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和華作王！他以威嚴為衣穿上；耶和華以能力為衣，以能力束腰，
世界就堅定，不得動搖。你的寶座從太初立定；你從亙古就有。
(詩 93︰1-2)
2022-11-26

週六崇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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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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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邦弟兄

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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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宗麟牧師

希望﹙將臨期第一週﹚
《啟示錄 22 章 12 至 17 節》
回應詩
奉獻、報告
祝福
離堂曲

……………………………………………
……………﹙常費、慈惠﹚..……………
……………………………………………
………………《耶穌愛你》……………
願主的豐盛每天都加給你
喜樂平安永伴隨
祝福滿滿身心康健
耶穌的愛充滿你

李健邦弟兄
周欣鳳傳道
祝宗麟牧師
周欣鳳傳道

教會消息
會友大會

1.

會友大會將於 11 月 26 日（週六）晚上 6:45 在宣基小學舉行。當
晚將會選舉新一屆執事，並報告教會本年工作和來年方向，誠請各
肢體踴躍參加。當天原定於田家炳小學舉行的週六崇拜及聚會將會
遷回宣基小學舉行，敬請留意。

2023 年度執事人選名單
留任執事：葉松茂、楊敏儀、梁光駒、李穎裕、簡傑輝。
屆滿執事：顧建康、張轉娣、袁嘉欣，按宣基堂會章：已連任兩屆執
事，須卸任執事職務至少一年，我們為着他/她們過往忠
心的事奉感謝神。
接受提名連任：葉國輝、李健邦、李傑、關祖成。
接受提名加入下屆執事會：王日昌、李衍庭、莫敏玉。

各候選人簡介
1.

葉國輝弟兄（Thomas Yip）
已婚，妻子為徐鴻飛姊妹，育有一子一女(丞禧、恩霖)。2007
年轉會成為宣基堂會友，曾任堂委及執事多年。現為執事會副
主席，並協助以法他牧區及主日學受浸班課程教學事工。

2.

李健邦弟兄 (Joe Lee)
已婚，妻子為梁美婷姊妹。2004 年開始於宣基堂聚會，2007 年
受浸成為宣基堂會友，現任執事，恆常參與加利利牧區 Johnny
團契，團契小組行政經驗豐富，有多年牧養年輕人經驗。於週
六崇拜敬拜隊擔任統籌和帶領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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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傑弟兄 (Lee Kit)
已婚，妻子為梁諾兒姊妹。2012 年受浸成為宣基堂會友，為現
任執事，恆常參與加利利牧區及於 AA 牧區事奉，現擔任青少
年團契 Lormi 團長、Living Souls 組長、門徒訓練小組麒麟果
副導師等崗位。

4.

關祖成弟兄 (Joseph Kwan)
已婚，妻子為胡月麗姊妹，育有一女一子(諾恩、諾言)。2009
年轉會成為宣基堂會友。現為執事會副主席，現時事奉崗位包
括在敬拜部統籌敬拜隊及有關事宜，亦於腓立比牧區擔任組長
及帶領 SEN 同行小組。

5.

王日昌弟兄（Kenny Wong）
已婚，妻子為金曉麗姊妹，育有一子一女(熙信、熙言)。1998
年由北宣到宣基植堂，並曾任堂委、執事。2003 年轉會成為宣
基堂會友，現時為差傳部部員。

6.

李衍庭弟兄（Li Hin Ting）
已婚，妻子為葉敏儀姊妹，育有兩子女(佑姸和知行)。2001 年
開始於宣基堂聚會，2006 受浸成為宣基堂會友。由 2004 年起
一直於 Y-Zone 及其後成立的加利利牧區團契事奉，並曾任執
事多年。

7.

莫敏玉姊妹（Mok Man Yuk）
已婚，丈夫為余漢華弟兄，育有一子(凱汎)。2003 年受浸成為
宣基堂會友，恆常參與祈禱會及樂齡團契，現為伯特利牧區組
長。

