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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日」節慶之反思
林誠信牧師
( 一 )「人日」之由來：
根據漢代東方朔《占書》記載，農曆新年的首八天為人和不同畜牧作物的生
日，依次序為「一雞，二狗，三豬，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晉朝董勛《答
問禮俗說》也有類同記載。後來，傳統習俗更將初九定為天的生日，初十則為地
的生日。
民俗專家認為從漢代開始已有「人日」的習俗，魏晉時已十分流行。隋唐時
期更大為重視「人日」，不單作為新年祈福問安，更添加一份思念親友之氛圍。
故「人日」在中國已有至少兩千年以上的歷史。
「人日」又稱為「人勝節」，因在正月初七日人們用五彩的絲帶織品剪成人
形，或把金屬箔刻成人形，貼在屏風上。婦女更要將這類剪刻的人形戴在頭髻上，
作裝飾避邪。
( 二 )「人日」之食譜：
按不同地區風俗，初七「人日」會吃不同食物。
．江南地區會用七種時令蔬菜加入米粉做成湯羹食用，俗稱「七寶羹」。
．南方人有「撈魚生」之習俗，把魚肉加上配料及醬料，一起倒進大盤裡，大家
圍滿一枱，站起身齊揮動筷子，一邊將魚料攪動；另一邊口中大聲叫「撈啊！
發啊！」寓意越撈越高，步步高升。
．北方人則在這天有「吃麵條」的習俗，寓意用麵條纒住歲月的雙腿，取長壽之
意。
( 三 )「人日」之反思：
江南菜之「七寶羹」是很受歡迎的節令食品。「羹」與「更」同諧音，寓意
更新之意。若元旦代表「一元復始，萬象更新」，那麼「人日」就是寓表著人類
生活的更新。
( 轉內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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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周六晚堂／主日早堂崇拜程序
晚堂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八日晚上六時正
二零一九年二月九日晚上六時正

主席：李永洪傳道
投影：王廣輝

早堂

司事：李允平及組員
影像：吳家汶

司琴：敬拜隊

音響：陳李坤瑩

二零一九年二月十日上午九時正

主席：黃勁梅傳道
司事：劉平及組員
司琴：敬拜隊
音響：Milly Cheung Kiuttu
投影：黄美妍
插花：曾傅瑞蓮
奉獻點核：梁仲江∕鍾恩健∕劉林敏儀

影像：鄧建勝

歡迎： .................................................................................................................. 何慧芬牧師
家事分享： .......................................................................................................... 何慧芬牧師
讚頌： .......................................................................................................領詩：蘇秀文傳道
牧禱奉獻： .................................................................................................................... 主 席
見證： ................................................( 晚堂適用 ) ............................................. 胡興好姊妹
講道呼召： ............... 豬年八戒之浪子回頭金不換 ( 路 15:11-31) .................... 吳宗文牧師
回應： .......................................................................................................領詩：蘇秀文傳道
祝福差遣： .......................................................................................................... 何慧芬牧師
祈禱服事： .............................................................................................................. 教牧同工

祝呀祝福你 (Candy House Productions，曲∕詞：志安哥哥 )
讓我祝福你，讓我祝呀祝福你，在每天開心笑嘻嘻，上帝陪住你，上帝攬住你，全年
定要添福氣，愁氣、悶氣，快走遠離， 願你今天滿心歡喜，快樂，平安，通通給你，
讓我祝呀祝呀祝福你。

因為有祢 ( 城巿豐收教會 )
(V1) 因為有祢，我揮別過去；因為有祢，生命能延續；因為有祢，我不再有恐懼，心
能夠得安息。因為有祢，罪已得潔淨；因為有祢，恩典豐沛如雨；因為有祢，生命有
新旋律，祢已釋放我心。(C) 無盡的愛，毫無保留，主祢寶血為我而流。如今我能得著
自由，因耶穌拯救我。(V2) 因為有祢，軟弱的能剛強；因為有祢，破碎的能歌唱；因
為有祢，心中充滿盼望，我能活出夢想。(B) 天堂門今敞開，神大能降下來。神百姓近
前來 宣揚主愛。天堂門今敞開，神百姓，來敬拜。全能神已同在。

叫我抬起頭的神 ( 讚美之泉音樂事工，曲∕詞：余盈盈 )
耶和華是我的主，必 不至動搖，有耶和華的幫助，還要懼誰呢，耶和華是我牧者，必
不致缺乏，有耶和華作我旌旗，必全然得勝。耶和華是我四圍的盾牌，是我的榮耀 ，
又是叫我抬起頭的神，一宿雖然有哭泣，早晨我們必歡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幫助。

