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倫多城北華人宣道會粵語崇拜事奉人員分工表 - 2020 年 03 月至 04 月

日期

講員
李士弘傳道

Mar 01

(Pastor Benson Li)

朱偉東牧師

Mar 08

(Rev. Jonathan Chu)

高呂綠筃博士

Mar 15

(Dr. Grace Ko)

屈思宏博士

Mar 22

(Dr. Simon Wat)

陳鳯冬傳道

Mar 29

(Pastor Alice Chen)

朱偉東牧師

Apr 05

(Rev. Jonathan Chu)

李士弘傳道

Apr 12

(Pastor Benson Li)

區應毓牧師

Apr 19

Apr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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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or Christine Li)

高智達長老

(Elder Dennis Ko)

彭孫偉傳道

(Pastor Roland Pang)

談嘉輝長老

(Elder David Tam)

何李浣菁傳道

(Pastor Christine Li)

彭孫偉傳道

(Pastor Roland Pang)

黎智勇長老

(Elder Gordon Lai)

何李浣菁傳道

(Rev. Peter Au)

(Pastor Christine Li)

彭孫偉傳道

(Elder Daniel Xu)

(Pastor Roland Pang)

備註：

祈禱
何李浣菁傳道

許家龍長老

教會代表
彭孫偉傳道

司事-崗位(6 人)名字下有劃線為組長
林燕霆伉儷 (Benjamin－A & Vanki－A')、
曾劉錦籣姊妹 (Shirley－B) 、
(Pastor Roland Pang)
吳清香姊妹 (Amy－B’)、
伍岑秀瑋姊妹 (Ann－C)、
伍黎杏嫦姊妹 (Judy－C’)
周少鳳姊妹 (Margaret －A)、
李士弘傳道
黃徐麗貞姊妹 (Flora－A’)、
(Pastor Benson Li)
陳鄭敏華姊妹 (Polly－B) 、
張李楚芬姊妹 (Ella－B’)、
林張銀英姊妹 (Ginny－C)、
黃愛群姊妹 (Anna－C’ )
李義佳伉儷 (Bobby－A & Betty－A’)、
何李浣菁傳道
陳鳳群姊妹 (Ester－B) 、
(Pastor Christine Li)
葉鄧潔墀姊妹 (Kitty－B’)、
郭彼得伉儷 (Peter－C & Clara－C’)
袁家驥伉儷 (Eric－A & Cecilia－A’)、
彭孫偉傳道
劉養吾弟兄 (Stanley－B)、
(Pastor Roland Pang)
曹世昌弟兄 (Timothy－B’) 、
張李楚芬姊妹 (Ella－C)、
伍岑秀瑋姊妹 (Ann－C’ )
吳騰達伉儷 (Paul－A & Alice－A')、
李士弘傳道
(Peter－B & Shirley－B’)、
(Pastor Benson Li) 曾國雄伉儷
曹志偉伉儷 (Jacky－C & Candy－C’)
李士弘傳道
林燕霆伉儷 (Benjamin－A & Vanki－A')、
張李楚芬姊妹 (Ella－B) 、
(Pastor Benson Li)
陳鳳群姊妹 (Ester－B’)、
彭美平姊妹 (Lili－C)、
伍黎杏嫦姊妹 (Judy －C’)
何李浣菁傳道

(Pastor Christine Li)

彭孫偉傳道

(Pastor Roland Pang)

何李浣菁傳道

(Pastor Christine Li)

聖餐(8 人)單-杯, ○雙-餅
* 負責為餅或杯禱告
談嘉輝長老 (David－3)、
高智達長老 (Dennis－○4*餅)、
黎智勇長老 (Gordon－5*杯)、
許家龍長老 (Daniel－○6)、

高智達長老 (Dennis－3)、
談嘉輝長老 (David－○4*餅)、
彭孫偉傳道 (Roland－5*杯)、
黎智勇長老 (Gordon－○6)、

其他
張李楚芬姊妹
王珈文姊妹

Communion Prep:

