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3 年 3 月 25-26 日

【土耳其及敘利亞大地震】代禱信

敬愛的林牧師：

願你和弟兄姊妹平安！

2023 年 2 月 6 日，土耳其東南部與敘利亞接壤地區發生強度達 7.8 級的大地震，

至今逾 4,000 人罹難，傷者數以萬計。據我們親身經歷地震的前線同事分享，很多家庭

都驚恐地冒著雪跑到街上，同時仍有很多人被困在瓦礫下。他們分享說：

「地震只持續了三分鐘，但感覺像一輩子那樣長。我住在二樓，所以要帶著子女

和 80 歲的母親撤離。但整棟樓房都在搖晃，我連站也站不穩。」

「我和家人、鄰居都很驚慌。同時，聽到其他人面對的困境，特別是那些要忍受

嚴寒、雨淋和飢餓的流徙者，我們也感到很心痛。我的心情很複雜。」

土耳其是全球最大的敘利亞難民收容國，而這次地震的震央一帶聚居著大量敘利

亞難民。自從 2011 年爆發的敘利亞內戰令他們被迫逃離家園後，現在又再次因為不幸

而備受全球關注。我們懇請弟兄姊妹為受土耳其及敘利亞地震影響的脆弱兒童和家庭

祈禱：

•	求主安慰在地震中失去摯親及家園的災民，尤其是受傷和受驚的兒童，賜他們

力量和勇氣渡過難關。

•	求主拯救仍被困和正在等候救援的災民，也讓受傷者能夠盡快得到醫治。

•	求主幫助災民在寒冬中覓得棲身之所，保守災區的食水及電力供應。

•	求主帶領宣明會和其他救援組織的工作，讓他們迅速回應災民的需要，為受苦

的人帶來幫助，恢復他們對未來的希望。

•	求主激發眾弟兄姊妹的愛心，樂意伸出援手關懷災民，作成為美好的見證，讓

受災的兒童和家庭經歷神的恩典和大愛。

地震發生後，宣明會已經在兩國評估災情及需要，並開展救援工作，首要為災民

提供的支援將涵蓋水利衛生、醫療、棲身之所及保護等方面。此外，由於當地正值嚴冬，

氣溫降至零度以下，我們已經開始派發燃料及保暖物資，幫助災民保暖。我們與合作

伙伴的初步評估顯示，除了食物和日用品，當地目前急需燃料，為醫療設施及避難中

心恢復供應暖氣和電力。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
電話：2521 2500 ／電郵：efcckfc@kongfok.org
傳真：2525 1836 ／網址：www.kongfok.org 
堂址：香港金鐘夏慤道 16 號遠東金融中心 1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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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的禱告和守望，能夠支持我們為災民提供適切援助，讓他們重拾希望。如欲

了解更多宣明會的救援工作，可登入 www.worldvision.org.hk/our-work/emergency-relief/
turkey-syria-earthquake-response 或致電致 2399 8630 或 WhatsApp 53208287 與周永基弟

兄聯絡。

 「我在一切事上都給你們作了榜樣：我們必須這樣勞苦來扶助軟弱的人，並要

記住主耶穌的話，他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 20:35, 新漢語譯本）

主內，周永基（Chris）
香港世界宣明會教會關係組

最後更新：2023/03/10
最新消息：

土耳其接壤敘利亞邊境的大地震，死亡人數至今已經超過 50,000，宣明會在災後的初

步評估顯示，於敘利亞西北部：

•	 94% 受訪者的住所受損，當中 51% 更被完全摧毀

•	 93% 受訪者需要保暖衣物等禦寒物資

•	 53% 受訪者需要急救包及其他護理傷口用品

•	宣明會在地震發生後數小時內，已迅即聯同當地合作伙伴展開緊急援助。截至

2023 年 2 月底，我們已經為 41,926 人提供援助，包括：

•	為 12,753 人提供食物

•	為 19,155 個家庭提供暖爐及燃料，讓他們得以保暖及使用電力

•	為 11,985 人提供現金援助，讓他們可為家人購買食物及生活所需

•	為 6,646 個家庭提供日用品，包括衛生用品、暖氈等

•	在敘利亞境內的醫療中心，逐步為約 100,000 人提供醫療援助

•	在援助初期，為醫院及救援組織提供逾 17,000 公升燃料，讓醫療服務及搜救工作

得以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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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 ...........................................................................................吳安強牧師／楊芝華牧師

