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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0月 29-30日

後疫情宣教之機遇  　三地牧者共同探討

　　世界華福中心已於 9月 29日舉行
「Webinar後疫情宣教 360─過去、現
在、未來」，由台灣天母福音堂顧問牧

師劉幸枝、新加坡 OMF國際總主任馮
浩鎏牧師及美國華傳國際總主任王欽慈

牧師三地教會牧者分享後疫情的宣教機

遇與挑戰。

　　劉幸枝牧師分享「後疫時代的昨日

世界—以摩拉維亞宣教為例」。她指，

摩拉維亞宣教士自 1732年開展中美洲
聖多馬島和格陵蘭圈區拉布拉多宣教，

因路途險峻，不少宣教士未抵達已命送途中，至 18世紀終開花結果。惟 19至 20世紀，
聖多馬島遇上大規模疫情，霍亂、黃熱病奪走島上 900多條性命，但禍不單行，翌年
再遇上海上颶風和大地震，短短兩年間死傷慘重，當時更有人趁火打劫，甚至殘殺基

督徒和宣教士。她指，在瘟疫中連親人都離棄病患者，只有基督徒表現與眾不同，其

時的關顧行動等同殉道，延續了初期教會的殉道精神。

　　而在格陵蘭圈區拉布拉多的宣教，則受 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影響，病毒不幸隨宣
教士的補給船帶到不同村莊，令長期冰封的 Okak幾乎滅村。惟獨宣教中心幸免，成為
隔離區，讓宣教士有機會照顧未染疫的人。但因居民對宣教士充滿敵意，加上遷村，

宣教工作重創，但宣教士未有停止當地福音工作，一直持續到 2005年完全交予當地牧
者。

　　馮浩鎏牧師分享「國際視野下的後疫宣教趨勢」。他指，宣教是全教會將全備福

音傳到全世界，但近年宣教趨勢出現變化，以前的宣教是從西方到遠方，未來則是從

萬邦到萬族，宣教再不是單向，非西方宣教士愈來愈多。在疫情影響下，本土化的宣

教運動近年迅速地冒起，「OMF有很多同工因為疫情影響無法工作，留在家裏面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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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工場，情況會繼續，相信會掀起本土化宣教運動。」他續言，加上數碼宣教開了另

一道門，他相信後疫情是聖靈澆灌宣教運動，如斯托德所講「弱勢永遠是宣教事奉的

起點」，神藉不同情況都要讓本地教會站起來宣教。

　　王欽慈牧師分享「普世華人教會後疫情的宣教挑戰與模式探討」。他坦言，疫情

前許多宣教策略都以地緣政治為考量，如圍繞中國的一帶一路政策，但因為新冠病毒

來源的爭議和中港台政治環境的變化，使得很多人不再以大國情懷為宣教的出發點。

特別是香港，因為防疫措施造成不便，加上政策改變令很多港人有移民的意願，他認

為在可見的未來，海外的粵語事工將會有大量需要，「疫情後，不能忽略全球華人散

居的考量。」

　　他續言，因為教會無法積極參與海外宣教，只能發展本地宣教工作，本地動員成

為最大挑戰。而短期宣教亦因疫情重新定位，「部分國家雖然開放外國人入境，但仍

要隔離，這段時間去短宣的人，不再像從前去兩星期，而是一至兩個月。」他期望未

來愈來愈少因為旅遊而去短宣的人，更多人可以參加較長期的短宣。

　　他亦言，過去覺得線上互動不真實，但疫下使用視頻後發現可以彼此信任，人類

的行為因為疫情和科技緣故有所改變，有更多工具彼此溝通，元宇宙、人工智能、監

控科技等科技，在疫後快速地影響生活、宣教和人際關係。他提到，很多國家關閉聚會，

華人教會立刻被迫開展網上崇拜，年輕信徒因為較熟悉網絡，幫助教會建立網絡事工，

未來能否為年輕人提供更大發揮空間是教會的功課；加上而全球宣教將改由亞洲、非

洲、拉丁美洲教會推動，由下而上的宣教理念是教會需要認識，「一同謙卑觀察，大

膽嘗試，與普世教會真誠合作，不要白白浪費疫情帶給我們的宣教契機。」(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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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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頌： ...................................................................................................領詩：鍾卓綺華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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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道呼召： .....................人生未來與曲折命運（傳 8:1-17） ..........................林誠信牧師