2. 基督教機構事奉津貼
現接受 2023 年的申請，如有查詢，請聯絡辦公室同工許惠絲小姐
﹙電話：2703-25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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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冬令日營：今年教會主題為「傳揚福音，實踐使命」，故盼共讀《使
徒行傳》
，讓我們重尋昔日使徒的足跡，堅固我們的信心，持守使命！
內容設計方面著意帶領會眾「走」「閱」《使徒行傳》，從視覺開始的
多媒體、到「走」進初代教會的聖經世界；並以詩歌敬拜、聆聽聖言、
默想思察神的聲音，最後回到聖約群體中互相勉勵，回應恩召。
日期：2022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 9:45 至下午 4:30
地點：宣基大禮堂
講員：吳慧儀博士（前中國神學研究院副教授，專於新約研究，其著
作《談情說理話新約》能深入淺出細述各書卷的核心主題信
息。）
報名方法：填寫以下網上報名表
https://forms.office.com/r/CbNSA3S2qJ
或 WhatsApp 莊姝娟牧師（電話:5721-3069）留下所屬牧區和中文全
名（可於同一信息內幫其他家人/朋友報名，如屬兒童請列明就讀年
級）。
截止報名日期：12 月 19 日
*另設小一至小六的兒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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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受浸班
課程簡介：藉著 9 堂課，讓信徒重溫信仰內涵，了解宣道會歷史，並
明白跟從主的意義，以準備參加教會浸禮，加入教會。
上課日期︰將於 12 月 18 日（主日）
上課時間︰上午 10:30-11:30
上課地點：宣基小學課室 504 室
如欲參加者請填寫「受浸班報名表格」並交由區牧簽名後交回宣小
G16 室或區牧。下一屆浸禮於 2023 年復活節月舉行。
如有任何查詢，請與莊姝娟牧師聯絡(電話：9325-9301)。

5. 敬拜部
現招募結他手和鼓手多名，敬拜部可提供內部訓練，或轉介外間導
師教導。有感動肢體請直接 WhatsApp 祝宗麟牧師（92169410）。

6. 將臨期 Online Chapel 網上默想
將於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3 日期間
逢星期一至五在以下三個時段舉行
下午 12:45-1:05
下午 1:15-1:35
晚上 9:00-9:25
Zoom 連結為：https://sunkei.org.hk/onlinechapel

7. 燃亮生命傷健牧區
Shining Buddies 急需多名導師，若你對特殊需要群體有負擔和愛
心、能夠包容和接納他們，若你祈禱後有感動，請先與區牧聯絡，
經牧區推薦後。請與梁庭恩傳道聯絡（2703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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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祈禱部
【21 天禱告運動】
宣基家邁進 25 周年銀禧紀念，讓我們連續 21 天為教會及個人禱
告，領受上主豐盛的恩典，建立進深的靈命，承擔主託付的使命。
日期：2022/12/11（日）到 2022/12/31（六）
時間：逢星一至週五，晚上 8 時至 9 時 30 分
地點：宣基小學第二副堂
祈禱會內容
敬拜、禱讀經文、主題禱告、個人時刻、抹油祈禱… 。
啟動慶典：
日期：12 月 12 日（週一）
時間：晚上 8 時至 9 時 30 時
地點：宣基小學第二副堂
參與方式
1. 可自由出席逢週一至週五，晚上 8 時至 9 時 30 分，在宣基小
學第二副堂舉行的祈禱會。週六及週日則自行組合，可使用電
話、Zoom、WhatsApp 等方式禱告；
2. 可自行選定一個合適的時間及不受騷擾的地方，以小組、禱伴
或個人方式禱告；
3. 可自行決定是否進行禁食禱告。
索取資料
參加者可於 12 月 4 日到宣基小學 G16 室索取印刷版禱告資料，或
瀏覽宣基堂網頁。查詢詳情，請致電徐敏儀牧師（27032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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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伯特利牧區
1. 門訓課程【我不怕老】
主題：回家的時候。
晚間課程：12 月 2 日，晚上 8 時 15 分至 9 時 45 分；
日間課程：12 月 9 日，上午 9 時 30 分至中午 12 時。
上課地點︰以 Zoom 形式進行。
2. 【登 6 大派對】
日期：12 月 9 日（週五）
時間：晚上 8 時至 9 時 45 分
地點：宣基小學第二副堂
歡迎弟兄姊妹邀請所有已經或將會進入 60 歲的信主或未信的親友
參加，一起慶祝踏進人生另一個精彩階段。
3. 【聖誕感恩聯歡會】
日期：12 月 17 日（週六）
時間：晚上 8 時至 9 時 45 分
地點：宣基小學第三副堂
歡迎弟兄姊妹邀請信主或未信的親友參加。
報名及查詢，請致電徐敏儀牧師（27032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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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宣基堂其他奉獻渠道：
➢ 銀行轉賬、櫃員機、網上銀行及轉數快：
• 創興銀行：銀行號碼：041；戶口號碼：282-20-094359-4
• 英文名稱：C and M A Sun Kei Church
• 轉數快：請選擇以流動電話號碼 52497859 輸入，而不是 FPS
ID。
• 轉賬後，請立即以 WhatsApp:52497859 /電郵
offering@sunkei.org.hk
寫上奉獻者姓名、所屬牧區、奉獻編號（如有）、聯絡電話及
奉獻用途（常費/慈惠/差傳/發展基金-請註明）並上傳有關收據
或截圖，以便教會會計跟進。
• 本堂在透過 WhatsApp 或電郵收到有關資料後，會在七天內用
同樣通訊方法回覆確認是否收妥有關奉獻。
備註：
• 如沒有收到教會會計回覆確認，請致電教會查詢：2178-3939。
• 若七天後仍未能確認奉獻者資料的轉賬，本堂將以無名氏身份
把奉獻金額記入本堂經常費項目。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閣下提供本堂的個人資料，是用於徵訊記錄、財務會計及寄發收據等行
政需要及有關的統計用途上;當有關資料已不再符合以上用途，本堂將不再保留所持閣下的
個人資料，並予以銷毀。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閣下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正本堂所持
下的個人資料。