回應詩 : 因為有祢
請參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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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主日中堂／午堂崇拜程序
中堂

二零一九年二月十日上午十時三十分

主席：蔡妍菁傳道
音響：馬建烈

午堂

司事：徐艾菁及組員
投影：徐達江

鋼琴：楊曼寧
影像：李民正

風琴：雷伍淑姬

二零一九年二月十日中午十二時正

主席：王國風傳道
司事：區美玲及組員
音響：謝景鵬
投影：袁嘉勵
奉獻點核：陳趙滿菊∕謝陳慧敏∕李黃冰心

鋼琴：楊曼寧
影像：霍鈞秩

風琴：雷伍淑姬

歡迎：........................................................................................................................林誠信牧師
家事分享：................................................................................................................林誠信牧師
宣召：........................................................................................................................林誠信牧師
讚頌：....................................................................................領詩：石人傑弟兄∕王國風傳道
牧禱奉獻：.............................................. 永生神的靈 .......................................................主 席
獻詩：.......................................................... 賀新春 .....................................................兒童詩班
講道呼召：.................... 豬年八戒之浪子回頭金不換 ( 路 15:11-31) ................... 吳宗文牧師
回應：.................................................................................... 領詩：石人傑弟兄∕王國風傳道
祝福差遣：................................................ 讚美一神 ...............................................林誠信牧師
祈禱服事：....................................................................................................................教牧同工

歡呼獻歌韻 ( 新心音樂事工，曲：鄭浩賢∕詞：鄭鎧賢 )

歡呼獻歌唱，歡聲再高唱，歡欣去稱讚主聖名。鼓瑟獻音韻，跳舞來慶賀，擊鼓去誇
讚主聖名。歡呼獻歌唱，歡聲再高唱，歡欣去稱讚主聖名。鼓瑟獻音韻，跳舞來慶賀，
擊鼓去誇讚主聖名。我共你，牽著手，一起要來讚頌，萬物同和應光彩耀眼，落力齊
來拍掌。信實主，施憐憫，一生要來稱頌，大地揚頌讚音韻飄，世上萬國同響應，一
生證主愛，一心全獻呈，一起去高舉主聖名。高聲去誇讚，高歌再響遍，讚美萬有的
主宰。歡呼獻歌唱，歡聲再高唱，歡欣去稱讚主聖名。鼓瑟獻音韻，跳舞來慶賀，擊
鼓去誇讚主聖名。我共你，牽著手，一起要來讚頌，萬物同和應光彩耀眼，落力齊來
拍掌。信實主，施憐憫，一生要來稱頌，大地揚頌讚音韻飄，世上萬國同響應，一生
證主愛，一心全獻呈，一起去高舉主聖名。高聲去誇讚，高歌再響遍，讚美萬有的主宰。
我共你，牽著手，一起要來讚頌，萬物同和應光彩耀眼，落力齊來拍掌。信實主，施
憐憫，一生要來稱頌，大地揚頌讚音韻飄，世上萬國同響應，一生證主愛，一心全獻呈，
一起去高舉主聖名。高聲去誇讚，高歌再響遍，讚美萬有的主宰。讚美萬有的主宰。
讚美萬有的主宰。

天恩歌 ( 世頌 84)

(1) 天上的父親大慈悲呀，賞賜我喫穿樣樣備呀；我定要服從祂，向祂心謙卑，祂是春
風，我是草，讓祂吹。(2) 不憂愁今天穿甚麼呀，不憂愁今天喫甚麼呀；我天父，祂知道，
怎樣養活我，只要為祂勤做工，最穩妥。(3) 請看小鳥飛上飛下呀，請看那田裡百合花
呀；也不種，也不收，也不曾紡紗，天父尚且養活他，何況咱。(4) 所羅門皇帝享榮華呀，
也不如飛鳥、百合花呀；眾弟兄，不要怕，天恩真廣大，這個世界是我家，是你家。

回應詩：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 世頌 65)

請參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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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普通話聖餐崇拜程序
二零一九年二月十日中午十二時正
主席：劉菁芸
投影：賴雯華

司事：喬宋夢月及組員
司琴：岑樂基
奉獻點核：陳趙滿菊∕謝陳慧敏∕李黃冰心

影音：趙焱

歡迎： .................................................................................................................. 劉菁芸姊妹
讚頌： .................................................................................................................. 林明才傳道
聖餐： ..................................................已受水禮者 ............................................ 林明才傳道
講道： .................................. 生根建造的生活：以愛為原則 ............................ 梁紫健先生
回應： .................................................................................................................. 林明才傳道
奉獻： .................................................................................................................. 劉菁芸姊妹
家事分享： .............................................................................................................. 唐然傳道
祝禱： .................................................................................................................. 林明才傳道

普通話崇拜報告事項
1.