回應： ...................................................................................................領詩：鍾卓綺華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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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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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是神 （曲／詞：霍志鵬；編曲：石頌詩，版權屬同心圓敬拜福音平臺）
（V1）祢是神，讓我心來崇拜。祢是王，願眾心皆尊崇。世上誰人能像祢，救恩完備
豐富，恩典遼闊無限美善。（V2）獻頌揚讓我心來崇敬，永活神在世間今掌權，世上
無人能及祢，配得榮耀尊貴，手握權柄，永配受尊崇。（C）頌讚主，步進恩典中敬拜。
萬有要宣告祢是王，唯一聖潔的主，盡我心，願我一生緊靠跟隨，唯獨祢只有祢是神，

來高舉祢，永活全能神（永活全能主）。

求主充滿我心 （曲／詞：Yang Syng Hun，譯詞：張漢業，版權屬以斯拉出版有限公司所有）
（V1）求主充滿我心，求主觸摸我靈，求主甦醒我心，現在這時刻，不止息，用主生
命的活水，澆灌在我的心靈深處。（V2）求主充滿我心，求主觸摸我靈，求主甦醒我心，
更深注視祢，在世上，任何人都無法滿足，澆灌在我的心靈深處。（Coda）（澆灌在
我的心靈深處）

一生一世同在（曲／詞：石頌詩，編：石頌詩，版權屬同心圓敬拜福音平臺）
（V）耶和華是我的亮光，我的拯救我的保障。 耶和華是我的亮光，祢必拯救，祢保
障﹗（PC）在我遇患難，主必保守藏我在隱密處。高舉我在磐石上，現我得昂首勝過
仇敵，要獻上感恩的祭歌頌祢名。（C）神創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誰可參透！
我要尋求住在主院宇，一生一世同在。（Coda）（一生一世同在）

回應詩：一生一世同在（曲／詞：石頌詩，編：石頌詩，版權屬同心圓敬拜福音平臺）

週六晚堂及主日早堂門訓系列崇拜程序

主席：鄭玉兒傳道      司事：雷霆及組員 司琴：敬拜隊 音響：ProMedia
投影：余李美蘭    影像：廖偉文 直播：廖偉文  

晚堂 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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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美妍   影像﹕余李美蘭 插花：朱淦昭  
奉獻點核：楊劉月嫦／鍾卓綺華

早堂 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日早上九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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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我主君王（生命 42，版權屬宣道出版社所有）
（1）我靈，讚美天上君王，主前俯伏獻我心，既蒙赦免，醫治，拯救，當永遠歌唱頌
揚，哈利路亞！哈利路亞！高聲讚美永生王。（2）讚美上主慈愛深恩，憐憫列祖解苦
困，讚美上主，永不改變，不斷容忍常施恩，哈利路亞！哈利路亞！頌主信實大慈仁。

（3）主如慈父憐恤眷顧，知我軟弱無能力，主以慈手溫柔護佑，救我脫離眾仇敵，哈
利路亞！哈利路亞！頌主恩廣大無比。（4）天上天使同心敬拜，時常瞻仰主榮面，太
陽，月亮，宇宙萬物，一同伏拜主面前，哈利路亞！哈利路亞！我們同頌主恩典。

真光普照（世頌 477，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
（1）主愛光輝正照耀人間，照遍黑暗地方像明燈；主基督乃真光照亮萬邦，賜予真理，
使釋放離罪鎖。照耀我靈，照亮我心。（2）主，我依近祢威嚴座前，撇棄幽暗投向祢
榮耀；靠主寶血今得進入光明，鑒察、試煉、洗清一切罪汙。照耀我靈，照亮我心。（3）
當定睛瞻仰君王光輝，讓我彰顯主聖範形像；從榮耀到榮耀不斷更新，在我身上反映