7

主日學部資訊欄
主日學
 主日學報名表： https://forms.office.com/r/TC1r8vX8sL
 主日學課程簡介：http://sunkei.org.hk/sundayschool

圖書館
圖書館開放時間 5 月開始
宣小：每主日 10:00-12:00 和 13:00-13:30
田小：隔週週六崇拜之前和之後約 20 分鐘
新書推介：
 圖書館新書推薦：http://sunkei.org.hk/library-newbook
 網上預約借書服務：
https://forms.office.com/r/QbgjUgYF3e
 品書會報名表：https://forms.office.com/r/sXUZnfgJWF

全民祈禱
Panda 祈禱會：
每月第一週的 Panda 祈禱會以 Zoom 形式舉行
日期：12 月 4 日﹙主日﹚
時間：下午 2:30-4:30
肢體如參加祈禱會，請聯絡程展鵬牧師（電話：9848-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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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消息
休假：
梁施恩傳道於 11 月 22-30 日放假。
徐敏儀牧師於 11 月 26 日放假。

宣基堂(甲子何玉清中學)消息
坑口青少年崇拜聚會資料如下：
所有聚會遷回宣基小學進行，直至另行通知。若有任何查詢，請聯絡
黃少東傳道（電話：2703-2530）。

宣基堂(康城)Joyful Sunday 消息
每月第一週聖餐主日將會參與宣基堂第二堂崇拜，並於崇拜後進行小組聚
會；其他主日則於早上 10:15-12:30 進行網上崇拜，透過詩歌敬拜、信息
及小組分享，彼此代禱，願在疫情中同行，分享主愛。
如有查詢，請聯絡莊姝娟牧師﹙電話：9325-9301﹚。

宣基堂(彩雲)消息
彩雲福音事工崇拜時間如下：
時間：上午 11:00（同步附設兒童主日學）
地點：基督教勵行會地下禮堂（彩雲二邨清水灣道 55 號）
若有任何彩雲一、二邨，彩輝邨或附近的親朋好友希望認識基督教信仰，
或重返教會，我們均熱烈歡迎。
如有查詢，請聯絡程展鵬牧師﹙9848-10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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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基堂聚會人數
上週
崇拜
總人數
931

成人崇拜
新來賓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主日第三堂
週六
燃亮生命
康城
彩雲

兒童崇拜
126
133
150
163
43
28
109

主日第一堂
主日第二堂
主日第三堂
週六
Shining Buddies (1)
Shining Buddies (2)

康城
彩雲

青少年崇拜
-23
18
14
5
-5
7

宣基堂主日奉獻
上週(2022.11.20)

祈禱會

週日 AA(中一至大專)
坑口(中二至大專)

72
35

耶利米
祈禱會
23/11

31

未參與崇拜的
高小和初中團契
AA Delta
AA Sparkling
彩雲

80
47
29

月禱會

--

樂齡
團契

53

截至上週
累積收入

累積預算支出

盈餘 / (尚欠)

常費

$105,432.55 $10,575,429.26 $13,649,342.31 ($3,073,913.05)