岑秀瑋姊妹

Communion Prep:
Kathy Chan

姊妹

袁家驥伉儷 (Eric－A & Cecilia－A’)、
周少鳳姊妹 (Margaret －B)、
黃徐麗貞姊妹 (Flora－B’)、
陳鄭敏華姊妹 (Polly－C) 、
黃愛群姊妹 (Anna－C’)、
李義佳伉儷 (Bobby－A & Betty－A’)、
陳鳳群姊妹 (Ester－B) 、
葉鄧潔墀姊妹 (Kitty－B’)、
劉養吾弟兄 (Stanley－C)、
伍岑秀瑋姊妹 (Ann－C’)
吳騰達伉儷 (Paul－A & Alice－A')、
張静天伉儷 (Alex－B & Winnie－B’)、
曹志偉伉儷 (Jacky－C & Candy－C’)

為方便編排下一期（2020 年 05 月至 06 月份）的分工表，若閣下在以上月期間的某些日子有其他事奉或外遊等情況而不能當值，請於 04 月 10 日前通知粵語崇拜部主理「不能當值的日期」。
(當值名單會於事奉前一星期的崇拜程序表及教會網頁內刊登，並會張貼於粵語崇拜部佈告板上，請自行核對及準時當值，恕不另行通知。）

 請留意自己的當值日期及崗位。若與其他事奉崗位有衝突或不能赴會請盡早通知崇拜部，也可找名單內的同工自行對調，並請事前通知崇拜部。

印於 2020 年 02 月 18 日

粵語主日崇拜事奉人員(包括祈禱、聖餐及司事) 須知：
• 服裝應保持端莊整潔，姊妹應穿裙子或長西褲，弟兄
弟兄應結領帶及長西褲
弟兄應結領帶及長西褲，(勿穿牛仔褲、短褲及波鞋、拖鞋等)。
應結領帶及長西褲
• 司事必須在崇拜前半小時(上午 10:45 前)到達，協助預備一切事宜(如摺程序表)。先一同禱告，其後執事簡報當日程序及特別事項。
• 司事員應流露基督的愛，面帶真誠笑容，態度和藹，主動招呼問候弟兄姊妹及帶領赴會者前往適當的座位，如發現有新朋友
如發現有新朋友，
如發現有新朋友，請通知
關顧部。
關顧部

＊＊＊能事奉神是最尊貴，勿忘你甜蜜的笑容＊＊＊
司事工作分配：
STAGE

聖餐桌

聚會前：
1. 以確保崇拜在整潔的環境下進行。
以確保崇拜在整潔的環境下進行。（英語堂會自行清理遺下之
物品。如：程序表或聖餐杯。但也請粵語堂司事從旁協助。）
2. A’,, A 帶領弟兄姊妹進入會場就坐。
3. B 站在教會大門
派發程序表。
門口
4. C’,, B’,, C 各站在聖殿入口處派發程序表。 (如左圖
位置)
5. 上午 11:15 關上正門。(B’
)

入聖殿內負責在中間行帶人入座
入聖殿內負責在中間行帶人入座

聚會時：
1. 祈禱時，
祈禱時，請關上所有門。聚會開始後，所有人士只可在側門進

出。勿讓任何人使用中門。
2. 約在上午 11:45，A’,
A’,A, B’,
B’,B 返回自己座位。C’,
C’,C 最後入座。
3. A’,
A’,A, B’,
B’,B 手持奉獻袋，A’,
A’, A 帶領步前收奉獻。（如左圖
）
4. 請坐近門口的司事/執事留意聖殿入口
，帶領遲到者入
內，在
5. 聖餐時，A’,, A 如聚會前的崗位, 在後排開始指引會眾有秩序
地領聖餐。

祈禱時勿讓人進入聖殿，
祈禱時勿讓人進入聖殿，崇拜期間中門不得進出。
崇拜期間中門不得進出。

散會後：
•

聖餐襄禮及司事崗位圖

聖聖聖聖聖聖：單數負責派杯, ○
雙 數負責派餅, *餅為餅為為，*杯為杯為為。
司司聖聖:
為為為為聖聖，黑黑為為為為為為聖為為為為為為為。
中空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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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留步，清理大堂。（依據收奉獻時的路線，檢查及清理
大堂）

•
Procedure for the Holy Communion
1. Officiating Holy Communion and giving brief directions
(supported by Powerpoint ): RFT/RJC
2. People coming forward to take the Bread and the Cup.
3. Then people go back to their seat; wait until all get the elements.
4. Pray for the Bread (*餅); then pray for the Cup (*杯).
5. Partake together. RFT/RJC closes with a prayer.
6. Praise Team takes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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