2.

事工安排
本主日（2 月 10 日）廣東話班暫停。
愛宴、信仰成長課程照常進行。
國語區將舉辦 元宵節感恩聚餐，歡迎大家與家人或邀請講普通話的新朋友一起來參
加！
請弟兄姊妹盡快報名以便安排食物！
日期：2 月 22 日 ( 五 )
時間：7:00pm-9:30pm (6:30pm 時恭候 )
地點：港福堂 2 樓
諮詢或報名可聯絡國語區幹事林少華弟兄。
(WhatsApp：6847 4242/ 電話：3150 1467/ 電郵：kaven@kongfok.org)

二零一九年二月份普通話崇拜內容 ( 每月逢第二主日設聖餐 )
日期

講員

講題

經文

3

唐然傳道

生根建造的態度：追求天上的價值觀

西 3：1-4

10

梁紫健先生

生根建造的生活：以愛為原則

西 3：12-17；3：18-4：1

17

林明才傳道

生根建造的成熟：委身福音的使命

西 4：2-6

24

林明才傳道

聽道信道

羅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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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Worship
9 February 2019(Sat)
6:00pm-7:30pm
Praise and Worship.............................................................................................................. Josh Loke

Welcome and Offering.................................................................................... Rev. John Snelgrove

Sermon............................................ Colossians 3:1-17............................................ Ps. James Tang

Closing Prayer.................................................................................................... Rev. John Snelgrove
Refreshment

**Within the English congregation we have small groups for young adults, older folks and
everyone in between. If you're interested in getting connected to a CLAN (Community Life and
Nurture) / small group, we'd love to have you!
Embassy is the English-speaking youth ministry f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hat focuses on
raising up Representatives of Jesus through discipleship and community. It meets at 6pm on
Fridays.
For enquiry, please contact james@kongfok.org.

English Service Preaching Roster in February 2019
Date

Speaker

THEME Rooted and Grounded in Christ

2

Rev. John Snelgrove

Colossians 2: 16-23 [Communion]

9

Ps. James Tang

Colossians 3: 1-17

16

Rev. John Snelgrove

Colossians 3: 18 - 4: 1

23

Ps. Johnny Wong

Colossians 4: 2-18

學青崇拜 (10:30am-11:40 am) ／ 地點：一樓副堂 ( 每月逢第二主日設聖餐 )
日期

2 月份主題

經文

講員

Cycle 2: Our Identity
3

Made in God's image (Creation)

