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CCC    Jan- April  2017  事奉表 Serving Schedule.  

奥 馬 哈 華 人 基 督 教 會 主 日 事 奉 表 (2017年 1月至 4月)       

OMAHA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SUNDAY SERVING SCHEDULE   (Jan-April. 2017)   
 

*司事請在事奉當日 10:45AM 到教會.Ushers: Please arrive at church by 10:45AM on the day of your service.  

*事奉人員如欲改動請與賴榮惠姊妹(402-491-3206)或姜曙光弟兄(402-496-8438).盡早聯繫.If anyone cannot fulfill the schedule, please contact the Jung-Hui Lai or Jiang Shuguang .   

*非聯合敬拜時的翻譯,只提供“耳機翻譯”給有需求的人.For non-joint service, the interpreter will be in service only when there is a translation need for people using earphones. 

*甘心事奉,好像服事主,不像服事人.(弗六章七節).Serve wholeheartedly, as if you were serving the Lord, not men (Ephesians 6:7).                   

日 期 
Date 

講 員 
Speaker 

主 席
Chair 

翻 譯
Interpreter 

序 曲  
Prelude 

司 琴 
Pianist 

領 詩 
Song Leader 

獻 詩 
Choir 

投影播放 
PPT 

司 事 
Ushers 

幼兒看顧 Baby Sitter 午餐服事/清潔 
Lunch serve/Cleaning 

聖餐司事 & 預備
Communion 

Ushers & Preparation  9:30-11:00  11:00-12:30 

1/1  聯合  高智浩 葉瀟 林惠如 Eric Wu   林聖耀 鍾海振 兒童 章梅安 李帥/李吉     曾莉 高大穎/王昱玉 姜曙光/王銳/朱立康 呂國慶/鍾俏梅 
& 

鍾俏梅/葉長樂   1/8  高智浩 陳賢明 朱立康 李安得 林聖慈 賴榮惠 / Jennifer Y. 馬世彬/徐麗榮 李寧紅  李吉/曾莉 李帥/黃雲龍/孫傳兵  

1/15 高智浩  鍾海振 高斌 Nathan L. 傅達宇 范珊 / 鍾俏梅 郭愛民/李寧紅 毛斌壯 李凌/馬豔玲 Youth Group    

1/22 林哲三 馬世彬 葉瀟 傅達宇 李安吉 高斌 詩班 王碩 齊勇月/蔣超 蔡文菁 劉錦屏/李凌 肖利/田建春/張燕浦   

1/29 高智浩 吳愛明 章梅安 Justin Ye     李安得 龐慧玲 / 毛斌壯   朱立康/馬艷玲 曾莉  高師母/楊樺   彭東明/鍾海振/傅凱  

2/5  聯合 高智浩 劉宇彤 陳湖海  李安吉 林聖杰 鍾海振 / 王玲 毛斌壯/蔡文菁 郝書君 孫燕/林青玉 Brad/Andy/王淳凱 陳賢明/龔愛玉 
 & 

鍾俏梅/葉長樂   2/12 高智浩 高斌 彭東明 Eric Wu   陳杰茜 陳賢明 兒童  胡世英 鍾海振/楊萍 高師母 喬志松/李凌 黃雲龍/馬世彬/王銳 

2/19 高智浩 陳賢明 高斌 李安得 傅達宇 蔡晉 / 齊勇月 吳愛明/劉艷 曾莉 歐陽青娥/王昱玉 董玉祥/胡國庫/傅凱  

2/26 高智浩 蔡晉 章梅安 Nathan L. 李安吉 范珊 詩班 Jennifer Y. 胡國庫/曾莉 劉錦屏    賈騫/李吉 王碩/劉宇彤/許大慶  

3/5  聯合 Ryan Kim Andy Lee 鍾海振 傅達宇 李安得 龐慧玲 兒童 毛斌壯 高斌/陳湖海 葉長樂 鄧麗娟/高師母 郭愛民/許大慶/鄭賢德 Sao Liu/Thuy  

& 

 鍾俏梅/葉長樂 
3/12  聯合

培靈會 
呂紹昌 葉瀟 黃光祿 Justin Ye     陳杰茜 高斌 /  王碩 劉宇彤/胡世英 蔡文菁 高大穎/郝書君 鍾海振/姜曙光/彭東明 

  3/19  高智浩 高斌 蕭鵬  李安吉 林聖杰 賴榮惠 / 鍾俏梅 葉瀟/王丹    高大穎  孫燕/賈騫 Youth Group      

3/26 高智浩 馬世彬 林惠如 Eric Wu   李安得 蔡晉 詩班 齊勇月 孫傳兵/莊瑋 楊樺 李凌/郝書君 吳愛明/王銳/毛斌壯  

4/2  聯合 Ryan Kim Sao Liu  龐慧玲  Nathan L. 李安吉 陳賢明 / 胡世英 姜曙光/章梅安 葉長樂 蔡文菁/林青玉 劉宇彤/董玉祥/張燕浦  林哲三/王素瑛 
& 

鍾俏梅/葉長樂 4/9 林哲三 董玉祥 彭東明 李安得 陳小龍 鍾海振 兒童 王玲 雷潤華/楊樺   李寧紅 高師母/王昱玉 王碩/朱立康/馬世彬 

4/16 聯合

復活節 
高智浩 吳愛明 

葉瀟 / 

朱立康 
傅達宇 林聖杰 高斌 / 章梅安     呂國慶/鍾俏梅 曾莉 毛斌壯/高師母 田建春/王淳凱/孫傳兵      

  4/23  高智浩 劉宇彤 蕭鵬   Justin Ye     傅達宇 龐慧玲 詩班 王碩 傅凱/侯曉瑛   高師母  歐陽青娥/鄧麗娟 郭愛民/毛斌壯/吳愛明   

4/30 高智浩 蔡晉 朱立康  李安吉 陳杰茜 陳賢明 / Jennifer Y. 彭東明/劉敏 劉錦屏 喬志松/李寧紅 姜曙光/傅凱/胡國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