救主生命。照耀我靈，照亮我心。（副）真光普照，充滿天地乃聖父榮耀，火焰聖靈

熾熱千顆心。主愛湧流，施恩典、憐憫，救贖眾生；請賜真理，將主光輝照遍。

獻詩﹕求主操舵（聖樂服務社版權）
求救主來操我舵，去經過苦海洪波；大風浪撲面而來，多礁石，堪慮隱災；惟主有南

針海圖，祂是管海洋的主，親手做洋海江河；求救主來 操我舵。像慈母撫愛嬰孩，主
平定汪洋大海；祇要主吩咐 “平靜”，浪與風便都 聽命。到後來舟近海邊，浪觸岸，
震地聲喧；尚未得安息之前，我仍靠我主心懷，願聞主柔聲道：“你放心，是我操舵。”

掌海洋全能主；懇求祢來 操我舵，懇求祢來 操我舵。

回應詩：天父必看顧你（世頌 363，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
請參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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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 ...........................................................................................吳安強牧師／楊芝華牧師
讚頌： .......................................................................................................領詩：朱淦昭弟兄
牧禱奉獻： ......................................................................................................................主席
獻詩： .................................求主操舵（聖樂服務社版權） ..................................喜樂詩班
講道呼召： .....................人生未來與曲折命運（傳 8:1-17） ..........................林誠信牧師
回應： .......................................................................................................領詩：朱淦昭弟兄
祝福差遣： ..........................................讚美一神 ........................吳安強牧師／楊芝華牧師
祈禱服事： ..............................................................................................................教牧同工

主席：李康莛傳道    司事：黃文生及組員 鋼琴：黎錦兒 風琴：雷伍淑姬

音響：ProMedia 投影：陳維芝     影像：李秀薇 
奉獻點核：楊劉月嫦／鍾卓綺

主席：王國風傳道 司事：劉平及組員 鋼琴：黎錦兒  風琴：雷伍淑姬

音響：ProMedia 投影：謝景鵬 影像：李民正 直播：施成偉

主日中堂及午堂門訓系列崇拜程序
中堂 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日上午十時三十分

午堂 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日中午十二時正

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日中午十二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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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 ......................................................................................................................萬牧姊妹

讚頌： ..................................................................................................................林明才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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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 .......................................成為聖潔 (書 7:1-15)  ..........................................唐然傳道

回應： ..................................................................................................................林明才傳道

奉獻與歡迎： ..........................................................................................................萬牧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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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語區禱告分享國語區禱告分享

1. 為國際間的局勢同心禱告。求主帶領世界人民前行的腳步，教導人們用愛心和智慧
來彼此相處，願世人都能得蒙主的蒙看顧和引領。

 
2. 感恩我們能夠成為屬神的群體。求主幫助我們不效法這個世界，能夠心意更新而變
化。活出聖潔且蒙神喜悅的生命。

主日普通話崇拜程序
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日中午十二時正

主席：劉菁芸 司事：陳碧琳及組員  司琴：周頌盈 影音：杜漢士  
投影：李詠秋  奉獻點核：楊劉月嫦／鍾卓綺華

活著為要敬拜祢（版權屬讚美之泉音樂事工所有）
開我的眼睛，讓我看見你，你榮美彰顯吸引我心。開我的耳朵，讓我聽見你，每句話

都讓我更愛你。活著為要敬拜你，活著為要全心來愛你，俯伏在你榮耀中，你的榮美，

無人能及。活著為要敬拜你，活著為要全心來愛你，永遠住在你殿中，昔在今在永在

的主，我愛你。喔，我愛你，喔，全心敬拜你。日夜不停歌唱，哈利路亞，我愛你。喔，

我愛你，喔，全心敬拜你。日夜不停歌唱，哈利路亞，我愛你。我愛你。

永遠的依靠（版權屬出版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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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版權屬 有情天音樂世界所有）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夠遵行你旨意，我願將你話語深藏在我心，

作路上的光，成為我腳前的燈。哦主，求你堅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

前行，因我知道有時我仍會軟弱，求你帶領我使我不會再退縮，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

中，好讓我一生能學你的樣式，使我能成為你所喜悅的兒女，使我的生命能夠彰顯你

榮耀，（使我成為你所喜悅寶貴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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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講員 講題 經文