創世記 1 章

王恩瀚傳道

10

New Creation in Christ

哥林多後書 5:17
以弗所書 1 章

鄭毓華傳道

17

Dead to the Self

加拉太書 2:20
馬太福音 16:24-26
路加福音 9:23

陳智江傳道

24

The Father's Heart and Being a son and
daughter of God

馬可福音 1:9-13

麥濬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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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封面 ) 今天，環保意識比前更普及化，特別新生一代的青年人對於返璞歸真，追求
節能及不浪費的生活，甚至在婚筵上不吃「魚翅」，傳統八道菜變成六道，吃不掉的
肉食蔬菜、飯麵甜品，一律用環保盒裝載帶返家享用或捐出給慈善團體供有需要人士
享用。這種不暴殄天物，與有需要的人共享之精神，是值得推動的。
其次，減少碳排放以保持地球海水之溫度不要再上升，是很多國家元首共同磋商
的共識。按氣候專家警告，地球已進入一個非常危險的臨界點。若不能於 2025 年之前，
從 2005 年的溫室氣體水平減排最少 25%，地球將面對極多異常極端的天氣。《巴黎氣
候協議》於 2015 年由全球 195 個國家達成共識簽署。目標是在 2050 年時，全球增溫
不超過工業革命前相比，控制在攝氏 2 度之內。
地球氣候變化帶來危機，引致全人類之關注，願意共同努力，原是美事。但美國
總統特朗普竟於 2017 年宣佈要退出《巴黎氣候協議》，因它會引致美國在 2025 年前
失去 270 萬份工作，GDP 損失過萬億元。作為一個超級大國之美國，竟因須付出些微
代價便要以維護美國人民之利益為前提，去退出此國際協議，這確是短視及危險自私
的行為。
《聖經》提及更新都指向人的思維與態度，唯有內心清潔，不見利忘義，不自私
貪婪，人類才有前途與盼望。聖經《羅馬書》12:2：「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
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聖經《以弗所書》
4:20-24：「你們學了基督，卻不是這樣。如果你們聽過祂的道，領了祂的教，學了祂
的真理，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壞的；又要
將你們的心志改換一新，並且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
和聖潔。」
基督信仰讓人看見，就是單憑己力，嘗試努力去做一個無過犯的「好人」，是註
定失敗的。中國古代聖賢已提出「聖人也有錯」。正因全人類都有內心的罪性，人人
都有機會犯錯，故聖經《羅馬書》3:23 清楚明言：「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既然我們沒有一個人能完美地去按照神造人原初美麗的本性去生活；神就差祂獨生愛
子耶穌基督代替世人死在十架上，流出寶血遮蓋洗淨我們的罪，叫凡求告祂名的人得
著救恩，邀請主耶穌住在心中作生命的主，經歷重生與更新，人生的方向與價值觀都
會出現改變！
另一方面，「人日」顧名思義是人人的生日，故須學習互相尊敬。古時官府不會
在「人日」處決罪犯，家長不能在這天教訓小孩，老闆都不會選「人日」去訓斥下屬的。
學習彼此尊敬，又何此是在「人日」中才發生呢？人與人之相處貴乎真誠，彼此
建立互信友愛的關係，便能交心建立公司團結齊心的團隊，家庭各成員才能和睦共處，
國與國之間才能互利互助，締造真正持久的和平。要達至這些理想，人對待別人之態
度必須有同理心，不能歧視、輕視及忽視別人，各人須彼此尊重。這是源自造物主賦
與人的慈悲憐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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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舊約》的教導，已提醒人須關顧社區中的窮乏人，不向貧窮人放債取利 ( 出
22:25-27)，憐憫貧窮人 ( 箴 19:17)，收割麥田要留下四周供孤兒寡婦取用 ( 申 24:19)。
這是顛覆當時主流文化之價值觀的。到新約時代，人同樣看見主耶穌對待婦女之態度，
也是顛覆傳統猶太人貶低女性之價值。在神眼中，男與女的角色有不同，但地位都是
平等的。在耶穌及保羅的傳教生涯中，一班婦女的追隨與背後的支持，是整個宣教團
隊不能缺少的寶貴貢獻。
保羅在新約聖經《加拉太書》3:27-28 所言：「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
了。 並不分猶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
都成為一了。」基督耶穌的十架福音救贖，帶給人人平等自由，互相尊重，在基督耶
穌裡成為「新造的人」，活出為人在世真正的意義，叫所接觸的人能親嘗造物主賜與
世人真實永恆不改變的愛！ ( 完 )

星期二晚查經班
時間：2 月 19 日 ( 二 )7:30pm-9:30pm
地點：一樓 2-3 號室
講員：黃克勤牧師 / 博士
講題：福到
查詢：Louisa Tam (8114 2241)
歡迎兄姊邀請未信親友參加

全球領袖高峰會 ( 港福堂 )
時間：3 月 15 日 ( 五 ) 7:15pm - 9:15pm
3 月 16 日 ( 六 ) 9:00am - 4:30pm
地點：一樓禮堂
內容：由多位世界級領袖主講的領袖研習會 ( 視像播放 )
對象：歡迎所有希望提升領導力的人士，如職場領袖、信徒領袖、教牧同工報名參加。
票價 : HK$450 (2 月 17 日或之前報名，可享早鳥優惠價 HK$350 )
查詢：黃勁梅傳道（3150 1402) / Chloe （3150 1455 / gls@kongfok.org）
報名詳情請瀏覽網址 glskfc2019.eventbrite.hk（名額有限，欲報從速）

