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 愛 荃 堂 行 事 曆)
福音(綠)     青少年(紫) 同工(紅) 本年重點項目(藍)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6(日) 伉儷聚會 3(日)年廿九 3(日) 伉儷聚會

13(日) 讀經起步禮/組牧導師會/執事會 10(日)年初六 9 (六) 下午仁濟康復大樓-床邊探訪(婉霞)

15(二) 荃灣中心院舍聚會(年尾) 17(日)
差傳主日崇拜-C+/新春社區探訪(潔心)/
伉儷外出探訪

10(日) 組牧導師會/執事會

20(日) 月禱會/兒童天地導師會 18(一) 頤康院舍聚會(新春) 12(二) 荃灣中心院舍聚會

21(一) 頤康院舍聚會(年尾) 19(二) 荃灣中心院舍聚會(新春) 15-16(五至六) 姚連生學生福音營

27(日) 差傳主日崇拜-莎拉/ 敬拜部 24(日) 差傳月禱會 / 執事會 17(日) 巡行月禱會  

18(一) 頤康院舍聚會

23-24(待定) 青少年導師退修營

5-26/2(二) 區聯會-兒童主日學導師訓練 24(日)

31(日) 敬拜部

門訓 I

6/12/18-14/2/19
門訓 II 生命更新(I) 6/12/18-14/2/19 生命更新(I) 生命更新(II)

門訓 III

經卷

信仰探討 信仰研習班一 信仰研習班二 信仰研習班二

教會小組查經 摩西五經 摩西五經 摩西五經

事奉裝備 5,19六 青少年小組組長訓練 9, 23 (六) 青少年小組組長訓練 9, 23 (六) 青少年小組組長訓練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7(日) 月禱會、伉儷聚會 5(日) 組牧導師會/執事會 1(六)
下午仁濟康復大樓-床邊探訪(婉霞)
端午節社區探訪(潔心)

9(二) 荃灣中心院舍聚會 12(日)母親節 2(日) 伉儷聚會

14(日) 執事會 13(一)公假 懇親福音活動  *伉儷 9(日) 執事會

18(一) 頤康院舍聚會(復活節) 19(日)讀經主日 下午聖經講座(郭罕利) 16(日)父親節

19(五) 受苦節晚會(蔡) 21(二) 荃灣中心院舍聚會 18(二) 荃灣中心院舍聚會

20-22(六至一) 讀經退修營-衛理營3日2夜(張) 26(日) 月禱會/ 兒童天地導師會 23(日) 月禱會 / 敬拜部

21(日)復活主日 27(一) 頤康院舍聚會(端午節) 24(一) 頤康院舍聚會(父親節)

28(日) 差傳主日崇拜/ 浸禮 28(二) 執事會 30(日)

29/6-1/7(待定) 青少年澳門短宣

分區分享讀經樂（區自定日期）

4/6-2/7(二) 區聯會-執事培訓証書課程

門訓 I 福音查經班 福音查經班，洗禮班(11堂） 門徒生活，洗禮班(11堂）

門訓 II 生命更新(II) 生命更新(II)

門訓 III

經卷

信仰探討 信仰研習班二

教會小組查經 摩西五經 摩西五經 摩西五經

事奉裝備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1(一) 回歸假期 伉儷活動 2-4或3-5(待定) 青少年夏令營 1(日) 中秋節社區探訪(潔心), 伉儷聚會

7(日) 4(日) 伉儷聚會 7(六) BB95成立17周年立願禮崇拜

14(日) 組牧導師會/執事會 6(二) 荃灣中心院舍聚會 8(日) 組牧導師會/執事會

21(日) 月禱會 / 全教會佈道日 11(日) 執事會 9(一) 頤康院舍聚會(中秋節)

28(日) 12(一) 頤康院舍聚會 14(六) BBHK Anchor Run 慈善跑‧慈善行 2019

22-31 荃葵青研經培靈佈道會+第22屆暑宣 18(日) 差傳主日崇拜/ 差傳月禱會 15(日) 月禱會 

22-29 三堂黃金閣短宣 (黎) 25(日) 兒童天地升級禮(1-2PM)/兒童導師會 17(二) 荃灣中心院舍聚會

待定 青少年暑期活動 22(日) 敬拜部

29(日) 教會計劃營 (29/9 或 1/10公假)

8-29/10(二) 區聯會-兒童主日學導師訓練

門訓 I 門徒生活，洗禮班 (11堂） 洗禮班 (11堂）

門訓 II

門訓 III

經卷 待定 待定

信仰探討 信仰研習班一 信仰研習班一

教會小組查經

事奉裝備

十 月 十一月 十二月

6(日)堂慶 廿六周年堂慶 / 執事會 3(日) 伉儷聚會 1(日) 執事會

13(日)聖經主日 下午聖經講座(梁國權)/*伉儷聚會 9(六) 石圍角村社區探訪 8(日) 會友大會

14(一) 頤康院舍聚會 10(日) 差傳主日崇拜/組牧導師會/執事會 15(日) 伉儷聚會

19-21(六至一) 澳門短宣 12(二) 荃灣中心院舍聚會 16(一) 頤康院舍聚會(聖誕節)

20(日) 巡行月禱會  16(六) 下午仁濟B座-床邊探訪 17(二) 荃灣老人中心(聖誕節)

22(二) 荃灣中心院舍聚會 17(日) 月禱會 / 兒童天地導師會 21(六) 青少年聖誕福音聚會

27(日) 浸禮 18(一) 頤康院舍聚會 22(日) 福音主日

24(日) 敬拜部 24(日) 平安夜報佳音

29-30 (五至六) IDMC帝國反擊戰 29(日)

25-29(待定) 雲南同工退修

 5/11-3/12(二) 區聯會-執事培訓証書課程 愛慕神話語分享大會(2020年1月中)

門訓 I 福音查經班 福音查經班

門訓 II 生命更新(I) 生命更新(I)

門訓 III

經卷 待定 待定

信仰探討 信仰研習班二 信仰研習班二

教會小組查經

事奉裝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