差傳

$12,574.00

$743,452.00

$903,846.15

($160,394.15)

策發

$11,274.00

$1,570,807.50

$994,230.77

$576,576.73

註 1：全年預算支出：常費 $15,101,400；差傳 $1,000,000
註 2：全年策發基金(彩雲事工) $1,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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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地要述說主恩】
曲︰鄺偉勝、詞︰朱浩廉
好比天際晚星 無窮恩典供應
天天都靠祢得勝
青山壯麗美景 叢林奏樂發聲
碧海千里也響應
親手創造世間 權能諸天可鑑
主深恩令我驚嘆
始終看顧愛惜 同行歲月往返
將漆黑變作璀璨
全能偉大父神 以愛恩及萬民
從沒變更
讚美父神 讚美父神
清早到晚間 東西各方齊來頌讚
歌聲響遍 一起將心奉獻
全地要述說主恩百遍萬遍
﹙全地要述說主恩 萬國也同來和唱
來用讚頌與歌聲敬拜奉獻﹚
【愛是不保留】
曲、詞：盧永亨
常聽說世界愛沒長久
那裏會有愛無盡頭
塵俗的愛只在乎曾擁有
一刻燦爛便要走
而我卻確信愛是恒久
碰到了祢已無別求
無從解釋不可說明的愛
千秋過後仍長存不朽
誰人受痛苦被懸掛在木頭
至高的愛盡見於刺穿的手
看 血在流反映愛沒保留
持續不死的愛到萬世不休

惟求奉上生命全歸主所有
要將一切盡獻於我主的手
我已決定今生再沒所求
惟望得主稱讚已足夠
【光和鹽】
曲、詞︰馬啟邦
我是誰 如被同化味蕾
無味生命只剩一張嘴
我是誰 藏於斗底裡
暗昧教 忘了我是誰
人點燈放在燈臺上
把一室黑暗都照亮
願能更新 披戴祢形象 綻放馨香
我是世上的鹽和光
堅守真理不怕搖晃
像城建於山上 不能隱藏
倘若軟弱不能前往
儆醒禱告趕快就光
願人能悔改 人間遇見天國
活出主的國
祢是世代的鹽和光
擔起苦痛拯救萬邦
為羊捨身的愛 導我豐盛啟航
走入世代作鹽和光
真理真愛給祢傳講
願人能悔改 人間遇見天國
活出主的國
願人能悔改 人間遇見天國
復興主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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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基堂就《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 (第 599 章) 最新指引 (2022 年 10 月 6 日更新)
政府 8⽉8⽇公布，在「疫苗通⾏證」加入「紅碼」及「⿈碼」，以識別有較⾼2019 冠狀
病毒病傳染風險的⼈⼠。由 8⽉9⽇開始，確診者會被區分為「紅碼」⼈⼠，⽽從海外地
區或台灣抵港⼈⼠則會被區分為「⿈碼」⼈⼠，其「疫苗通⾏證」會相應轉為紅⾊或⿈
⾊。宗教處所仍然被列入表列處所，處所掌管⼈須遵守「安⼼出⾏」的相關要求，以及
「疫苗通⾏證」的最新安排，處所負責⼈須按相關規定拒絕「紅碼」及「⿈碼」⼈⼠進
入相關處所。此外，須留意由 9⽉30⽇起，「疫苗通⾏證」適⽤於 5⾄11 歲兒童，屆時
他們須接種⾄少⼀劑疫苗⽅可進入宗教處所。

按 599L 規例要求，宗教處所需主動查核進入⼈⼠的接種紀錄。9⽉30⽇起所有進入本堂
址的 5 歲或以上⼈⼠，需確保掃瞄「安⼼出⾏」⼆維碼（除豁免⼈⼠）。並以「安⼼出
⾏」、「智⽅便」、「醫健通」或印有⼆維碼的紙本疫苗接種紀錄出示和掃描接種/康復
紀錄或醫學豁免⼆維碼。
其他防疫指引內容如下：
• 每組訪客/來賓/參加者不超過 12⼈。
• 參加人數限制在該地點通常可容納崇拜人數的 85%或以下。
• 沒有供應食物或飲品（聖餐除外）。
• 設施（包括座位及任何儲物櫃）進行定期環境清潔和消毒，每日至少一次。