家事分享： ...................................................................................吳安強牧師／楊芝華牧師

讚頌： ............................................................................... 領詩：蕭乃新弟兄／李承希傳道

牧禱奉獻： ......................................................................................................................主席

講道： ...........................家內，合宜相待（何西阿書 11:1-9） ........................ 屈偉豪院長

回應： ............................................................................... 領詩：蕭乃新弟兄／李承希傳道

祝福差遣： ...................................................................................吳安強牧師／楊芝華牧師

祈禱服事： ..............................................................................................................教牧同工

榮美冠冕（曲／詞：霍志鵬，編曲：石頌詩；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
（V）現我一心進入祢居所，仰望祢聖潔的臉，為祢真心以敬畏歌聲，誠然謙卑屈膝
讚頌。（Pre-C）在世途路裡，祢拖帶看顧，給我輕聲指引。在困難盡處，祢解我憂困，
伴我過危難試探，助我高飛。（C）祢讓我高升，我所有一切，皆出於祢手裡，我在
這生足跡，全是祢在，永恆掌管引牽，世上權柄 國度興衰，也有祢的允許，給我力量 
將我扶持，現我在祢聖所 獻榮美冠冕。（Coda）給我力量，將我扶持，現我在祢聖所，
獻榮美冠冕。

祝福我家 （曲／詞 :鄧淑儀；版權屬基恩敬拜音樂事工）
（V）求主祝福這個家，願祢常與我們同在，耶穌在這裡一切已足夠，因祢大愛讓我
們在一起。（C）彼此相愛 彼此代求，如遇巨浪牽手一起跨過，神同在太美好，齊衝
破冷漠的世代，攜手見證神是愛。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祢聖殿 (曲／詞：方文聰，玻璃海，版權屬玻璃海樂團所有 )
（V1）主，祢是我亮光，是我生命的保障。主，祢是尊貴，祢是可畏，是我的高台。
（V2）主，祢是我牧者，是我生命的安慰。主，祢是拯救，祢是寬恕，是我的盾牌。
（PC）擡頭吧，別再被勞役。降服吧，瞎眼都可看見。從壓制裡，獲釋放，祢國要彰
顯。（C）我要一生一世，住在祢聖殿。我要一心一意，尋求祢面。我要不惜一切，
順服祢訓示。盡情地，獻上，作活祭。（Coda）盡情地，獻上，作活祭。

回應詩 ：祝福我家（曲／詞 :鄧淑儀；版權屬基恩敬拜音樂事工）（參投影）
（V）求主祝福這個家，願祢常與我們同在，耶穌在這裡一切已足夠，因祢大愛讓我
們在一起。（C）彼此相愛 彼此代求，如遇巨浪牽手一起跨過，神同在太美好，齊衝
破冷漠的世代，攜手見證神是愛祢。

