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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1 月 26-27 日

淺談感恩節及將臨期之傳統

　　每年 11 月第四個周四是美國人傳統
的民族大節日─感恩節。很多美國人會趁
此假期與家人相聚，一起吃火雞大餐。探
究此傳統之由來，實與基督教歷史有密切
關係。

　　在 1620 年 9 月，102 位英國的清教徒
登上了一艘重 180 噸、長 90 英呎的木製
帆船─「五月花」號，展開了橫渡大西洋
的冒險航程。事緣清教徒因不滿當時英國
國教之頹廢，發起了一場宗教改革運動。
可惜，運動非但失敗，且換來極大的宗教
及政治逼害。為了自由，他們寧願冒生命
危險，遠赴美洲新大陸，於今日的美國麻
省新英格蘭之普利茅斯港登陸。時值寒
冬，他們在島上找不著食物，也缺乏求生
的技能，多人因嚴寒天氣、飢餓與傳染病
相繼死亡，至翌年春天只剩下 50 人。在
這絕望的一刻，他們遇到一群印第安人，
送上食糧並教懂他們捕魚、耕種、狩獵等
求生技能。在 1621 年的秋天，經歷第一
次收成後，他們為感謝神，獻上蔬果穀物，
並訂每年 11 月第四個周四為感恩節。

　　中國人的節期有「冬至」，也是大家
很看重的日子，所謂「冬至大過年」。一
家人能團聚一起吃飯須珍惜，且要學習感
恩，因凡事非必然。人須存謙卑的心感激
天父的恩典及向周圍的人說聲「感謝」。
人人若能彼此尊重，向造物主感恩，人際
間的不和與戾氣便能消除。老子曾言：「罪
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
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中國文化
確有感恩的意識，但民族性格卻較內歛，

羞於表達。華人信徒須在日常生活中表達
出這種凡事向神感恩、知足常樂的精神
( 帖前 5:16-18)。

　　教會聖曆是禮儀教會具體教導會眾基
督生平之方式，每年始於 11 月底將臨期
第一主日，上承基督君王主日 ( 約是 11
月第三周之感恩節主日 )，下啟 12 月 25
日之聖誕崇拜。吳牧師過去在港福堂已設
立了這節期中燃點燭光的優良傳統。近年
教會多了一些新來賓與兄姊，可能對此節
期稍覺陌生，現試簡述如後，讓大家能投
入敬拜，向神獻上感恩並預備好身心靈記
念救主耶穌基督之降生與再來。將臨期
(Advent) 之意義與焦點實有兩方面，除了
慶祝耶穌基督第一次卑微的降生外，還有
期待祂以君王的身份第二次榮耀的再來。
故此，教會聖曆在這段時間頌讀經文之主
題會圍繞罪之審判、永生盼望及忠心交帳
候主再來等。

　　將臨期所用之蠟燭主要是紫色，喻表
人以悔罪及禁食的心去迎接耶穌基督為王
( 紫色是皇室色調 )。將臨期第三主日所用
的蠟燭是粉紅色，代表喜樂的心迎接救主
之來臨。聖誕日則用白色蠟燭，喻表基督
完美潔白、無瑕無罪﹗

　　今年點燭的時間會安排於兩個晚堂及
三個主日的午堂時段舉行。今年筆者已邀
請了常青區核心團隊、夫婦區核心團隊、
教牧核心團隊、執事核心團隊、社關部團
隊進行燃燭，向神感恩！（完）

林誠信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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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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 ...........................................................................................楊芝華牧師／林誠信牧師

家事分享： ...................................................................................楊芝華牧師／林誠信牧師

讚頌： .......................................................................................................領詩：黃靖瑋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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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道呼召： ..................... 智慧的限制（傳道書 9:13-10:15） ........................... 李文耀博士

回應： .......................................................................................................領詩：黃靖瑋姊妹

祝福差遣： ...................................................................................楊芝華牧師／林誠信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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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美三一上帝 (曲／詞：張樺，編曲：石頌詩、高寶強，版權屬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所有 )
(V)讚美，三一上帝，聖潔、尊貴、恩深，聖父、聖子、聖靈；奧妙！配得敬拜。(C1)
基督彰顯的愛無盡美麗，甘心釘死苦痛成就救贖，這奇妙恩典，述說聖父的愛，世界

