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紐奧良華⼈浸信會輪值事奉表　 主後2016年4-6⽉

                        New Orleans Chinese Baptist Church Coworkers' Schedule      Apr-Ju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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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師 翻譯 司琴 讚美詩領導⼈ 招待 新友關懷 錄⾳ 打字 Lord's  Fellowship Rice & Tea Lunch Fellowship Hall, Kitchen  

Date Deacon Presider Pastor Translator Pianist Hymn Leader Usher Welcome A/V Typing Supper  Lunch Preparation Assistance & Bathroom Cleaning

組⻑ (Leader) 羅盤 李懋平 趙崇國 李懋平 李懋平 杜良銓 鄔⼩琤 趙德華 李懋平 陳威鋒 Jennifer敖/ 克靜   Jennifer敖/ 克靜  林經綿 趙崇國

3-Apr 羅盤 趙德華 常思恩牧師 余燕燕 龐國麗 羅盤 ⾦蓮錦 (⼩組⻑) 家英 趙德華 Noel 趙  陳威鋒 Lillian林  慕蘭 義泳   楊松桂 英⽂團契 (English Fellowship)
Lord's Supper  楊敏霞 三宝 蕭　柯    郑⽂健 (組⻑: Kim Lawler )

10-Apr 羅盤 ⺩晋江 梁中杰牧師  林綺⽂ 龐國麗 趙福⽣ ⽯志敏 Jack汪   Lily 杨  敏霞 義泳 陳威峰 活⽔團契
  于世永   刘丰俤 (組⻑: 林东)

17-Apr 羅盤  楊松桂 吳國華牧師 趙崇國 韓⼦豪 霍永明 劉曉艷 家英　義泳 義泳  汪國順 UNO 學⽣福⾳團契
  陳正 (組⻑: ⽯志敏)

24-Apr 羅盤 楊東來  史迪威傳道 趙淑華 龐國麗  Lily 杨 陳潔儀, 陳仪姿 義泳 ⽯志敏 粵語團契
   孫進  (組⻑: 趙崇國)

1-May  趙德華 施增惠  史迪威傳道 趙淑華 韓⼦豪  趙福⽣  曹素冰 (⼩組⻑) 曙光 趙德華 周美嬌   陳威鋒 靜⽂   良謙 雪媚 趙德華 Tulane 學⽣福⾳團契
   周美嬌 素珍 蕭　柯  赵奕楠 彭海波 (組⻑: 温浩)

8-May  趙德華 趙德華 常思恩牧師  趙崇國 龐國麗 霍永明 ⺩曙光  Jack汪 弟兄们 (Mother's Day) 弟兄们 (Mother's Day) 弟兄们 (Mother's Day) 活⽔團契
Lord's Supper, Mother's Day   刘依冉 (組⻑: 林东)

15-May 趙德華 陳威鋒  許統禮牧師  林經綿  龐國麗   羅盤 李洁妮   Imperial Garden 雪媚 ⺩晋江 UNO 學⽣福⾳團契
 廣->中     李胜 (組⻑: ⽯志敏)

22-May  趙德華 羅盤 劉彼得牧師 余燕燕  龐國麗 劉暁艷 克靜　慰萱 雪媚  李懋平 粵語團契
    李鯤  (組⻑: 趙崇國)

29-May   趙德華 汪國順 張道⼭牧師 林綺⽂ 李懋平  羅盤  海燕   胡静 雪媚 鄭淮南 Tulane 學⽣福⾳團契
    温浩  潘劲松 (組⻑: 温浩)

5-Jun 陳威鋒 李懋平 Dr. Ray 楊東來 龐國麗 English Group 陳威鋒(⼩組⻑) Julia 趙德華 胡静 陳威鋒 ⼩琤   三寶 麗娜  蕭柯 Tulane 學⽣福⾳團契
Lord's Supper 英 -> 中  Leads Worship 謝樂賢 Lili 蕭　柯  施增惠 (組⻑: 温浩)

12-Jun 陳威鋒 霍永明  楊騰牧師  余燕燕 龐國麗 羅盤 陳良謙  Jack汪   麗娜   叶宏 麗娜 林經綿 活⽔團契
   陳靜雯      李斌 (組⻑: 林东)

19-Jun 陳威鋒 趙崇國  史迪威傳道 趙崇國 韓⼦豪  劉暁艷 陳潔儀  英⽂团契 英⽂团契 英⽂团契 UNO 學⽣福⾳團契
Father's Day        (English Fellowship)   (English Fellowship)   (English Fellowship)  (組⻑: ⽯志敏)

26-Jun 陳威鋒 林經綿 周剛牧師 趙崇國 龐國麗  趙福⽣  Lillian潘 Mei Guan 麗娜 羅盤 粵語團契
   關冰 (組⻑: 趙崇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