如有查詢，歡迎聯絡本堂堂主任。謹此通告，敬請留意。
宣道會宣基堂
2022 年 10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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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 27 至 2022 年 12 月 3 日 ─ 感恩及代禱事項
1. 宣基家
為宣基家禱告，我們呼求神…
1. 主大大使用新一屆執事團隊，加給他們事奉的智慧、能力與喜樂，成為神
祝福的出口。
2. 弟兄姊妹踴躍參加每天的「線上默想 On Line Chapel」及「21 天禱告運
動」，能夠在忙碌的生活中親近主，並以禱告守望教會。
3. 弟兄姊妹踴躍邀請未信的樂齡親友參加主日舉行的「樂齡佈道團契」。
4. 大大使用康城、彩雲及樂齡佈道事工，聖靈感動更多人相信耶穌、加給事
奉團隊信心、智慧與能力，喜樂、同心地事奉。
5. 帶領新同工加入宣基家的事奉團隊。
6. 感動弟兄姊妹參與燃亮生命牧區的事奉。
7. 大禮堂裝修工程已經順利完成，神的榮耀與同在充滿在聖殿中，神的名被
高舉和尊崇。
8. 堅固患重病弟兄姊妹的信心，賜下更多醫治的恩典與平安。
9. 移民海外的弟兄姊妹能夠安穩地生活，找到合適工作，投入教會，凡事依
靠主。

2. 祈禱部
這是天父世界，我們呼求神的拯救和憐憫…
1. 俄烏戰事能早日結束，神介入並扭轉局勢，敗壞惡者的陰謀詭計。
2. 各國政府有充足智慧和能力化解通漲危機，制定有果效政策幫助市民大
眾度過艱難的日子。
3. 各國早日走出疫情的困境，重振經濟，恢復正常生活；更有效對抗新冠病
毒的疫苗早日研製出來。
4. 人在困難中仍然堅強地生活下去，持守生命美善的價值。
香港是我家，我們呼求神的眷顧和幫助…
1. 政府進一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後，疫情不會飆升，市民大眾的生活盡快恢
復正常；更多兒童及長者接種疫苗，得到保護。
2. 政府制定長遠復甦經濟政策，幫助面對經營困難的中小嶶企。
3. 對外通開放關事宜能作出妥善安排，早日恢復更多商業、旅遊、探親等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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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康城佈道團契
1. 求主預備聚會地方
a. 求主感動肢體開放家庭作聚會空間。
b. 求主讓有關當局在疫情穩定的情況下，能放寛限聚令，讓我們可以
租借地方聚會。
c. 求主預備長遠可穩定聚會的地方。
2. 每月第一週將參與宣基家的聖餐主日崇拜，求主賜恩鼓勵聚會者積極參
與。