唱和同聲。(C2)應許一生皆有聖靈引導，居於心中給予隨時幫助，同在至高處，同尊同

榮，榮耀三一上帝。

君王就在這裡 ( 詞／曲：曾祥怡，讚美之泉版權所有 )
(V) 聖潔耶穌，祢寶座在這裡，哈利路亞，祢榮耀在這裡。(C) 君王就在這裡，我們歡

然獻祭，擁戴祢為王，榮耀都歸於祢。君王就在這裡，大能彰顯這地，和散那歸於至

高神主耶穌。(B) 更多更多來高舉祢的名，更多更多來呼喊祢的名，更多更多來承認祢

是主，直到那日，我再見祢的面。(Coda) 和散那歸於至高神主耶穌。

不是倚靠勢力 (詩集：同心圓 ‧LOVE 愛 24，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  曲、詞：馬啟邦，編曲：
石頌詩、潘盈慧　參考經文： 亞四六 )
(V1)我每秒每分競賽，為掌控著我未來，祢智慧歷世覆蓋，我卻沒自量力。活著如沒祢

在，神祢的道高於我的道，願祢的旨意成就，唯有祢是道路、真理、生命。讓我放手

毫無保留。(C)我不再倚靠勢力，也不再倚靠才能 。乃是倚靠聖靈方能成事，要提到我

主名字，我不知道明天會如何，或會飢渴困苦疲乏，但我知道誰掌管明日，我也知道

誰拖帶我。(V2)神祢的道高於我的道，讓智慧反見愚拙，唯有祢是道路、真理、生命。

投靠祢的毫無所缺，(Coda)我也知道誰牽我手。

回應詩：不是倚靠勢力 (詩集：同心圓‧LOVE 愛 24，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  曲、詞：馬啟邦，
編曲：石頌詩、潘盈慧　參考經文： 亞四六 )

週六晚堂及主日早堂門訓系列崇拜程序

主席：黃勁梅傳道      司事：雷霆及組員 司琴：敬拜隊 音響：ProMedia
投影：劉沛茵 / 朱海燕 / 何美娟　影像：李民正 / 楊永樂 / 林騰飛  直播：廖偉文   

晚堂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五時三十分

主席：吳周婉貞傳道 司事：盧燕儀及組員  司琴：敬拜隊 音響：ProMedia 
投影﹕梁翠環                影像﹕陳碧琪 插花：盧梁小蓮  
奉獻點核：賴伍婉明／葉蘭芬

早堂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早上九時正

中堂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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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堂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五時三十分

主席：吳周婉貞傳道 司事：盧燕儀及組員  司琴：敬拜隊 音響：ProMedia 
投影﹕梁翠環                影像﹕陳碧琪 插花：盧梁小蓮  
奉獻點核：賴伍婉明／葉蘭芬

祢真偉大（世頌 6，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
（V1）主阿！我神，我每逢舉目觀看，祢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看見星宿，又聽到隆隆雷