週六晚堂及主日早堂家庭崇拜

主席：李承希傳道 司事：黃達先及組員 司琴：敬拜隊 直播：余李美蘭

音響：ProMedia 投影：朱海燕 / 楊永樂  影像：吳鳳儀

晚堂 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晚上五時三十分

主席：唐力行傳道 司事：陳碧琪及組員 司琴：敬拜隊

音響：ProMedia 投影：廖翠茵 影像：楊永樂 / 梁嘉儀

插花：盧梁小蓮  奉獻點核：楊劉月嫦／劉志華

早堂 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六日早上九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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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歌和散那（世頌 194，版權屬 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 所有）
（1）孩童高歌「和散那」，眾口齊聲歡唱，歌聲美妙極動聽，穿越聖殿棟樑。（2）
主耶穌曾為祝福，擁他們在懷中，孩童天真齊歌唱，獻上最美讚頌。（3）從橄欖山
跟隨主在歡樂人群中；揮舞勝利棕樹枝，讚美聲清且洪。（4）掌管天地大主宰，謙
卑騎驢前來，祂不蔑視眾孩童，竟願溫順等待。（5）「和散那歸至高神」，遠古歌
仍頌唱，因基督是救贖主，也是天上君王。（6）讓我眾永讚頌祂，以心、以靈、以聲，
與主同在大歡欣，永遠快樂頌稱。（副）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救贖主！

願我家基督化（世頌 435，版權屬 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 所有）
（1）願我家基督化，全家都愛讀經學真理，追求能明白救主旨意，讓主愛作冠冕美
無比；願我家基督化，願我家基督化。（2）願我家基督化，父親既真誠、強壯、堅固，
我全家不讓罪惡捆綁，有喜樂相親愛常歌唱，願我家基督化，願我家基督化。（3）
願我家基督化，母親既溫柔、關懷、愛護，常教人明真道負責任，有耶穌在我家作主
人，願我家基督化，願我家基督化。（4）願我家基督化，兒女在主愛裡蒙教導，得
知主真、美、善、真奇妙，願我家像祭壇常禱告，願我家基督化，願我家基督化。

紫羚詩班獻詩： "Panis Angelicus"《天使之糧》
Panis angelicus, Fit panis hominum, Dat panis coelicus, Figuris terminum, O res mirabilis! 
Manducat dominum. Pauper, pauper, Servus et humilis. Pauper, pauper, Servus et humilis.
(Repeat) 至聖的上帝，全能的主宰，我們在天上的父，請聽我們祈禱。願更加認識你，
願更加愛你，天父天父！賜下袮恩典真理，天父天父！救我脫離罪孽，管理我們的心，
指引我們的路，受傷的時候，求袮使我得安息，當試煉臨到我，用大能扶持我，賜我
們平安，聽我們祈求，啊顯出你的慈悲，讓我們永遠讚美袮。

回應詩 : 樂哉家庭（生命聖詩 507，版權屬宣道出版社所有）（請參投影）

歡迎： ...........................................................................................楊芝華牧師／吳安強牧師
家事分享 ： ..................................................................................楊芝華牧師／吳安強牧師
宣召 ： ..........................................................................................楊芝華牧師／吳安強牧師
讚頌： ...................................................................................................領詩：伍翁瑪利姊妹
牧禱奉獻： ......................................................................................................................主席
獻詩： ................................ "Panis Angelicus"《天使之糧》 .................................紫羚詩班
講道： ...........................家內，合宜相待（何西阿書 11:1-9） ........................ 屈偉豪院長
回應： ...................................................................................................領詩：伍翁瑪利姊妹
祝福差遣： ..........................................讚美一神 ........................楊芝華牧師／吳安強牧師
祈禱服事： ..............................................................................................................教牧同工

主席：李志輝傳道 司事：黃文生及組員 風琴：雷伍淑姬 鋼琴：呂孫妙光

音響：ProMedia 投影：林騰飛 影像：伍寶玲 / 陳美華

奉獻點核：楊劉月嫦／劉志華

主席：蔡宇稜傳道 司事：劉平及組員 風琴：雷伍淑姬 鋼琴：呂孫妙光

音響：ProMedia   投影：張漢清 / 余妙娟      影像：謝景鵬 / 吳瑞琪 直播：余李美蘭

主日中堂及午堂家庭崇拜
中堂 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六日早上十時三十分

  午堂 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午十二時正

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午十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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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堂 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午十二時正 歡迎： .................................................................................................................. 李玉華姊妹
讚頌： .................................................................................................................. 黎彥成弟兄
禱告： ......................................................................................................................唐然傳道
信息： .......馬可福音講道系列第五十講：彼得不認主耶穌 ( 可 14:66-72)..... 林明才傳道
回應： .................................................................................................................. 黎彥成弟兄
奉獻與歡迎： ...................................................................................................... 李玉華姊妹
祝福： .................................................................................................................. 林明才傳道

