typing Supper  Lunch Preparation Assistance & Bathroom Cleaning組長 (Leader) 汪國順 李懋平 趙崇國 李懋平 李懋平 杜良銓 趙德華 李懋平 馮敬業 Jennifer敖/ 克靜   Jennifer敖/ 克靜 汪國順 趙崇國6-Oct 楊松桂 汪國順  趙崇國 李懋平 Lily 杜良銓 (小組長) 趙德華 吳允方 馮敬業 Maria　Anita 義泳 林經綿 Tulane 學生福音團契  楊敏霞 蕭　柯  張金強 李斌 (組長: 楊東來)13-Oct 楊松桂 趙德華 C 霍永明 Stanley Dai 霍永明 鄭淮南 Matthew郭   克靜　慰萱 義泳 汪國順 活水團契   于世永 Jack汪  屠升如  施增惠 (組長: 汪國順)20-Oct 楊松桂 楊松桂 C 霍永明  Sarah Wang Lily 劉曉艷 楊青　海燕 義泳 陳威峰  UNO 學生福音團契 Nancy Ren 李懋忠 (組長: 石志敏)27-Oct 楊松桂  林經綿 C 霍永明 Stanley Dai 余淑雯 Imperial Garden 義泳 趙德華 粵語團契 張金強  胡辰 (組長: 趙崇國)3-Nov 汪國順 楊東來 趙崇國 李懋平  趙福生  曹素冰 (小組長) 趙德華 周美嬌 馮敬業 Lillian潘   Mei Guan 麗娜 石志敏 Tulane 學生福音團契 楊天琦 蕭　柯  吳強  (組長: 楊東來)10-Nov 汪國順 汪國順 趙崇國 Stanley Dai  Lily 曹素冰 Matthew郭   Oriental Triangle 麗娜 楊松桂 活水團契  周美嬌 Jack汪  尤誠  郭綱 (組長: 汪國順)17-Nov 汪國順 趙德華 趙崇國  Sarah Wang  Lily 李潔妮 小琤   三寶 麗娜  李懋平 UNO 學生福音團契Nancy Ren  柷瀚  郭偉   (組長: 石志敏)24-Nov 汪國順 王晋江  霍永明 Stanley Dai  余淑雯  麗娜   叶宏 麗娜 陳威鋒 粵語團契 賴德正  楊東來 (組長: 趙崇國)1-Dec 趙德華 趙崇國  林經綿 龐國麗 李懋平 陳威鋒(小組長) 趙德華   Noel 趙         馮敬業 Lillian林  慕蘭 Jenny 王晋江 Tulane 學生福音團契  Jenny Cheuk 蕭　柯 段君博  陳良謙 (組長: 楊東來)8-Dec 趙德華 楊松桂 C 趙崇國 龐國麗 Lily 謝樂賢 Matthew郭   Lily 杨  敏霞 Jenny 鄭淮南 活水團契 陳良謙 Jack汪    關冰  羅盤 (組長: 汪國順)15-Dec 趙德華 汪國順  趙崇國  Sarah Wang Lily  陳靜雯   Jennifer敖 雪媚 Jenny 馮敬業 UNO 學生福音團契 Nancy Ren   雷佑康  吳錫洪 (組長: 石志敏)22-Dec 趙德華 林經綿 楊東來 Jennifer Tu 龐國麗 家英　義泳 Jenny Combined 粵語團契Combined Worship Judy Wang Worship (組長: 趙崇國)29-Dec 趙德華 趙德華 龐國麗 Stanley Dai  趙福生 靜文 良謙 Jenny 霍永明 英文團契 (English Fellowship) Douglas Yang  謝武斌  薛昀 (組長: Kim Lawle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