聲，祢的大能遍滿了宇宙中。（V2）當我想到，神竟願差祂兒子，降世捨命，我幾乎不領會，

主在十架，甘願背我的重擔，流血捨身為要赦免我罪。（V3）當主再來，歡呼聲響徹天空，

何等喜樂主接我回天家，我要跪下，謙恭的崇拜敬奉，並要頌揚神阿祢真偉大。（C）我靈

歌唱，讚美救主我神，「祢真偉大！何等偉大！」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祢真偉大！

何等偉大！」（Coda）祢真偉大！何等偉大！

主必快來（生命 144，版權屬宣道出版社所有）
（V1）黑夜已深白晝將近，榮耀盼望使我歡愉，奇妙信息主快再來，主為萬王之王，萬主

之主。（V2）世界潮流天空現象，都已顯明主來預兆，見證上主確實信息：我救主再臨日

期已非遙。（V3）在基督內已安睡者，當主再來都要復活；彼時天上金門大開，主必來親

設立快樂之國。（V4）我們活著存留信徒，將要被提與主相見，所存盼望必得實現，故我

們要互相安慰勸勉。（副）主必快來，主必快來，我們歡樂迎接主再來，或在早晨，或正

午或夜深，我知主快再來。

喜樂詩班獻詩：耶穌一來（青年聖歌 I第 17首）
(1)孤單可憐，一丐者坐在路旁，雙目失明，不能看見亮光；緊握破衣，黑暗中戰兢不停，

耶穌一來，使他重見光明。(2)昔有一人，被邪鬼附上他身，離別親友，凄凉獨住山墳；惡

者捆綁，傷害己體無人救，耶穌一來，釋放他得自由。（副）耶穌一來，撒旦權勢就粉碎；

耶穌一來，抹去一切眼淚；除去幽暗，使痛苦變為甘甜；耶穌一來，萬事都要改變。

回應詩：恩惠主宰（世頌 422，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
請參投影

歡迎： ...........................................................................................林誠信牧師／吳安強牧師
家事分享： ...................................................................................林誠信牧師／吳安強牧師
宣召： ...........................................................................................林誠信牧師／吳安強牧師
讚頌： .......................................................................................................領詩：朱淦昭弟兄
牧禱奉獻： ......................................................................................................................主席
獻詩： ..................................................耶穌一來 ...................................................喜樂詩班
將臨期感恩燃燭禮： .......................（午堂適用） ....................................常青區核心團隊
講道呼召： ..................... 智慧的限制（傳道書 9:13-10:15） ........................... 李文耀博士
回應： .......................................................................................................領詩：朱淦昭弟兄
祝福差遣： ..........................................讚美一神 ........................林誠信牧師／吳安強牧師
祈禱服事： ..............................................................................................................教牧同工

主席：李志輝傳道    司事：列秀芳及組員 鋼琴：呂孫妙光 風琴：雷伍淑姬

音響：ProMedia 投影：李秀薇 / 陳美華     影像：施成偉

奉獻點核：賴伍婉明／葉蘭芬

主席：蔡宇稜傳道　　司事：鄭雪葶及組員　　鋼琴：呂孫妙光　　風琴：雷伍淑姬

音響：ProMedia    　投影：李民正 / 李綺華 / 康錦麟　　影像：張漢清 / 伍寶玲　

直播﹕馮梁翠芬

主日中堂及午堂門訓系列崇拜程序
中堂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時三十分

午堂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午十二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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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 ...................................................................................................................馬曉毅姊妹

讚頌： .......................................................................................................................王艷姊妹

禱告： ...................................................................................................................林明才傳道

信息： .......................不以福音為恥的信仰生命 ( 彼前 2:1-10).........................徐武豪博士

回應： .......................................................................................................................王艷姊妹

奉獻與歡迎： .......................................................................................................馬曉毅姊妹

祝福： ...................................................................................................................林明才傳道

國語區禱告分享國語區禱告分享

 1. 感謝主透過 2022 年銳意門訓（IDMC）特會繼續建立我們的群體。願我們都活出門

徒的生命，榮神我們在天上的父。

2.  為國語區計劃將要成立的樂齡團契同心禱告。感謝主看顧我們群體中個各年齡弟兄

姊妹們需要，求主繼續施恩帶領。

主日普通話崇拜程序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午十二時正

主席：馬曉毅 司事：萬牧及組員  司琴：董以真 影音： 杜漢士  
投影：王廣薇  奉獻點核：賴伍婉明／葉蘭芬

讚美之泉（版權屬讚美之泉音樂事工所有）
從天父而來的愛和恩典，把我們冰泠的心溶解，讓我們獻出每個音符，把它化為讚美

之泉。讓我們張開口，舉起手向永生之主稱謝，使讚美之泉流入每個人的心間。

我相信 I believe（版權屬讚美之泉音樂事工所有）
我相信天父創造世界，我相信耶穌死裡復活，我相信聖靈住在我心，賜給我寶貴極大

能力。I Believe，我相信耶穌是真神，永遠得勝君王，我敬拜，高舉耶穌基督的名，超

乎萬名之上的名。耶穌是主，耶穌是主，死亡的毒鉤你在哪裡，墳墓不能勝過復活的

能力。耶穌是主，耶穌是主，萬膝要跪拜，萬口承認，耶穌基督，世界的主。

更深經歷你（版權屬生命河靈糧堂所有）
喔，主我渴慕更深地經歷你，更深經歷你的榮耀和能力，求你顯明你心意，提升我眼光，

一天一天更新我生命。求你發出你的亮光和真實，帶我到你的聖山，你的居所，唯有

你是我追尋，我心的嚮往，一生一世，我跟隨到底。讓我聽懂你心跳，熟悉你每一個

呼吸，更深更深地愛你，更深更深地經歷你，一生愛你，跟隨你，我的心完全屬你。

日期 講員 講題 經文

4 唐然傳道 防備詭計 書 9:3-15

11 林明才傳道 耶穌的最後晚餐 可 14:12-25

18 唐然傳道 專心跟從 書 14:6-15

25 林明才傳道 聖誕節快樂 ! 路 2:10-12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份普通話崇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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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Service Preaching Roster in  December  2022