國語區禱告分享國語區禱告分享

1. 感謝主的恩典看顧。慶賀王曦（Terry）及吳雅琼（Yetta）夫婦家庭於本月平安誕
下一女。求主繼續帶領小朋友的成長，賜福全家。

2. 求主帶領即將到來的受難日默想及復活節感恩聚會。願與眾弟兄姊妹能一起默想
耶穌基督的受難，更同心慶祝主的復活。生命被主更新。

主日普通話崇拜程序
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午十二時

主席： 李玉華 司事：王靜凜及組員 司琴：孫亦凝

影音： 杜漢士 投影： 李詠秋 奉獻點核：楊劉月嫦／劉志華

祢永遠如此深愛著我（版權屬  讚美之泉音樂事工 所有）
每滴寶血為我而流，每個刑罰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環繞，失望羞愧時，你仍擁
抱著我，主耶穌，你永遠如此深愛著我，十架上釘痕的手告訴我，你永不放棄我，主
耶穌，你永遠如此深愛著我，不論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難逼迫，都不能叫我與你愛
隔絕。何等長闊，何等高深，天離地多高，你愛多浩大，無法測透，永遠無盡頭，我
要張開雙手來領受。

傾聽我的心（版權屬  讚美之泉音樂事工 所有 ）
當我悲傷難挨，訴不盡最深的悲哀，親愛主，喔，我的主，懇求你傾聽我的心。當我
希望滿懷，道不出美的期待，親愛主，喔，我的主，求你傾聽我的心。求你聆聽我每
一個心跳，那是我最虔誠最渴慕的祈禱，求你聆聽我每一個心跳，告訴我，你什麼都
明瞭。

永遠的依靠（版權屬  詩集永遠的依靠 所有）
每當我面對風浪，你總在我身旁，生命福份與我分享，更深地渴望。每當有困境阻擋，
你旨意不搖晃，使我心中滿有平安，充滿無限希望。你是我永遠的依靠，堅守信心來
宣告，我真實經歷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遠的依靠，堅守信心來宣告，當我
來全心敬拜，神蹟就在不遠前方。

2023 年 Q1 培訓課程
下周課程（1-2/4）

課程 時間 內容 地點

101 福音班 上午 10:30-11:30 結業聚會 1 一樓 1號室
102 水禮班 中午 12:00-1:00 結業聚會 1 茶水間

103 會籍班 上午 9:15-10:15 課程完結

福音書精讀 中午 12:00-1:00 課程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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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Service Preaching Roster in April 2023

Praise and Worship  .......................................................................................... Helaina Chow
Welcome and Offering  ............................................................................Rev. John Snelgrove
Sermon  ..The Parable of the Rich Man and Lazarus （Luke 16:19-30）  ... Ps. Johnny Wong
Closing Prayer  ........................................................................................Rev. John Snelgr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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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uld love to 
have you! For enquiry,  please contact kfci@kongfok.org. To join our worship 
service on YouTube Live,  please scan the QR code.

