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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時間﹕
周一至五 上午 8:00- 晚上 10:00
周六
上午 9:00- 晚上 8:00
主日
上午 8:00- 下午 5:00
( 公眾假期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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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福堂一 間 教 會， 自 1984 年 創 立

信仰宗旨

是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屬下的

1.

以來，一直持守「植根中環，傳揚主恩」這
口 號， 過 往 我 們 一 直 在 酒 店 聚 會， 於 2003
年於金鐘區建立自己恆久堂址；並將我們的
宣教使命凝聚「向業界作見證、往商區傳福
音」這新口號。目的是希望將福音傳揚給在
港島中環區工作或生活的白領人士和他們的
親友。由於本堂聚會地點及會友以從商及專
業人士居多，服事對象仍以白領人士和他們
的親友為主。藉 2014 年本堂慶祝成立 30 年
之際，更認定港福堂的新異象為「改變生命、
建立教會、祝福香港、恩澤萬邦」，而達成
這異象的使命乃是「傳揚福音、訓練門徒、
服事社群、擴展神國」。這個異象和使命宣
言除去了地域化的限制外，也解除了職業類
別（業界、商區）之局限。本堂已於 2016 年
進一步擴闊服事對象；並分別於 8 月及 10 月
開展普通話崇拜和英語崇拜，讓國內同胞及
來自世界不同地域的族裔，也能同得福音的
好處。我們也歡迎所有慕道的朋友和一些相
信並持守聖經真理及認同我們異象和使命的
基督徒參加本堂的聚會，一起追求真理和服
侍神。

2.

3.

4.

5.

本堂的牧養工作是藉著 10 個牧區之團契
進行牧養，會友和親友都被鼓勵加入一個適 6.
合的牧區和其中的團契，詳情請看網頁內牧
區介紹。 本堂是透過事工部門去安排全教會
跨牧區的事工和活動，其中培訓部、傳道部、
社關部、差傳部、聖樂部和聯誼部都經常有 7.
適合會友和親友參加的活動，詳情請看網頁
內活動簡介。

周六崇拜

主日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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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崇拜

信神是自有永有的獨一真神，是聖父，
聖子，聖靈三位而一體，是萬物的創造
者，是掌管宇宙的主宰。
信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道成肉身，有
完全的神人兩性，由聖靈感孕藉童貞女
馬利亞而生，在十字架上流血捨身，替
人贖罪，使人脫離罪的刑罰和權勢，第
三日從死裏復活，升天，現今坐在父神
的右邊，作中保及大祭司，代聖徒祈求，
又為教會元首，將來必親自顯現，從天
再臨，建立國度，審判活人死人。
信聖靈是三位一體的第三位，在五旬節
降臨，為要榮耀基督，使罪人知罪悔改，
得獲重生，並居住及運行在信徒心中，
使信徒藉以得勝成聖，又在基督裏聯為
一體，成為教會。
信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因悖逆神喪
失靈命。自始祖犯罪，世人就成為罪人，
伏在神的忿怒之下，唯有誠心悔改接受
救恩，賴主耶穌基督寶血潔淨罪污，藉
聖靈重生，方能進入神國。
信新舊兩約聖經為神所默示，是神的話
語，絕對真確可信，是活潑的生命之道，
是信仰和行為的最高準則。
信世人死後都必復活，信主的人復活得
生，可享天堂永福，不信的復活定罪，
必落地獄受火湖永死，天堂地獄都是永
遠的。
信魔鬼乃是邪靈，運行在悖逆之人心中，
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將來必受永刑。

晚堂

下午 5:30

English Service

5:30 pm

粵語崇拜

早上 9:00
早上 10:30
中午 12:00

早堂
中堂
午堂

學青崇拜 ( 中學及大學 )

早上 10:30

普通話崇拜

中午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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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教會主題

祈禱聚會
靜禱會

全人健康

對象

主內兄姊 ( 對外開放 )

時間

周一至五
上午 8:00 至 9:00
下午 12:30 至 2:00

全教會祈禱會
對象

本會聚會兄姊 ( 內部聚會 )