Date Speaker Playlist: Jesus: Hope for the World

3 Ps. James Tang Track 8: Resurrection

10 Rev. John Snelgrove MARY: A Child is About to be Born (Luke 1:26-38, 46-55)

17 Ps. Johnny Wong JOSEPH: Hearing from God (Matthew 1:18-25)

24 Rev. John Snelgrove JESUS : Hope for the World ( Micah 5:2-5a)

31 Rev. John Snelgrove Countdown Service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份學青崇拜內容 (10:30am-11:40am)

日期
迎接基督：將臨期默想 

Awaiting the Coming of Jesus: 
Devotions in Advent

經文 講員

4
盼望的時刻：耶穌基督降生的預言

 The Twilight of Hope: 
On the Upcoming Birth of Jesus Christ

Matthew 1:18-25 林朗熙傳道

11
信心的展現：馬利亞的回應

 The Illustration of Faith: 
On the Responses of Maria

Luke 1:26-56 李承希傳道

18
喜樂的回應：牧羊人及東方博士的故事

 The Joyful Response: 
On the Shepherds and Wise Men

Luke 2:8-20; 
Matthew 2:9-11 林朗熙傳道

25 聖誕歡慶崇拜
 Christmas Worship 講者自定

王恩瀚傳道

Praise and Worship ...................................................................................................Paul Roth

Welcome and Offering  ................................................................................... Ps. Michelle Lo

Sermon ................................. Track 7: Spiritual Gifts .............................Rev. John Snelgrove

Closing Prayer .............................................................................................. Ps. Johnny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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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November 2022 (Sat) Worship starts at 5:30pm
English W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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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臨節期 燃燭名稱 顏色 記念意義

第一主日 盼望之燭 紫
(1) 拯救以色列脫離埃及為奴之家
(2) 拯救世人脫離罪惡捆綁 ( 賽 9:2、太 1:21-23)

第二主日 信心之燭 紫 神子耶穌道成肉身，展現救恩歷史 ( 約 3:16)

第三主日 喜樂之燭 粉紅 歡欣期待基督的來臨 ( 路 2:10-12)

第四主日 平安之燭 紫 接受基督為主為王 ( 路 2:13-14)

平安夜
或

聖誕日
基督之燭 白

樹立在四支燭光之正中央代表基督住在信徒心中。
這是聖誕節期之原因，基督是世界之光，信徒當散
發出生命的光。( 約 1:14、8:12)

27/11  （日）午堂 常青區核心團隊

  3/12  （六）晚堂 夫婦區核心團隊

11/12  （日）午堂 教牧核心團隊

18/12  （日）午堂 執事核心團隊

24/12  （六）晚堂 社關部團隊

2022年將臨期感恩燃燭禮

課程 時間 內容 地點

101 福音班 上午 10:30-11:30 神的大愛 HKU Space 308室

102 水禮班 中午 12:00-1:00 門徒與屬靈爭戰 HKU Space 308室

103 會籍班 上午 9:15-10:15 會友約章 一樓 1號室

十二小先知淺論 中午 12:00-1:00 西番雅 (3)、哈巴谷 (3) 一樓 10號室

基督教信仰疑難 中午 12:00-1:00 一次得救、永遠得救？ 一樓 1號室

常青主日學—

啟示錄中的啟示
上午 10:30-11:30 大淫婦對教會的啟示 (17:1-19:10) 一樓 1號室

2022 年 Q4培訓課程　下周課程（3/12-4/12）

查詢：培訓部 training.dept@kongfo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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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三次水禮暨入會禮名單 
（12月 18日（日） 下午 2時 15分）

弟兄區週一團契 （浸）王振強（Alfred）、（入）林騰飛（Stephen）( 夫婦區信實 )
姊妹區週一團契 （浸）梁婉珊（Sandy）、（入）郭萊茵（Rhine）