聖樂部﹕招募節期詩班員
受難節崇拜及復活節主日獻詩 - 4 月 19 日（五）6:00pm - 7:30pm 及 21 日（日 ) 12:00nn - 1:30pm
獻唱："How Great Thou Art" Cantata (by David Clydesdale)
指揮：陳晃相弟兄
練習日期 / 時間（共 7 次，出席最少 5 次）
日期﹕ (1) 3 月 10、17、24、31 日、4 月 14 日（日）2:00pm-4:30pm
(2) 4 月 11 日 （四）及 4 月 17 日（三，最後排練， 務必出席）7:00pm-9:30pm
(3) 總綵排（務必出席）：4 月 19 日（五）3:00pm-5:00pm
申請表格 - 接待處索取
查詢及交表﹕王國風傳道（3150 1412）或
陳貞風姊妹
截止日期﹕ 2 月 24 日（日）

申請資格﹕
- 已受浸的基督徒
- 恆常參與牧區達 3 個月或以上
- 新參加者需要經部牧及指揮面談及試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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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崇拜報告事項
1. 本堂奉獻支票請寫以下抬頭 ( 大家請留意刪減“有限公司”或“Limited”)：“中
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或“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China–Kong Fok Church”
2. 吳宗文牧師的《豬年八戒》中英文小冊將於農曆年前後在禮堂外發售，每本 20 元，
籌得款項將全數捐基督教文字出版事工。
3. 本堂於 2019 年 1 月 12 日起，粵語各堂崇拜於牧禱後收奉獻，敬請會眾留意。請會
眾學習準時參加崇拜，由三月起牧禱前到達，才能入座禮堂崇拜。
4. 2018 年第 4 季浸禮及入會禮之兄姊，可於接待處簽取合照。
5. 流感期間會眾宜點頭、免握手；身體不適如有流感徵狀，請留家休息，聆聽教會網
頁講道信息。教會接待處備口罩供應。
6. 由於香港教育局宣佈幼兒中心及幼稚園停課，現決定暫停本堂所有幼兒聚會，包括
AWANA、BB Playgroup、嬰兒崇拜及幼兒主日學，首階段為期三星期（26-27/1，
2-3/2 及 9-10/2)，敬希各家長垂注。
7. 請 1 月 20 日訂購《田家炳﹕朱子治家格言與信仰之路》小冊子者，到圖書閣領取。
8. 鼓勵會眾一同參與 3 月 6 日至 4 月 21 日全教會兩文三語大齋期 (Lent) 耹聽聖經之
活動。大家可以手機 Apps Playstore 或 I phone Apps 輸入："One Hearing the Word"
下載，屆時有中英語之靈修閱讀路加福音及使徒行傳。

二零一九年二月份粵語周六及主日崇拜內容
日期

性質

講員

講題

經文

2/3

門訓系列
聖餐主日

林誠信牧師

在基督裡的生命

西 2:6-15

9/10

新春主日
( 年初五、六 )

吳宗文牧師

豬年八戒之
浪子回頭金不換

路 15:11-31

16/17

門訓系列

王國風傳道 ( 晚、中 )

使人自高自大的規條

黃勁梅傳道 ( 早、午 )

被迷失的自由

23/24

兒童主日

孫靜敏傳道

你能守得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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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2:16-23
申六 :1-9

2019 年港福堂邁進 35 周年
請兄姊預留時間出席以下堂慶聚會﹕
（一）10 月 4 至 6 日 ( 周五晚、周六晚及主日崇拜 ) 堂慶培靈會
講員：郭文池牧師博士 ( 播道神學院院長 )
（二）12 月 25 日 ( 周三晚 )：假灣仔會展宴會廳舉行「教會 35 周年堂慶感恩晚宴」

代禱事項
世界 ( 提前 2：1-2)

委內瑞拉爆發政治危機，未有完滿解決的迹象。教宗方濟各呼籲各方以和平方式化解危
機。求主叫各方克制，免國家陷入戰爭。

國家 ( 羅 13：1-5)

在這春節，上億的國民會回鄉歸家渡新歲，求主保守他們有平安的旅途，享受神賜的天
倫之樂。

社會 ( 耶 29：7)

在這新的一年，求主幫助香港的社會能多些寛容，互相幫助，携手共創一個和諧的社會，
培育新一代的年青接班人。

教會 ( 弗 6：18)

1. 記念 3 月 6 日至 4 月 21 日全教會兩文三語會眾一同參與大齋期 (Lent) 耹聽聖經之活
動。
2. 記念農曆新年兄姊外遊團年之旅途平安。

肢體 ( 雅 5：13-16)