時間

每月第一個主日
下午 2:15 至 3:15

福音活動
福音主日

粵語崇拜
每月一次
四堂崇拜

星期二晚查經班

周二晚上
7:30 至 9:30

福音午餐會

周四下午
1:10 至 2:00

聖樂活動
港福詩班

周四晚上 6:30

喜樂詩班

周五下午 1:45

敬拜隊

周六下午 3:00

兒童詩班

第一及第三周六
下午 3:30 至 4:30

協力事主

教會在過去兩年都在新冠病毒之陰霾下，須面
對各樣的挑戰與考驗。誠如中文「危機」之含義是
很有意思的，有危難也必然有機會﹗自從 2020 年疫
情在世界各處爆發後，全球之教會敬拜模式及團契
小組活動都會因疫情而作出應變，最常見的是採用
實體 ( 疫情放緩時按政府指引採用 ) 與網上直播同步
進行。
2022 年教會主題之首句，是要提醒在疫情下須
保持身心靈全人之健康，保持個人與神，與人與己
之正常優異關係，讓身處的群體，無論是家庭、教
會、公司、社會都得著正能量與活力，去共建和諧
美好的生活。
第二句是要帶出教會各牧區與部門之教牧同工，
須與信徒一起建立緊密團隊之同行同工的關係，讓
大家可跨區跨部合作，同心建立信徒服侍主，關注
服侍專業界別及社區中之弱勢社群，並齊心領人歸
主﹗

牧區

牧區對象

常青區

長者、家庭主婦及退休人士

夫婦區

已婚人士

弟兄區

弟兄或男士

姊妹區

姊妹或女士

成年區

成年人士

職青區

在職青年

學青區

中一至大專

兒童區

0 歲至小六

國語區

講普通話人士

English

English speaking

本堂教牧同工團隊，歡迎瀏覽 www.kongfo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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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區聚會
牧區類別

聚會時間

對象

常青區
約書亞團契

周三 10:30am-12:15pm

長者、家庭主婦及退休人士

喜樂團契

周五 10:45am-12:30pm

長者、家庭主婦及退休人士

信實團契

第一及第三周六 2:30pm-5:00pm

夫婦區
Agape 團契

周六 3:30pm-5:15pm

智慧的父親

周日上午

已婚人士
婚齡十年以下之夫婦
父親

弟兄區
周一弟兄團契

周一 7:30pm-9:30pm

周三弟兄團契

周三 7:30pm-9:30pm

Venturers

周三 7:30pm-9:30pm

弟兄或男士

姊妹區
周一姊妹團契

第一、二、四周一 7:30pm-9:30pm

姊妹或女士

紫羚團契

周二 10:30am-12:30pm

姊妹或女士

智慧的母親

周二 10:00am-12:00nn

有 0 歲至初中子女的母親

周三姊妹團契

第一、二、四周三 7:30pm-9:00pm

成年區團契

周五 7:30pm-9:30pm

成年人士

姊妹或女士

成年區
職青區
RML 團契

周四 7:30pm-9:30pm

20-35 歲在職青年

但以理團契

周六 3:00pm-5:00pm

20-39 歲在職青年

巴拿巴 ( 大專 ) 團契

周三 7:30pm-9:30pm

大專

提摩太 ( 高中 ) 團契

周六 2:00pm-4:30pm

中四至中六

西拉 ( 初中 ) 團契

周六 2:00pm-4:00pm

中一至中三

Titus Fellowship (English)

周六 3:00pm-5:00pm

中一至中六

主日 11:40am-12:30pm

中一至大專

學青區

學青小組
兒童區
BB Playgroup
Awana

周二 10:00am-12:00nn 及 2:00pm-4:00pm
周六 5:30pm-7:00pm ( 每年 8 月前招生 )

幼兒崇拜及主日學

主日 9:00am-10:15am /10:30am-11:45am

小學崇拜及主日學

主日 9:00am -10:15am

嬰兒崇拜

主日 10:30am-11:00am

嬰兒室開放時段
陽光家族
小陽光團契

周六 6:00pm-7:15pm 及主日 9:00am-1:30pm
第一及三主日 12:15pm-1:15pm
第一周六 10:00am-12:00nn

6 個月 - 2 歲嬰孩 ( 需報名 )
3-8 歲兒童
PN - K3
小一至小六
0-2 歲嬰孩
0-2 歲嬰孩 ( 家長陪同 )
特殊學習需要 (SEN)

國語區
普通話職青團契
普通話生命恩泉團契 ( 智慧的母親 )

周二 12:30pm-2:00pm
周五 10:30am-12:30pm

普通話職場團契

周五 7:30pm-9:30pm

普通話夫婦團契

周六 1:30pm-3:30pm（第四周六）

在職青年
姊妹或女士
在職人士
已婚人士

普通話兒童主日學

主日 12:00nn-1:10pm ( 幼、中、高班 )

幼稚園、P1 至 P3、P4 至 P6

普通話中學生團契

主日 12:00pm-1:15pm

中學生群體

普通話大學生團契

主日 1:30pm-2:45pm

大學生群體

廣東話班

主日 1:45pm-3:15pm

普通話群體

普通話啟發課程 (Alpha)

主日 2:00pm-3:30pm

慕道朋友

English District
Bridge

Wednesday 8:00pm-9:30pm

S.C.P.

Thursday 8:00pm-9:30pm

Lighthouse

Monday 8:00pm-9:30pm

Working Adults
University Students
Young Ad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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