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 行事曆 
19/05/2023 修訂 

 

 2021-2025 年總主題： 持定使命  進新領域  

                              明道行道     守望相愛     見證宣教      
 

1 
31/12-1/1(六、日) 靈修主日 

 8/1(日) 事奉領袖立約日(下午) 

 9-13/1(一至五)  晨更祈禱會 

 14-15/1（六,日） 新年寫揮春外展活動 

 15/1(日) 宣教使者立約日 / 社見部新春探訪 

 16/1(一)  執事會 

21-22/1(六、日) 農曆新年主日 

28-29/1(六、日) 崇拜教育主日 

  

    

   

4 
 2/4(日)  

 7/4(五） 受苦節崇拜 

 8,9/4(六、日) 復活節主日 

 9/4(日)  

 15-16/4(六,日) 第 256 屆過會禮/頒受洗證書 

 16/4(日) 公開試試前祈禱會 

 17/4 (一) 教會發展交流會(一) 

 23/4(日) 晚晴講座(下午) 

 24/4(一) 執行理事會 

 30/4(日) 

   

2 
 5/2(日)   

 8/2 (三) 第 256 屆過會講座 

 12/2(日) 

 15/2 (三) 第 256 屆過會講座 

 18/2(六) 傷健科讀經馬拉松啟航禮 

 19/2(日) 第 257 屆受洗須知講座 / 印傭事工@living stone / 

  異象激勵交流會(佈道事工)（下午） 

 25/2(六) 少年科佈道會(下午) 

 25-26/2(六,日)  教會普查 

 27/2(一) 執事會 

   

  

5 
 7/5 (日)  

  13,14/5 (六、日) 家庭主日 

 14/5(日)   母親節 /第 257 屆過會講座 

 17-18/5 (三至四)    同工年中期檢討營  

 21/5 (日)   第 257 屆過會講座 

 22/5 (一)   執行理事會 

 26/5 (五)   執事同工退修營 

 28/5(日)  聖靈降臨日 / 第 258 屆受洗須知講座 

   

3 
 5/3(日) 

 11/3(六) 三月佈道會 

 12/3(日)  

 11-12/3(六、日) 信培主日 

 17/3(五) 成年科夫婦工作坊 

 19/3(日) 

 26/3(日)   

  27/3(一) 執事會 

 ▲29-30/3(三,四) 第 256 屆洗禮 

 

   火警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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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六) 長者佈道會 (下午) 

  4/6(日) 

  10/6(六) 居家護老講座 

  11/6(日) 

 17-18/6(六,日) 嬰孩奉獻禮 

  18/6(日) 父親節 / 社區見證部端午節探訪行動 

  25/6(日) 

  26/6(一) 執行理事會 

 ▲28-29/6(三,四) 第 257 屆洗禮 

        

    

註  每月第一主日下午 12:15–1:30 及 每月第三週五下午 2:30-3:45：關懷癌病患者祈禱小組   每週週三早上七時十五分、每週週四晚上八時正、每週週六早上九時正：全教會祈禱會   每月第二主日下午：外展佈道 

  每月第三週四晚上 9:15-10:00 及 每月第二週六上午 10:15-11:15：祈禱塔(加油祈禱會)    有★的日期，教會場地不予借用 (祈禱室、靜修閣除外) 

 有▲的日期，晚上 6:30 後教會康澤場地不予借用(祈禱室、週五兒童 Awana 活動除外)       有的日期表示在崇拜內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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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日) 第 19 屆英語牧養科洗禮 (取消) 

  3-7/7(一至五)  晨更祈禱會 

  8-9/7(六、日) 社關主日 

  15-16/7(六,日) 第 257 屆過會禮/頒受洗證書 

   16/7(日) 宣教使者年中交流會 

  17-21/7(一至五) 初小高小級夏令活動週 (16 /7 預備日)  