姊妹區紫羚團契

（浸）周蘭（Lancy）、沈艷文（Crystal）、陳冠霏（Rebecca）、
劉敏儀（Irene）

（入）李素媚（May）、廖慧英（Iris）、李陳麗娜（Lina）、
刑麗華（Mary）、梁雁冰（Villy）、呂碧笑（Athena）

姊妹區 ( 智慧母親 ) （浸）張李楠（Nina）、（入）曾素蓮（Amy）

成年區
（浸）翁雯茵（Miranda）、嚴秀麗（Maria）、黃曉妍（Candy）
（入）張玉甜（Venice）

夫婦區信實團契
（浸）梁吉佳（Kenneth）、蕭學忠（Billy）
（入）司徒劍峯（Edwin）、張錦祥（Angus）、楊少荷（Stella）、

殷玉梅（Agnes）、王英（Sarah）
職青區 Daniel 團契 （入）程偉安（Ivan）
職青區 RML 團契 （入）孔嘉琪（Angel）
癌症關懷小組 （浸）郭燕美（May）

English (Men's Clan) （入）呂瑋業（Beaver）
English (Olive Clan) （入）劉清華（Maria）

未入牧區
弟兄：（浸）王炳發
姊妹：（浸）、黃妙玲（Carol）、周文詩（Angelina）

粵語崇拜報告事項粵語崇拜報告事項

1. 鼓勵弟兄姊妹閱讀《惟獨基督》—  戴德生生平與事工圖片紀念集（OMF
International 出版），可到圖書閣購買，每本特價 $110 元。

2. 真証傳播 50 周年金禧感恩暨事工分享會於本主日 (11 月 27 日 ) 下午 3-4:30pm 在
教會一樓大禮堂舉行，主題：動盪中見平安，歡迎兄姊出席同頌主恩。

3. 會友可逕自掃描以下 QR code 以明瞭本堂走火路線演示。

英語普通話粵語

吳宗文牧師新春小冊《兔年揚眉》預訂

謝謝你們的支持，去年預早大批訂購生肖小冊，以便精準計算印刷數目。來年兔

年的小冊已接近完成階段，並將開機印刷。故請各位像去年一樣告知所需數目

（每本仍售 20 元），方便過春節前後，送贈親友或向公司員工派發。教會各牧

區亦可集齊數目轉告。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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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份粵語周六及主日崇拜內容

日期 性質 講員 講題 經文

3/4 門訓系列
聖餐崇拜

林誠信牧師 智勝危機與風險 傳 10:16-11:6

10/11 門訓系列
崇拜

黃勁梅傳道 ( 晚、早 ) 趁著年幼
傳 11:7-12:7

唐力行傳道 ( 中、午 ) 享受的秘訣

17/18 門訓系列
崇拜

吳安強牧師 ( 晚 ) 待定

傳 12:8-14蔡宇稜傳道 ( 早 ) 悟有時，省有時，敬畏無限時

徐武豪博士 ( 中、午 ) 人生的終局與結局

24/25 聖誕福音
崇拜

余德淳博士 幸福歲月 加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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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代禱事項

世界（提前 2:1-2） 
印尼 21 日發生芮氏規模 5.6 地震，震央位於西爪哇省部城鎮展玉（Cianjur）造成至少

268 人死亡，其中，許多孩童在學校倒塌時喪生。此次地震超過千多人受傷，幾千間房

屋嚴重受損，一萬多人無家可歸。為印尼人民代禱，求主看顧保守當地百姓，安慰受

災民眾的心，並使救災資源盡速到位，讓苦難中的人們經歷上帝的拯救。

國家（羅 13:1-5） 
內地疫情嚴峻複雜，單日新增本土感染個案已突破 3萬，廣東省約佔三成，創半年新高。

求主保守內地同胞的身心健康，引導相關部門能及時地、適切地執行各樣防疫措施。

社會（耶 29:7）
兩電公布明年電費加幅，分別按年增二至四成多。的士業界又向運輸署申請加價，五

間專營巴士公司計劃短時間內向政府申請加價。求主使政府舒緩市民生活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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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念社關部與屯門區之教會合作，展開物資派發及祝福該區基層家庭的行動。

3.  12 月 24 至 25 日舉行聖誕福音主日崇拜，記念講員余德淳博士之信息及兄姊邀請

未信主親友出席的心志。

4. 感謝神﹗請為上週福音主日崇拜初信者信心代禱：早堂 2 位、中堂 4 位、午堂 2 位，

求主保守他們靈命成長。

5. 會友張瑪莉姊妹於 11月 27日、12月 3日在澳門分別於四間教會聚會中作分享嘉賓，

請為她的行程及出入境平安並分享代禱，求主與她同在，加能賜力使用她的服事﹗

6. 恭賀會眾容蔡美碧姊妹 (Rebecca)( 黃金時代基金會創辦人及主席 ) 榮獲選為「大灣

區傑出關愛女企業家」獎項，致力推動老、中、青各代參與社會創新，為人口老化

和其他複雜的社會問題，提出嶄新的解決方案。願主繼續使用蔡姊妹貢獻社會，榮

神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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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