4. 差傳部
1. Panda 的代禱需要：
a. 感恩海外旅程，探訪順利，有好的休息，在主裡有不同連繫的人和
事，經歷主的保守和恩典。
b. 感恩 10 月中的香港差會會議順利舉行。
c. 之前右腳腳跟位置骨裂，仍未完全癒合，尚有小小裂痕，請記念。
d. 近日又出現皮膚敏感情況，記念 Panda 的身體狀況。
2. Ricky & Winny 的代禱需要：
我們在英國差不多 3 星期了，現在正展開進修生活。
a. 感恩在這裡有班好同學和好教授。
b. 為我們的學習進度禱告，11 月初要交一份 2-3 千字的研究方向和
具體計劃書。
c. 為適應這裡的共同宿舍生活禱告。
d. 求天父保護我們的身體，免受新冠病毒感染。
e. 記念 14/11 回日本的行程。希望到埗後一星期左右再坐飛機返北海
道。
3. 在歐洲服侍穆斯林的 Hourglasses(小沙斗)的代禱需要：
a. 為 R 姊妹願意作門徒訓練感恩，求主保守她的身體問題不是癌症，
又保守她的家鄉政局穩定。
b. 為在家鄉的太太的年老雙親代禱，求主保守他們健康及繼續享受教
會生活。
c. 為小沙斗先生太太身體代禱，感謝主先生手術後視力仍正常，亦求
主醫治太太長新冠的徵狀。
d. 為小小沙斗的學習及自我成長代禱。
e. 為回鄉的機票能得到索償代禱，年初航空公司取消了的班機只補回
給我們２/3 機票費用，而德航一直沒有消息，求主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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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宣基小學牧區
1. 於 11 月尾 12 月初，為校園溫習及測考周，求天父賜恩給同學有聰
明智慧及健康，專心溫習，尤其保守六年級的呈分試，亦保守老師
們的教學，主恩滿滿。
2. 感謝神，2022「小一家長學堂」順利完成，將舉行家長福音小組，
求主幫助親吸引未信及回轉家長參與！求主的愛及福音充滿每位
參與的家長及孩子心裡，讓未信、慕道及回轉親子認識神，投入宣
基家聚會。
3. 求主使用 AA 隊 2023 之開展及籌備，讓六年級同學踴躍參與及認
識神！
4. 求主興起校園眾人愛禱告的心，在疫情下，以禱告彼此守望。
5. 求主的福音時刻栽種在每位同學及家長心裏，在各自的生活經歷從
神而來的安慰、醫治及隨時的幫助。
6. 求主賜予香港家庭及下一代，身心靈健康成長，跨越各種生活挑戰
及困難。
6. 迦南牧區
1. 感恩陳美玉姊妹左手上肢裂開的骨頭已經已經解去綳帶，求主保守
完全的康復。
2. 黃淑美姊妹有腿外彎的情況，求主保守 12 月見醫生以確定手術的
安排。
7. 以法他牧區
1. Sandy 姊妹在腸癌第四期中，癌指數有上升，肺部也有陰影。目前決定不
用藥物，而采用舒緩治療。感恩姊妹有平安和喜樂。求主施展大能的醫治，
將癌細胞全部清除。
2. 為葉自珍姊妹在 11 月開始進行 5 星期的子宮頸電療程序，求主保守治療
的成功。
3. 鄺王玉雲姊妹的膽管過去有發炎狀況，需要決定明年是否切除膽管，求主
帶領有關決定。
4. 馮淑嫻姊妹日前診斷子宮下垂，求主預備合適的醫生和保守醫療成功。
你的禱告我的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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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基堂(宣基小學)聚會資料

宣基堂同工

主日

祝宗麟牧師 (堂主任)

成人崇拜

萬得康牧師 (榮譽牧師)

9216 9410

第一堂

上午 8:45

大禮堂

周欣鳳傳道 (兒童)

2703 2516

第二堂

上午 10:15

大禮堂

馮志滔傳道 (青少年)

2703 2517

第三堂

上午 11:45

大禮堂

黃少東傳道 (青少年)

2703 2530

梁施恩傳道 (青少年)

2703 2529

兒童崇拜
第一堂

上午 8:40

214 室

陳詩程小姐 (青少年福音幹事)

2703 2538

第二堂

上午 10:15

課室

程展鵬牧師 (職青、夫婦)

2703 2519

第三堂

上午 11:40

課室

莊姝娟牧師 (康城團契)

2703 2521

Shining Buddies

上午 8:40

歐燕冰傳道 (職青、夫婦)

2703 2523

少年崇拜/團契(中一至六)

上午 11:00 副堂、214 室 方建中傳道 (夫婦)

2703 2522

升中適應計劃

上午 11:00

第三副堂

徐敏儀牧師 (婦女、夫婦)

2703 2524

姚美媚傳道 (成熟夫婦、長者)

2703 2532

月禱會(每月首週)

上午 11:45

第二副堂

梁庭恩傳道 (燃亮生命傷健群體)

2703 2531

耶利米禁食祈禱會

晚上 8:30

第二副堂

葉美欣傳道 (宣基小學校牧)

2703 2526

祈禱會

(逢每月第二及四週星期三)

董智敏博士 (義務傳道-敬拜部)

主日學
上午 10:15

課室

燃亮生命傷健崇拜

下午 2:30

第二副堂

陽光活力團契

暫停

成人
週六

宣基堂(田家炳小學)資料

許惠絲小姐 (高級行政助理)

2703 2514

譚磊光先生 (行政助理)

2703 2512

何思敏小姐 (行政助理)

2703 2511

宣基堂(甲子何玉清中學)資料

週六成人崇拜

下午 5:30

大禮堂

幼稚級兒童崇拜/主日學

下午 5:30

課室

週六成人團契/小組

下午 3:30，6:45

課室

青少年團契

下午 4:00，6:45

課室

少年崇拜/團契

下午 2:30

宣基堂(康城)Joyful Sunday 資料
Joyful Sunday(主日)

上午 10:15

宣基堂(彩雲)資料
主日崇拜

上午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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