為患病肢體祈禱：吳浣菁、林楊金蓮、蔡秀娟、Pauline Chan、黎香、Grace Tsui、何劉
愛蓮、潘燦國、盧慧英、龐國本、Catherine Kuo、呂浠瑜、繆詠湘、CoCo Fu、陳少珊
及陳范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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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及下主日 (11/2-17/2) 聚會時間表
弟兄區周一弟兄團契

周一 7:30pm 專題

1 樓禮堂及 2 樓

姊妹區週一團契

周一 7:30pm 小組查經：路一 57-80

1 樓禮堂及 1 樓

智慧的母親

周二 10:00am 分組查經

1 樓副堂及 1 樓

姊妹區紫羚團契

周二 10:30am 休 會

常青區約書亞團契

周三 10:30am 休 會

弟兄區周三弟兄團契

周三 7:30pm 專題：職場摩西

1 樓 2 號室

港福詩班

周四 7:30pm 詩歌練習

1 樓 2 號室

職青區 RML 團契

周四 7:30pm Roots of My Love? Valentines Day Special 1 樓副堂

喜樂祈禱會

周五 9:30am

常青區喜樂團契

周五 10:45am 十二使徒行蹤

1 樓副堂及 1 樓

國語區姊妹團契

周五 10:45am 《約翰福音》

2 樓 201-203 號室及小禮堂

喜樂詩班

周五 1:45pm 詩歌練習

1 樓聖樂室

成年區

周五 7:30pm 小組活動

1 樓副堂及 1 樓

國語區查經團契

周五 7:30pm 《約翰福音》

1 樓 2,3,9 號室

國語區夫婦團契

周六 1:30pm 休 會

學青區初中 Silas 團契

周六 1:30pm Character-building: personality test

1 樓 8 號室

學青區提摩太 ( 高中 ) 小組

周六 2:00pm Follow up 查經：神點樣指引？

1 樓 14 號室

職青區但以理團契

周六 3:00pm 與神連繫專題：點讀至有用？

2 樓小禮堂

敬拜隊

周六 3:30pm 詩歌練習

1 樓禮堂及聖樂室

夫婦區信實團契

周六 2:30pm 新春團拜：你們夫婦的生肖相配合嗎？

1 樓禮堂

兒童詩班

周六 3:30pm 逢第一、三周：詩歌練習

2 樓 204-205 號室

夫婦區 Agape 團契

周六 3:30pm 生肖專題：你們夫婦的生肖相配合嗎？

1 樓 2-3 號室

英語團契 (Adults)

周六 4:00pm Roots & Wings

1 樓 11 號室

AWANA

周六 5:15pm 分班上課

智慧的父親

主日 9:00am

2 樓 204, 210 號室
遠東金融中心 UG
四季悅日本餐廳偏廳
1 樓 12-13 號室

Wisdom for Father

周六 4:30pm

101 福音班

主日 10:30am
周六 4:30pm

102 浸禮班

1 樓 2 號室

祈禱會

主日 10:30am

耶穌受難

海富中心商場 308 號室

門徒的標記－浸禮聖餐

2 樓 201 號室
海富中心商場 304 號室

103 會籍班

主日 9:15am

300 從約翰福音看聖靈

主日 10:30am 聖靈與聖徒的關係

海富中心商場 304 號室

常青主日學

主日 10:30am 憂慮

大專查經組 ( 英語 )

主日 12:00nn Hot Topics

海富中心商場 314 號室
遠東金融中心 UG
四季悅日本餐廳偏廳
2 樓 202 號室

聖經主線大追蹤

主日 12:00nn 創世記第 43 章

1 樓 11 號室

港福約章

兒童區主日學 / 地點：二樓
9:00am 幼兒主日學
幼兒 (PN)
低班 (K1)

10:30am 幼兒主日學
幼兒 (PN)

天父造了花草樹木

中班 (K2)

美麗的伊甸園

高班 (K3)

哈拿的禱告

9:00am 小一至小五 兒童主日學

耶穌和罪人吃飯

分班上課

低班 (K1)

耶穌受試探

10:30am Tweens
小六至 S2 兒童主日學

中班 (K2)

不怕困難的尼希米

Created in God's Image: You're
God's Handcrafted Masterpiece

高班 (K3)

變水為酒

12:00nn 普通話兒童主日學

嬰兒崇拜 (0-2 歲 )
地點：樓嬰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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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小：迦拿的婚宴
幼高﹕好牧人耶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