燦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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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婦區劉葉美華 (Winnie) 姊妹的母親葉練佩霞姊妹之安息禮，訂於 12 月 7 日

( 三 )5:30pm 假香港殯儀館地下壽山堂舉行。求主安慰家人。

3. 會友陳兆萼弟兄 (Simson) 的外母張金芝梅姊妹已於 11 月 18 日 ( 五 ) 安息主懷，安

息禮訂於 12 月 6 日 ( 二 )9:30am 假香港殯儀館 1 樓主澤堂舉行，求主安慰家人。

4. 會友紫羚團契凌志靜姊妹 (Lydia Ling) 的小女兒邵若芝姊妹 (Christine Shao)，已於

11 月 19 日 ( 六 ) 安息主懷，謹定於 12 月 3 日 ( 六 ) 上午 10 時 30 分假港福堂副堂

舉行追思禮拜，12 月 7 日 ( 三 ) 於東區尤德醫院永寧軒舉行出殯禮，靈柩隨即送往

歌連臣角火葬場火化，求主恩領看顧並安慰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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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及下主日 (28/11-4/12) 聚會時間表

常青區約書亞團契 周三 10：30am 門徒訓練 1 樓禮堂及 1 樓

常青區喜樂團契 周五 10：45am 聖誕佳音 1 樓禮堂及 1 樓

常青區喜樂團契祈禱會 周五 9：30am 祈禱 1 樓 102 室

夫婦區信實團契 周六 2：30nn 明星燦爛夜未央—聖誕的星夢傳奇（太 12:1-12） 1 樓禮堂及 1 樓

夫婦區 Agape 團契 周六 3：30pm 俗世中的安息 1 樓 2 及 3 號室

弟兄區週一團契 周一 7：30pm 路 23:32-56 1 樓禮堂及 2 樓

弟兄區週三團契 周三 7：30pm 小組聚會 1 樓 2, 3, 15 號室

弟兄區 Venturers 周三 7：30pm Living Victoriously 1 樓 8, 9 號室

姊妹區週一團契 周一 7：30pm 小組：王下 6:24-7:20 1 樓禮堂及 1 樓

姊妹區紫羚團契 周二 10：30am 變幻人生中經歴神（一）約瑟 1 樓禮堂及 1 樓

姊妹區智慧的母親 周二 10：00am 查經、分享 1 樓副堂及 2 樓

姊妹區週三團契 周三 7：30pm 7/12  小組：王下 13:10-21 網上聚會＋副堂

成年區團契 周五 7：30pm 查經：路二十四 13-32 1 樓禮堂及 1,2,3 室及 2 樓

職青區 RML 團契 週四 7：30pm
職場主題 12 網上／實體聚會

職青區但以理團契 週六 3：00pm

學青區巴拿巴（大專）團契 周三 7：00pm

查經、分享

1 樓 11 號室

學青區提摩太（高中）團契 周六 12：00nn 2 樓 210， 211 及 215 號室

學青區 Titus 團契 (English) 周六 3：00pm 1 樓 12 及 13 號室

兒童區 AWANA 周六 5：30pm 分班上課 2 樓

國語區職青團契 周二 12：30pm 每日經歷神 2 樓 204， 205 號室

國語區生命恩泉 ( 姐妹 ) 團契 周五 10：30am 生命恩泉主題式研經分享 1 樓副堂及 2 樓

國語區職場團契 周五 7：30pm 銳意門訓查經分享 1 樓副堂及 8-15 號室

國語區普通話夫婦團契 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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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三 8：00pm
查經、分享

1 樓 14 號室

英語區 SCP 團契 周四 8：00pm 1 樓聖樂室

兒童詩班 周六 3：30pm 逢第一、三周：詩歌練習 2 樓 204-205 號室

港福詩班 周四 6：30pm

詩歌練習

1 樓 102 及 103 號室

喜樂詩班 周五 1：45pm 1 樓聖樂室

敬拜隊 周六 3：00pm 禮堂

祈禱部聖經主線大追蹤 主日 12：00nn 彌迦書 2 章 1 樓 11 號室

兒童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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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點：1 樓嬰孩室    時間﹕ 10:30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