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0/2022

2023 年教会执事和职员提名公告 Announcement for 2023 Deacons/Staff Nomination:
提摩太前書 1 Timothy 3:1-13
1
「人若想要得監督的職分，就是羨慕善工。」這話是可信的。2 做監督的，必須無可指責，只做一個婦人
的丈夫，有節制，自守，端正，樂意接待遠人，善於教導；3 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溫和，不爭競，不
貪財；4 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兒女凡事端莊、順服。5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會呢？
6

初入教的不可做監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罰裡。7 監督也必須在教外有好名聲，恐怕

被人毀謗，落在魔鬼的網羅裡 8 做執事的也是如此，必須端莊，不一口兩舌，不好喝酒，不貪不義之財；
9

要存清潔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奧祕。10 這等人也要先受試驗，若沒有可責之處，然後叫他們做執事。11 女

執事也是如此，必須端莊，不說讒言，有節制，凡事忠心。12 執事只要做一個婦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兒女
和自己的家。13 因為善做執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並且在基督耶穌裡的真道上大有膽量。
任期期满执事 Term to be expired Deacons :
葛亚虹 Yahong Ge (第一任)，许文俊 Jimmy Koh (第一任)，邝希恩 Hsi-An Kwong/高建喜 Jianxi Gao (第二任)，
丁萬福 Eric Ting (第一任)，张辉平 Huiping Zhang (第一任)
任期期满职员 Term to be expired Staff :
主席 Moderator - 丁萬福 Eric Ting (第二任)
文书 Secretary - 葛亚虹 Yahong Ge (第一任)
司庫 Treasurer- 陳紅梅 Hongmei Chen (第二任)
财务秘书 Financial Secrtary - 孫燕青 Yanqing Sun (第一任)
续任执事 Continuing Deacons：
(2021-2024) 吴英奇 Yingkay Eng, 张福明 Fuming Zhang
(2020-2023) 陳紅梅 Hongmei Chen，李建明 Jianming Li
可被推荐的会员名单如下 Eligible members：
姚蓉 伍葉繡美 廖素娥 黃玉玲 方素華 張溥強 鍾月芳 馮財便 賴國富 勞妙珍 林惠月 汪容 徐偉 陳澤武
陳彩雲 丁麗萍 陶真 蘇金萍 陳平 陳紅梅 張海峰 張冬艷 吳英奇 洪雪清 劉惠群 張福明 陳慶仙 張建輝
李阿塗 徐敏姿 夏天慧 王許明 張建華 徐紅英 阮春濃 姜波 程兆臨 李敏 程智文 羅正民 施莉芳 葛亞虹
張輝平 張春昕 孫明增 黃蓉 劉挺 楊新新 戚竟捷 黃桂芳 伍征碧 徐大玲 劉剛 丁萬福 施明霞 李思宇 曹亞非
鄺希恩 黃曉信 林毅楨 楊志慧 王俊紅 王衍雲 唐誼 林新 趙辰 楊玻琍 許文俊 張建偉 孫燕青 郭秦 黃靜怡
戴進 李曉峰 王彤 田宇紅 李義冠 任冠男 鄭恩欽 宋海波 從文相 郭惠 濮方崇 張必旺 柳文娟 陳艷婷 王一川
宋素穎 蔣玉華 胡賽陽 潘婷娜 張新 封永華 彭偉 陶玉蓮 高倫 Antonio Tolentino, Minerva Tolentino 李建明
梁燕娜 高建喜 劉源遠 林晶晶 王金華 陳伯姜 林杭彬 尹士奇 王月 夏耀彪 郭佳 肖千钧 邝平 张晓鸰 王富军
阎冬梅 左媛 王丽薇 边锐 田润英 于昊哲 闫永贵 曾令群 李晓鹏 Daniel Ferritto II, 吴维维 林钱鹤 楊正芳
Philip W. Woodrow, 姚子云 張前進 史延平
* 名字下面劃線者為牧師、現任執事或職員及配偶
Names underlined are pastors, current deacons or staff and spouses.
请将推荐的執事，職員候选人名单于 2022 年 9 月 11 日前提交给教会人事部.
Please submit the nominations to the Personnel Department by 9/11/2022.
人事部 Personnel Department :
張牧師 Pastor Zhang, Pastor Daniel, 许文俊 Jimmy Koh，高建喜 Jianxi Gao，李敏 Ming Li，丁萬福 Eric
Ting，王許明 Xuming W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