25 March 2023 (Sat)	Worship on YouTube Live starts at 5:30pm
English Worship

Date Speaker THEME : The Parables of Jesus （Gospel of Luke）; Saved 
People Serve People

1 Ps. James Tang The Parable of the Pharisee & Tax Collector (Luke 18:9-14)

8 Ps. Michelle Lo The Parable of the Tenants (Luke 20:9-18)

15 Rev. John Snelgrove Serving Satisfies Me (John 4:1-38; Mark 6:30-44)

22 Susanna Ma Hui Sharing from a Champion

29 Ps. Johnny Wong Serving Changes Me (John 2:1-11; 
Ephesians 2:10, 4:7-13; 1 Peter 4:10)

日期 講員 講題 經文

5 林明才傳道
馬可福音講道系列第四十九講：

耶穌在公會受審問
( 可 14:53-65)

12 唐然傳道 我要向山舉目 ( 詩 121:1-8)

19 溫偉耀博士 猶大為甚麼會墮落？
( 約 13:1-4, 

10-11, 21-30)

26 林明才傳道
馬可福音講道系列第五十講：

彼得不認主耶穌
( 可 14:66-72)

二零二三年三月份普通話崇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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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三年四月份學青崇拜內容 (10:30am-11:40am)

日期
The Messianic Secret: The Study of the Book 

of Mark (IV)
經文 講員

2 詮釋律法的權威：與文士領袖的辯論（Authority in 
Interpreting the Torah: The Argument with the Pharisees）

Mark 7:1-23 李承希傳道

9 復活節信息：福音的復活大能 (Easter Message: The 
Power of Resurrection)

Luke 24:1-11 王恩瀚傳道

16 彌賽亞秘密的前夕：耶穌的眾多事工 (Miracles and 
Ministries before Messianic Identity Disclosed)

Mark 7:24-8:26 孫靜敏牧師

23 彌賽亞秘密：耶穌事工的意義 (The Messianic Secret? 
The Aim of Jesus's Ministry)

Mark 8:27-38 林朗熙傳道

30 登山變像：耶穌本像的展現 (Transfiguration and 
Healing Miracles)

Mark 9:1-29 孫靜敏牧師

 二零二三年四月份粵語週六及主日崇拜內容

日期 性質 講員 講題 經文

1/2
門訓系列

聖餐主日

李志輝傳道 （晚、早堂） 不可能的成為可能
可四 35- 五 20

唐力行傳道 （中、午堂） 你是誰？

8/9 復活節主日
蔡宇稜傳道 （晚、早堂） 開我眼睛  使我看見 路 24:12-34

孫靜敏牧師 （中、午堂） 傷痕 Vs 盼望 彼前 1:3-5

15/16 福音主日 林以諾博士 扭轉命運的大能 帖前 1:5

22/23 門訓系列主日
李康莛傳道 （晚、早堂） 恢復我心

可五 21-43
黃勁梅傳道 （中、午堂） 兩個女兒的故事

29/30 門訓系列主日 李文耀博士 傳道者當有的品性 可六 1-29

粵語崇拜報告事項粵語崇拜報告事項

1. 4 月份《福徑》截稿日期為  4 月 3 日（一），敬希留意。稿件請電郵至

wob@kongfok.org。
2. 2022 年度奉獻截數日期為 2023 年 3 月 31 日 ( 五 )( 以收到奉獻之日期為準 )；奉

獻收據 ( 作報稅之用 ) 將於稍後發出。4 月 1 日或以後收到的奉獻，一概撥入 2023
年度，將不會計入 2022 年度。

3. 林誠信牧師取假於 3 月 21 日 ( 二 )與師母啟程往多倫多至 4 月 18 日 ( 二 ) 早上到

港。期間除探親休息外，也會於主日崇拜中講道，請代禱記念。

本堂辦公室清明節及復活節辦公時間：
4 月 5 日 ( 三 ) 休息一天
4 月 7 日 ( 五 ) 下午三時至七時
4 月 8 日 ( 六 ) 下午三時至七時
4 月 9 日 ( 日 ) 照常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
4 月 10 日 ( 一 ) 休息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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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Q2 培訓課程
今期開辦課程（開課前一星期截止或額滿即止）

