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类别 領會 講員 主題 翻譯 司琴 投影 音响 录像 录音 接待（1） 接待（2） 注意

4/5/2013 周五校园团契领会 李惠君     董晓寒        

教会周五领会 孙东虎     Doreen Yang 段永恒 段永恒      

4/7/2013 主日圣餐 马殿君 林天成牧师 记念主 许佩倪 Michael Fang 段永恒 孙东虎 周军 周军 段永恒 陈绪捷  

4/12/2013 周五校园团契领会 陈绪捷     董晓寒        

教会周五领会 王庆富     朱国雄 段永恒 段永恒      

4/13/2013 特殊培训和会议（下午）  林天成牧师 旧约概论和难题（二）         (2)

特殊培训和会议（上午）  林天成牧师 旧约概论和难题（一）         (2)

Training or Meeting (Morning) (In English)  Charlie Greenwell OT Survey + Q&A (1)         (2)

Training or Meeting (Afternoon)(In English)  Charlie Greenwell OT Survey + Q&A (2)         (2)

4/14/2013 主日敬拜 许健 林天成牧师 待定 杨珑 朱国雄 马殿君 苏新明 Vicky Li Vicky Li 冯旭君 于淼  

特殊培训和会议（下午）  讲员和翻译 讲译员交通         (2)

4/19/2013 周五校园团契领会 苏碧莲     董晓寒        

教会周五领会 苏新明     Doreen Yang 段永恒 段永恒      

4/21/2013 主日敬拜 孙东虎 段永恒弟兄 以弗所书 苏娅妮 董晓寒 马殿君 王庆富 苏沛恩 苏沛恩 许健 吕家奇  

特殊培训和会议（下午）  林天成牧师 领会培训         (2)

4/26/2013 月末周五福音聚会 苏新明 林天成牧师 音乐敬拜 Layne Zhao 董晓寒 许健 马殿君 孙东虎 孙东虎 谭彼得 林帅甫  

4/28/2013 主日敬拜 王庆富 林天成牧师 待定 许佩倪 Doreen Yang 段永恒 孙东虎 周军 周军 姜华 王延芳  

5/3/2013 周五校园团契领会 曹万君     董晓寒        

教会周五领会 陈殿杰     朱国雄 马殿君 马殿君      

5/5/2013 主日圣餐 王尚义 林天成牧师 记念主 杨珑 朱国雄 许健 孙东虎 苏沛恩 苏沛恩 黃錦混 Mark  

5/10/2013 周五校园团契领会 林帅甫     董晓寒        

教会周五领会 夏建强     Doreen Yang 马殿君 马殿君      

5/12/2013 主日敬拜 苏新明 林天成牧师 待定 苏娅妮 Michael Fang 许健 孙东虎 Vicky Li Vicky Li 马殿君 林帅甫  

特殊培训和会议（下午）  林天成牧师 执事培训         (2)

5/17/2013 周五校园团契领会 吴丹瑛     董晓寒        

教会周五领会 韩义兴     朱国雄 马殿君 马殿君      

5/19/2013 主日敬拜 赵建强 林天成牧师 待定 许佩倪 董晓寒 许健 段永恒 孙东虎 孙东虎 许佩倪 林帅甫

5/24/2013 周五校园团契领会 待定     待定       (1)

教会周五领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1)

5/26/2013 主日敬拜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1)

5/31/2013 月末周五福音聚会 赵建强 Charlie Greenwell 福音聚会 叶明 董晓寒 段永恒 段永恒   谭彼得 林帅甫  

6/2/2013 主日圣餐 王云程 林天成牧师 记念主 许佩倪 朱国雄 王庆富 苏新明 苏沛恩 苏沛恩 黃錦混 Mark  

6/7/2013 周五校园团契领会 杨秋和     董晓寒        

教会周五领会 谢光敏     Doreen Yang 段永恒 段永恒      

6/9/2013 主日敬拜 林帅甫 林天成牧师 待定 苏娅妮 Michael Fang 许健 马殿君 苏沛恩 苏沛恩 许健 吕家奇  

6/14/2013 周五校园团契领会 陈启华     董晓寒        

教会周五领会 叶明     朱国雄 段永恒 段永恒      

6/16/2013 主日敬拜 夏建强 马殿君弟兄 待定 许佩倪 董晓寒 王庆富 段永恒 Vicky Li Vicky Li 姜华 王延芳  

6/21/2013 周五校园团契领会 冯旭君     董晓寒        

教会周五领会 Michael Fang     Doreen Yang 马殿君 马殿君      

6/23/2013 主日敬拜 韩义兴 林天成牧师 待定 杨珑 Doreen Yang 王庆富 孙东虎 周军 周军 馬殿君 萧玲  

6/28/2013 月末周五福音聚会 冯旭君 Dave Wirgau 福音聚会 马殿君 朱国雄 许健 孙东虎   谭彼得 萧玲  

6/30/2013 主日敬拜 徐自立（Owen) 王云程弟兄 待定 Layne Zhao 朱国雄 王庆富 孙东虎 苏新明 苏新明 段永恒 陈绪捷  

注意

（1） 退休会期间的教会聚会，现在不知谁可以做这项服事，待报名以后再确定。

（2）特殊培训和会议如果需要各项服事，也请一并考虑安排。

 

 

塔城华人基督教会2013年第二季度事奉安排表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罗马书 12:1

类别

主日敬拜和领圣餐

平日教会周五聚会/查经

时间 地点

上午 10：45 - 12：00 本会教堂

晚上 7：30 - 9：30 本会教堂

晚上 6：30 - 9：00

平日教会校园团契周五聚会

月末周五福音聚会 本会教堂

晚上 6：30 - 9：30 路德教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