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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司  琴 领  会 程序单 招  待 视  听 翻  译 午  餐 备  注

中/英 擘饼聚会 郑圣民 何礼义 -- -- 伍     雷 王丽君

中/英 交通见证 郑圣民 何礼义 -- 李健 伍     雷 王丽君

英文 Hart, Gary Aleena L. 王德南 -- 孙华冰 Joseph D. --

中文 何礼义(中) Aleena L. 李树明 肖金明 李健 吴世乐 --

英文 Hart, Gary Christine H. 郦一明 -- 孙华冰 George L. --

中文 何礼义(中) Christine H. 刘金石 肖金明 李健 郦一明 --

英文 Hart, Gary Grace Z. 左     勇 -- 孙华冰 Joshua L. --

中文 何礼义(中) Christine H. 伍     雷 肖金明 李健 王    军 --

中/英 擘饼聚会 郑圣民 高正修 -- -- 吴世乐 左     勇

中/英 交通见证 郑圣民 高正修 -- 文智晖 吴世乐 左     勇

英文 Hart, Gary Aleena L. 王德南 -- 汪苹 Joseph D. --

中文 何礼义(中) Aleena L. 王宇晖 左    勇 文智晖 伍     雷 --

英文 Hart, Gary Madeline D. 郦一明 -- 汪苹 George L. --

中文 何礼义(中) Madeline D. 李树明 左    勇 文智晖 郦一明 --

英文 Hart, Gary Grace Z. 左     勇 -- 汪苹 Joshua L. --

中文 何礼义(中) 江正彬 王     淼 左    勇 文智晖 王    军 --

中/英 擘饼聚会 郑圣民 王德南 -- -- 吴世乐 郦一明

中/英 交通见证 郑圣民 王德南 -- 文智晖 吴世乐 郦一明

英文 Hart, Gary Grace Z. 王德南 -- 汪苹 Joseph D. --

中文 何礼义(中) Christine H. 郑圣民 伍   雷 文智晖 伍     雷 --

英文 Hart, Gary Grace Z. 左     勇 -- 汪苹 George L. --

中文 何礼义(中) Christine H. 王鸿鸣 伍   雷 文智晖 郦一明 --

英文 Hart, Gary Grace Z. 郦一明 -- 汪苹 Joshua L. --

中文 何礼义(中) 江正彬 王宇晖 伍   雷 文智晖 王    军 --

    

    1. 成人主日学带领同工: 福音初信－王鸿鸣,肖金明；基要真理－伍雷; 圣徒生活－李树明

    2. 敬拜小组交通: 高正修弟兄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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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同工事奉交通聚会 (1/27, 2/24)，高正修弟兄召集     6. 教会年会: 何礼义牧师  (3/4 主日第二堂)

    4. 礼拜三祷告聚会: 何礼义牧师召集     7. 耶稣受难日擘饼聚会: 何礼义牧师  (3/30 周五各区合并)

    5. 常青聚会: 万寿莲  (2/3 礼拜六)     8. 扩大同工会 (3/25 周日下午12:45 - 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