課程 導師 堂數 日期 時間

101 福音班
王國風傳道、

王黃月卿姊妹
8+1 30/4 - 25/6（日） 上午 10:30 - 11:30

102 水禮班
黃勁梅傳道、

林朗熙傳道
8+1 30/4 - 25/6（日） 中午 12:00 - 1:00

103 會籍班
李文正弟兄、

孫靜敏牧師
7+1 14/5 - 9/7（日） 上午 9:15 - 10:15

詩篇 吳安強牧師 8 23/4 - 25/6（日） 中午 12:00-1:00

詩人的眼界（網上）
唐力行傳道、

林朗熙傳道
8 24/4 - 3/7 （每週上載一堂）

常青 101福音班 吳周婉貞傳道 8+1 30/4 - 25/6（日） 上午 10:30-11:30

與播道神學院合辦課程

被擄後先知書之

瑪拉基書
李耀華先生 7 13/4 – 25/5（四） 晚上 7:30 - 9:20

全民讀經

「聖經主線大追蹤」

讀經小組

祈禱部

（地點 111房，可直
接到課室報名）

恆常 逢主日 中午 12:00-1:00

以上課程請於網上報名，詳情可參考教會網頁或掃描以下二維碼。

與播神合辦課程報名 主日學課程報名

查詢：

培訓部 training.dept@kongfo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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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代禱事項

世界（提 前 2：1-2） 
阿富汗東北部週二晚（21 日）發生 6.5 級地震，連同鄰國巴基斯坦，造成最少 13 人死，

逾 100 人受傷。求主憐憫減低地震帶來的傷亡，並透過當地教會或機構安慰受害者家

人。塔利班政府掌權以來，基督教群體仍然生活在深深的恐懼之中，一旦被發現就會

面臨暴力迫害。請為信徒的安全和保護他們不被發現禱告。願主親近他們，用食物、

藥品來滿足他們的需要，並保護他們不受傷害。同時也為年輕女孩的父母禱告，他們

想把女兒送到學校接受教育，但面臨政府的限制。請為塔利班政府改變心意禱告，讓

他們將女孩和婦女視為對經濟和社會的平等貢獻者。

國家（羅 13：1-5）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於 23 日（周四）通報了六名被查的央企領導，涉及國家電力投資集

團、國家能源集團、大唐集團、國家電網等主要電力央企。其中，國家電網更是中國

最大電網公司，經營區域覆蓋 26 個省，供電服務人口超過 11 億。感謝公義的主，讓

中紀委能把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的央企領導歸案接受監察調查。求主繼續使國家成為一

個更廉潔公正的社會。

社會（耶 29：7）
本港逐步復常，經濟活動隨之增長，連帶盜竊案件亦顯著上升。據警方資料，本年首

兩個月的盜竊案件達 3,341 宗，較去年同期大增 37%。求主加能賜力給警方，使盡力盡

快把匪徒繩之於法，給心懷不軌的人起更大的警示作用。又求主使人心醒悟，不要為

經濟、金錢等等不同的利益勾起貪念，盜取、掠奪他人的財物，敗壞自己的心靈，得

罪人更得罪神

教會（弗 6：18） 
1. 記念各牧區關顧及支援有需要協助的染疫家庭，求主醫治。

2. 記念社關部聯同各牧區在新的一年與南區之教會合作，服侍有需要的基層家庭。

3. 4 月 15 至 16 日舉行福音主日崇拜，記念講員林以諾博士之信息及兄姊邀請未信主

親友出席的心志。

肢體（雅 5：13-16） 
1. 為患病肢體祈禱：吳浣菁、林楊金蓮、蔡秀娟、黎香、Grace Tsui、何劉愛蓮、盧慧英、

Catherine Kuo、呂浠瑜、繆詠湘、陳少珊、陳范瑞華、姚志榮、潘鈺鏵（嬰兒）、

布北好、余逢年、余元康、梁彩蓮及鍾柏南。

2. 姊妹區週一團契陳珊珊姊妹之老爺陳漢添弟兄於 3 月 4 日（六）安息主懷，喪禮於

3月 26日（日）下午 4:00假紅磡萬國殯儀館地下 (孝思禮堂 )舉行，求主安慰家人。

3. 姊妹區週三團契吳婉薇姊妹（May）之父親，吳根弟兄於 3月 10日（五）安息主懷，

安息禮拜於 4 月 11 日（二）晚上 7:30 假紅磡萬國殯儀館二樓福海堂舉行，求主安

慰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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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及下主日（27/3-2/4）聚會時間表 

