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 超清福音 日期: 2021年1月7日-2月4日

(逢禮拜四)

區牧 區 小組 姓名 學分

1 杜崇基 永愉區 美偉組 王碧珊 2

2 杜崇基 永愉區 美偉組 朱荔清 1

3 杜崇基 永愉區 美偉組 吳美偉 2

4 杜崇基 永愉區 美偉組 劉小虹 2

5 杜崇基 永愉區 美偉組 李鳳穎 2

6 杜崇基 美儀區 慧雲組 周慧萍 2

7 杜崇基 美儀區 美儀組 胡煥菁 2

8 杜崇基 美儀區 美儀組 陳孟君 2

9 杜崇基 美英區 *見習區長 楊美英 2

10 杜崇基 美英區 利霞組 黃靄瑜 2

11 杜崇基 美英區 國新組 梁國新 2

12 杜崇基 美英區 國新組 梁國偉 2

13 杜崇基 美英區 國新組 石靜韻 2

14 朱子欽 麗瓊區 *見習區長 陳麗瓊 2

15 朱子欽 麗瓊區 永芬組 林永芬 2

16 朱子欽 麗瓊區 永芬組 林建輝 2

17 朱子欽 麗瓊區 永芬組 林基回 2

18 朱子欽 麗瓊區 永芬組 凌慧英 1

19 朱子欽 麗瓊區 永芬組 鄭少華 1

20 朱子欽 麗瓊區 永芬組 黎惠清 2

21 朱子欽 麗瓊區 惠萍組 林惠萍 2

22 朱子欽 麗瓊區 惠萍組 鄭素娥 2

23 朱子欽 麗瓊區 提摩太 何祥輝 2

24 朱子欽 麗瓊區 提摩太 余美恩 2

25 朱子欽 麗瓊區 提摩太 李美蓮 2

26 朱子欽 麗瓊區 提摩太 胡愛卿 2

27 朱子欽 麗瓊區 提摩太 梁醒光 2

28 朱子欽 麗瓊區 提摩太 潘新華 2

29 朱子欽 麗瓊區 提摩太 李雪好 2

30 朱子欽 麗瓊區 雅萍組 李鳳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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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朱子欽 麗瓊區 雅萍組 胡梅芳 2

32 朱子欽 麗瓊區 雅萍組 崔肖環 2

33 朱子欽 麗瓊區 雅萍組 曹雅萍 2

34 朱子欽 麗瓊區 雅萍組 梁翠蓮 2

35 朱子欽 麗瓊區 雅萍組 梁贊娟 2

36 朱子欽 皓明區 美芳組 鍾婉冰 2

37 朱子欽 皓明區 寶石組 關淑霞 2

38 朱子欽 皓明區 寶林組 梁俊生 2

39 朱子欽 皓明區 寶林組 蔡寶林 2

40 朱子欽 子欽區 志榮組 朱志榮 2

41 顏沛恩 沛恩區 美秋組 李美秋 2

42 顏沛恩 沛恩區 美秋組 郭靜芬 2

43 顏沛恩 沛恩區 敏兒組 唐敏兒 2

44 顏沛恩 沛恩區 惠芳組 李婉玲 1

45 顏沛恩 沛恩區 轉好組 歐麥妍 2

46 顏沛恩 恩德區 *見習區長 許恩德 2

47 顏沛恩 恩德區 乃光組 李榮基 2

48 顏沛恩 恩德區 培德組 荊培德 2

49 顏沛恩 恩德區 培德組 區漢興 2

50 顏沛恩 恩德區 培德組 鄧子偉 2

51 顏沛恩 恩德區 培德組 謝銘倫 2

52 顏沛恩 恩德區 詠詩組 劉詠詩 2

53 顏沛恩 恩德區 詠詩組 鄭玉蓮 2

54 顏沛恩 恩德區 詠詩組 陳小荃 2

55 顏沛恩 恩德區 儉威組 梁儉威 2

56 顏沛恩 恩德區 儉威組 蘇淑敏 2

57 顏沛恩 錫輝區 小璇組 洪小玲 2

58 顏沛恩 錫輝區 小璇組 胡港菱 2

59 顏沛恩 錫輝區 小璇組 黃玉婕 2

60 顏沛恩 錫輝區 小璇組 劉小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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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顏沛恩 錫輝區 小璇組 陳翠怡 2

62 顏沛恩 錫輝區 家信組 黃蘭惠 2

63 顏沛恩 錫輝區 筱恩組 任巧玲 2

64 顏沛恩 錫輝區 筱恩組 邱偉歡 2

65 顏沛恩 錫輝區 筱恩組 徐嘉敏 2

66 顏沛恩 錫輝區 筱恩組 畢筱恩 2

67 顏沛恩 錫輝區 筱恩組 陳靜岩 2

68 顏沛恩 錫輝區 嘉儀組 張嘉儀 2

69 顏沛恩 錫輝區 錫輝組 盧宇薇 1

70 顏沛恩 偉民區 *見習區長 林偉民 1

71 顏沛恩 偉民區 朗基組 鄧朗基 2

72 顏沛恩 偉民區 國偉組 馬學琳 2

73 顏沛恩 偉民區 國偉組 黃敬熙 2

74 李慧珊 信實區 笑嫻組 白笑嫻 2

75 李慧珊 溫柔區 *見習區長 羅清連 2

76 李慧珊 溫柔區 素妹組 黎素妹 2

77 李慧珊 溫柔區 惠娟組 吳秀芬 2

78 李慧珊 溫柔區 惠娟組 李少珍 2

79 職青 職青區 俊皓組 嚴俊皓 2

80 李俊賢 俊賢區 思敬組 鍾思敬 1

備註:

1) 每個課程必須出席80%或以上，才評定為完成此課程，

並記錄在中央檔案內；如有些課程是要完成導師的要求(如功課)，

則需要同時完成這些要求，才評定為完成課程，不是單單計算出席率。

2) 名單如有錯漏，請於29/08/2021前通知裝備事工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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