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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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ine H. 高正修 -- -- 伍     雷 王丽君

中/英 Christine H. 高正修 -- 李平山 伍     雷 王丽君

中/英 Hart, Gary Aleena L. 王鸿鸣 伍   雷 孙华冰 Joseph D. 王宇晖

 -- -- --

英文 Hart, Gary Grace Z. 郦一明 -- 孙华冰 George L. --

中文 伍  雷 郑圣民 刘金石 伍   雷 李平山 郦一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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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伍  雷 江正彬 王  淼 伍   雷 李平山 王    军 --

中/英 Hart, Gary Christine H. 伍     雷 伍   雷 孙华冰 吴世乐 郦一明

 -- --

中/英 擘饼聚会 郑圣民 何礼义 -- -- 伍     雷 左     勇
中/英 交通见证 郑圣民 何礼义 -- 李大琦 伍     雷 左     勇

中/英 Hart, Gary 江正彬 王宇晖 -- 汪苹 Joseph D. 伍     雷

 董振富 李大琦 郦一明 --

英文 Hart, Gary Aleena L. 郦一明 -- 汪苹 George L. --

中文 高正修 江正彬 郑圣民 董振富 李大琦 王    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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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徐肇基 Christine H. 董振富 李大琦 吴世乐 --

中/英 擘饼聚会 郑圣民 王德南 -- -- Joseph D. Jean Kao

中/英 交通见证 郑圣民 王德南 -- 强盛 Joseph D. Jean Kao

中/英 Hart, Gary 江正彬 刘金石 肖金明 孙华冰 George L. Michael Zuo

 --

英文 Hart, Gary Aleena L. 郦一明 肖金明 孙华冰 Joshua L. --

中文 高正修 -- -- -- -- 郦一明 --

中/英 Pastor Kendall Grace Z. 左     勇 -- 孙华冰 伍     雷 王宇晖

-- -- --

中/英 Hart, Gary Aleena L. 郑圣民 -- 孙华冰 吴世乐 郦一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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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礼拜三祷告聚会: 何礼义牧师召集

    3. 同工事奉交通聚会 (7/1, 8/5, 9/2)，高正修弟兄召集        5. 常青聚会: 万寿莲  (8/11 礼拜六)

    6.  特会 - Pastor Gary Kindle (9/21-23)     7. 教会野餐 (9/22 4:00pm - 7: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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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城华人基督教会主日事奉安排提议表
主历2018年7-9月

信      息

7/1/18 东南区

7/15/18 Youth

7/22/18

7/29/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