兒童主日學  地點 :2 樓

幼兒（PN至 K3） 兒童（小一至小六）

9:00am 10:30am 9:00am 12:00nn ( 普通話 )

分班上課 分班上課 2 樓

嬰兒崇拜 (0-2歲 ) 暫停

常青區約書亞團契 週三 10：30am 復活的喜信 1 樓禮堂及 1 樓

常青區喜樂團契 週五 10：45am 喜樂佈道會 1 樓禮堂及 1 樓

常青區喜樂團契祈禱會 週五 9：30am 祈禱 1 樓 102 號室

夫婦區信實團契 週六 2：30pm 嗌不成交 （羅 12:19） 1 樓禮堂及 1 樓

夫婦區 Agape 團契 週六 3：30pm 嗌不成交 （羅 12:19） 1 樓 102 及 103 號室

弟兄區週一團契 週一 7：30pm 專題查經：路 10:25-37 1 樓禮堂及 2 樓

弟兄區週三團契 週三 7：30pm 小組聚會 1 樓及 102-103, 115 號室

弟兄區 Venturers 週三 7：30pm Living Victoriously 1 樓 108, 109 號室

姊妹區週一團契 週一 7：30pm 小組：撒上 4:1-22 1 樓禮堂及 1 樓

姊妹區紫羚團契 週二 10：30am 貞潔新世代（與智慧的母親聯合聚會） 1 樓禮堂及 1 樓

姊妹區智慧的母親 週二 10：00am 貞潔新世代（與紫羚團契聯合聚會） 1 樓禮堂

姊妹區週三團契 週三 7：30pm （12/4） 聖靈果子—喜樂 副堂

成年區 週五 7：30pm 休會

職青區 RML 團契 週四 7：30pm 社區考察 1 副堂

職青區但以理團契 週六 3：00pm 操練的反省與鼓勵 二樓小禮堂

學青區巴拿巴（大專）團契 週三 8：00pm 查經、分享 1 樓 111 號室

學青區提摩太（高中）團契 週六 2：00pm 查經、分享 2 樓 208-209 號室

學青區 Titus Fellowship 
（English）

週六 3：00pm 查經、分享 2 樓 206 及 207 號室

兒童區 AWANA 週六 5：30pm 分班上課 2 樓

國語區樂齡團契 週四 10：30am 身、心、靈、群 1 樓 112-113 號室

國語區生命恩泉（姐妹）團契 週五 10：30am 智慧的母親 ( 合神心意的家庭 ) 1 樓副堂及 2 樓

國語區職場團契 週五 7：30pm 信仰與工作 1 樓 112-113 號室

國語區普通話夫婦團契 週六 10：30am 夫妻相處之道（第四週六聚會） 1 樓副堂

國語區中學生團契 主日 12：00nn 專題 2 樓小禮堂

英語區團契 週三 8：00pm 查經、分享 1 樓 114 號室

英語區 SCP 團契 週四 8：00pm 查經、分享 1 樓聖樂室

兒童詩班 週六 3：30pm 逢第一、三周：詩歌練習 2 樓 204-205 號室

港福詩班 週四 6：30pm 詩歌練習 1 樓 102 及 103 號室

喜樂詩班 週五 1：45pm 詩歌練習 1 樓聖樂室

敬拜隊 週六 3：00pm 詩歌練習 禮堂

 祈禱部聖經主線大追蹤 主日 12：00nn 約翰福音 16 章 1 樓 111 號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