2 溫偉耀博士
讓靈性生活回到主軸（二）：

「你們在我裡面」─ 經歷神的大能 約 14:6-9, 18-20

9 林明才傳道
《馬可福音》講道系列第四十二講：

耶穌預言聖殿被毀
可 13:1-27

16 唐然傳道 靠主得勝 書 5:2-15

23 林明才傳道
《馬可福音》講道系列第四十三講：

耶穌預言末世的大災難
可 13:28-37

30 唐然傳道 成為聖潔 書 7:1-15

二零二二年十月份普通話崇拜內容 

English Service Preaching Roster in  November  2022

Date Speaker Playlist: Themes of 1 Corinthians

5 Ps. Johnny Wong Track 4: Fleeing from Sin

12 Rev. John Snelgrove Track 5: Order in the Church

19 Ps. Michelle Lo Track 6: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6 Rev. John Snelgrove Track 7: Spiritual Gifts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份學青崇拜內容 (10:30am-11:40am)

日期
僕人的心：耶穌的僕人教導

 (The Servant Heart: The Teaching of Jesus)
經文 講員

6 天國的公平：葡萄園僕人的比喻 Matthew 20:1-16 李承希傳道

13 誰人坐在主右邊：爭論誰為首的門徒 Matthew 20:20-28 王恩瀚傳道

20 才幹是否關鍵：受託僕人的比喻 Matthew 25:14-30 李承希傳道

27 以身作則的榜樣：耶穌為門徒洗腳 John 13:1-20 蘇美茵姊妹

Praise and Worship  ...........................................................................................Helaina Chow
Welcome and Offering ..................................................................................... Bonnie Kwong
Sermon  .....................Track 3: Judging Righteous Judgment ......................... Ps. Michelle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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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October 2022 (Sat) Worship starts at 5:30pm
English W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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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課程報名
以上課程請於網上報名，詳情可參考教會網頁或掃描右方

二維碼。查詢：培訓部 training.dept@kongfok.org

課程 導師 堂數 日期 時間

101 福音班
楊芝華牧師
李志輝傳道
李康莛傳道

8+1 6/11 - 15/1/2023（日） 上午 10:30-11:30

103 會籍班 李文正弟兄
吳安強牧師

7+1 6/11 - 18/12（日） 上午 9:15-10:15

全民讀經

「聖經主線大追蹤」讀經小組 祈禱部 恆常 逢主日 中午 12:00-1:00

以下課程現正接受報名
（開課前一星期截止或額滿即止）

課程 時間 內容 地點

101 福音班 上午 10:30-11:30 有沒有神 HKU Space 308室

102 水禮班 中午 12:00-1:00 門徒與禱告 HKU Space 308室

103 會籍班 上午 9:15-10:15 教會生活 一樓 1號室

小先知書 中午 12:00-1:00 第 2堂 一樓 1號室

基督教信仰疑難 中午 12:00-1:00 進化：違背聖經真理？ 茶水間

常青主日學—

啟示錄中的啟示
上午 10:30-11:30 大災難的啟示＿七印 (6:1-8:2) 一樓 1號室

2022 年 Q4培訓課程　下周課程（5-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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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課程報名

播道會港福堂 誠聘
堂務主任
- 負責教會日常物資及場地管理、場地預約；
- 負責跟進各項維修、合約工程；負責採購最新維修 /保養事宜；
- 有責任感及能獨立管理及督導屬下員工； 
- 善與人溝通、主動盡責、重團隊合作，具事奉心志； 
- 具教會工作經驗者優先，需周六、周日值班及輪班工作；
* 求職者若沒有督導或相關工作經驗，仍可考慮以「堂務幹事」入職。

福音幹事
- 主責支援青少年福音事工、文書及聯絡統籌工作；
- 支援行政主任委派的辦公室事務；
- 大專畢業，熟悉 video editing, indesign, photoshop, propresenter者優先考慮；
- 良好英語，有傳福音熱忱，具備委身及團隊精神； 
- 需周六及周日當值。

文書幹事 (接待處 )
-中五以上程度；主責支援接待處及文書行政工作；
-具良好溝通技巧及有禮接待、有責任感及主動；
-能操中英文及普通話；並讀寫中英文；懂電腦及MS office操作；
-需周六、周日當值及輪班工作。