  18/7 (二) 香港中學文憑試放榜前祈禱會 

  19/7 (三) 香港中學文憑試放榜支援站 

  23/7(日) 第 24 屆少年洗禮(下午) 

  24-28/7(一至五) 幼稚級夏令活動週 ( 23/7 預備日) 

  24/7(一) 執行理事會 

  30/7(日) 男人天空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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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日) 兒童崇拜/主日學新學年 / 小種子兒童主日學新學年 

 ★6-7/10(五,六) 堂慶佈道會 

7-8/10(六、日)  71 周年堂慶主日 

  8/10(日)  

 13/10(五) 兒童 Awana 新學年 / 夫婦工作坊 

14-15/10(六、日) 第 258 屆過會禮/頒受洗證書 

  14/10(六) 傷健科立科 15 週年感恩會 

 15/10(日) 第 259 屆過會講座 / 奉獻小組簡介會(下午) 

 18-19//10(三至四)  同工年終檢討計劃營 

 21/10(六) 兒童 Awana 新學年 

 22/10(日) 第 259 屆過會講座 

 23/10(一) 婚姻成長日營(ME Camp) 

 29/10(日) 印傭事工@living stone / 理財講座 

 30/10(一)  執行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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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8（二至四） 港九培靈研經大會（轉播） 

  2/8(三) 第 258 屆過會講座 

  6/8(日)  

  9/8(三) 第 258 屆過會講座 

  13/8(日) 印傭事工@living stone 

  14-19/8(一至六) 英語大本營 

  19-20/8(六、日) 福音主日  

  26/8(六) 傷健科洗禮 

  27/8(日) 第 259 屆受洗須知講座 / 少年科六級崇拜及結業禮 

  28/8(一) 執行理事會 

  30/8(三) 第 259 屆受洗須知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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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六) 牧顧長退修日 

 5/11(日) 男人天空講座 

 ★12/11(日)  會友大會 

 18-19/11(六,日) 執事選舉 

 19/11(日) 第 260 屆受洗須知講座 

 22/11(三) 第 260 屆受洗須知講座 

 24-25/11(五,六) 環聖聖經講座 

 26/11(日) 環聖聖經講座(下午) 

 27/11(一) 執行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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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日) 少年崇拜/Sun Logos 新學年 / 英語兒童/少年主日學開學 

  10/9(日) 

  11/9(一) 教會發展交流會(二)  

  14/9(四、六) 差傳祈禱會 

  ★15-16/9(五,六) 差傳培靈會 

16-17/9(六、日) 差傳主日 

  18/9 (一) 執行理事會 

  24/9(日) 社區見證部中秋節探訪行動 / 兒童級主日學結業禮 

  ▲27-28/9(三,四) 第 258 屆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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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日)  

 10/12(日) 嬰孩奉獻禮(下午) 

 ▲13-14/12(三,四)  第 259 屆洗禮 

 17/12(日) 

 18/12(一) 執行理事會 

 ▲23,24/12(六,日)  聖誕佈道聚會 

 24/12(日) 青年科報佳音 / 社見部聖誕社區祝福行動 

  25/12(一) 聖誕日崇拜 

  25-26/12(一至二)  冬令營 

  30-31/12(六、日) 靈修主日 / 第 259 屆過會禮/頒受洗證書 

 31/12(日) 除夕感恩會、守歲祈禱會 

  

註  每月第一主日下午 12:15–1:30 及 每月第三週五下午 2:30-3:45：關懷癌病患者祈禱小組   每週週三早上七時十五分、每週週四晚上八時正、每週週六早上九時正：全教會祈禱會   每月第二主日下午：外展佈道 

  每月第三週四晚上 9:15-10:00 及 每月第二週六上午 10:15-11:15：祈禱塔(加油祈禱會)    有★的日期，教會場地不予借用 (祈禱室、靜修閣除外) 

 有▲的日期，晚上 6:30 後教會康澤場地不予借用(祈禱室、週五兒童 Awana 活動除外)       有的日期表示在崇拜內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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