以上工作每周五天半，每天八小時。福利包括：銀行假期、有薪年假、住院及門診

團體醫保、進修津貼等。 有意者將詳細履歷 (包括工作經驗，薪津要求及得救見證 )
電郵 hr@kongfok.org ，合則約見。(資料只作招聘用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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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通告教會通告

　　茲因近日有不同會友及教友向教會投訴一位前教牧同工，游說他們作股票期權相關

的投資，在投放資金於指定的時間期限後，該等會友及教友一直無法取回本金及保証的

利息回報。

　　現出此通告提醒會眾不要輕信任何人作出超乎常理的投資。這位前同工涉嫌嚴重違

反教牧同工守則，所作所為令人失望，也完全與教會無關！若有會眾懷疑作了類似的投

資，請盡快通知堂主任、傳道同工或執事。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執事會

敬啟

2022年 10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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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代禱事項

世界（提前 2:1-2） 
俄羅斯指責烏克蘭使用髒彈，但烏克蘭及西方國家反指這是俄國想升級戰爭的藉口。

求主顯明惡人的意念，粉碎他們的詭計，讓俄烏戰爭早日結束，兩地人民能平安渡日。

國家（羅 13:1-5） 
二十大會議於上週六閉幕，並已組成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習近平主席續任中共總

書記、中央軍委主席。祈求新一屆國家領導層得著智慧及能力，應對疫情及經濟各項

挑戰，保障人民健康及生活。求神保守中國能在疫情及全球環境的挑戰下，能夠有效

推動現代化進程，國家經濟及實力得到長足發展。

社會（耶 29:7）
近日深水埗區及其他地區出現類鼻疽個案，深水埗區疑似出現爆發情況。政府官員及

相關專家視察地盤及食水庫情況，專家同時建議增加食水之消毒效能。政府擬將類鼻

疽感染個案納入《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第 599章）下的法定須呈報傳染病。祈求
政府官員能採取合適的措施，阻截類鼻疽傳染，保障市民健康。求神保守政府能有效

應對疫情及各種傳染病，感染的市民得到有效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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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念 11 月 12 至 13 日舉行社關主日，求主使用馬秀娟博士之資訊，裝備聖徒，積
極回應關心社會民生及貧窮人士的需要。

4. 11 月 19 至 20 日舉行福音主日崇拜，記念講員吳安強牧師及樓恩德牧師之信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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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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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元康及梁彩蓮。

2. 紫羚團契龐裳姊妹（Teresa）之丈夫譚兆銓弟兄於 10月 26日 (三 )安息主懷，安
息禮拜訂於 11月 5日（六）10am假世界殯儀館 4樓舉行，求主安慰家人。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份粵語周六及主日崇拜內容

日期 性質 講員 講題 經文

5/6 門訓系列
聖餐崇拜

林誠信牧師 面對生死的智慧 傳 9:1-12

12/13 社關崇拜 馬秀娟博士 動情、動心、動力 彌 6:8

19/20 福音崇拜
吳安強牧師（晚）

困惑人生的出路 約 14:6；16:33
樓恩德牧師（早、中、午）

26/27 門訓系列
崇拜

李文耀博士 智慧的限制 傳 9:13-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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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及下主日 (31/10-6/11) 聚會時間表

常青區約書亞團契 周三 10：30am 聖潔、聖殿、聖徒 1樓禮堂及 1樓

常青區喜樂團契 周五 10：45am 聽道行道的智慧 -雅各書 (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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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會

夫婦區 Agape 團契 周六 3：30pm 美滿婚姻課程 (7) 1樓 2及 3號室

弟兄區週一團契 周一 7：30pm 小組聚會 1樓禮堂及 2樓

弟兄區週三團契 周三 7：30pm 路 23: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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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 大組：為什麼你的快樂愈來愈少？（與弟兄合團） 1樓禮堂及 1樓

姊妹區紫羚團契 周二 10：30am 年終感恩慶祝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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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骨質疏鬆．不容輕鬆 1樓副堂

成年區團契 周五 7：30pm 小組活動 1樓禮堂及 1,2,3室及 2樓

職青區 RML 團契 週四 7：30pm
大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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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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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西亞書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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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