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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道會屯福堂 2018-2019教會年曆 

 

核心理念 

以耶穌基督在地上的生活與工作，從降生到復活所發生的主要事件，作為教會舉行有關記念和慶

祝活動的主題，藉此讓眾肢體彼此建立，成為一個以基督為中心的群體，同心回應上帝的召命：「宣

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教會年主要活動／節期劃分 

週期 日期 主要活動 /節期 崇拜講員 備註／特別活動 

 

2018 年 12 月 

將臨期 

2 (星期日) *將臨期第一主日 陳紹銘傳道  

9 (星期日) 將臨期第二主日 李恩全牧師  

16 (星期日) 將臨期第三主日 李恩全牧師 21/12 將臨期月禱會 

23 (星期日) 將臨期第四主日 郭罕利博士 25/12 下午 5:00聖誕慶祝

會 

(公假：聖誕節 25-26/12) 

30 (星期日)  馮文富傳道  

 

2019 年 1 月 

基督彰顯 

6 (星期日) *基督彰顯主日 羅曉彤傳道  

13 (星期日)  陳紹銘傳道 18/1 月禱會 

20 (星期日)  馮文富傳道 團年夜 

27 (星期日)  李恩全牧師  

 

2019 年 2 月 

預苦期 

3 (星期日) *聖餐主日 陳紹銘傳道 (公假：初一至初三 

5-7/2) 

10 (星期日)  羅曉彤傳道 10/2 年初六：新春團拜 

15/2 月禱會 

17 (星期日)  鍾翠嫻傳道  

24 (星期日)  李恩全牧師  

 

2019 年 3 月 

預苦期 

3 (星期日) *登山變像主日 郭罕利博士  

10 (星期日) 預苦期第一主日 馮文富傳道 15/3 月禱會 

17 (星期日) 預苦期第二主日 羅曉彤傳道  

24 (星期日) 預苦期第三主日 李恩全牧師  

31 (星期日) 預苦期第四主日 陳鴻老師 (公假：清明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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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期 日期 主要活動 /節期 崇拜講員 備註／特別活動 

 

2019 年 4 月 

復活期 

7 (星期日) *聖餐主日 陳紹銘傳道  

14 (星期日) 棕枝主日 馮文富傳道 19/4 受苦節月禱會 

(公假：復活節 19/4-22/4) 

21 (星期日) *復活主日 

復活節崇拜 

羅曉彤傳道  

28 (星期日)  鍾翠嫻傳道 28/4 年議會 

 

2019 年 5 月 

等候聖靈降臨 

5 (星期日) *40 周年堂慶主日 陳富華牧師 5/5（下午）堂慶讚美會

（羅錫堅牧師講道） 

12 (星期日) 40 周年堂慶呈獻主日 盧炳照牧師 母親節 

親親媽媽日 

(公假：佛誕翌日 13/5) 

17/5 月禱會 

19 (星期日)  李恩全牧師  

26 (星期日)  陳紹銘傳道 25-26/5 堂慶營會 

 

2019 年 6 月 

聖靈降臨 

2 (星期日) *聖餐主日   

9 (星期日) 聖靈降臨主日 楊桂炎牧師 

（Rev. Tony Yeo） 

8/6-9/6 銳意門徒研討會 

(公假：端午節 7/6) 

16 (星期日)  鍾翠嫻傳道 父親節 

21/6 月禱會 

23 (星期日)  李錦棠先生 迎新會 

30 (星期日) 教育主日 羅曉彤傳道 30/6晚上 10:00至 1/7凌

晨 2:00 

子夜警醒祈禱會 

(公假：回歸紀念日 1/7) 

6/7 播道會總會年議會 

 

2019 年 7 月 

等候差遣宣講

福音／勇敢見

證耶穌基督 

7 (星期日) *聖餐主日 李恩全牧師 差傳主日 

14 (星期日)  陳紹銘傳道 19/7 月禱會 

21 (星期日)  馮文富傳道  

28 (星期日)  羅曉彤傳道  

 

2019 年 8 月 

 

4 (星期日) *聖餐主日 李恩全牧師 6-8/8 JT Camp 

11 (星期日)  陳鴻老師 16/8 月禱會 

18 (星期日)  鍾翠嫻傳道  

25 (星期日)  陳紹銘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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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期 日期 主要活動 /節期 崇拜講員 備註／特別活動 

 

2019 年 9 月 1 (星期日) *聖餐主日  共慶中秋樂 

8 (星期日)   (公假：中秋 14/9) 

15 (星期日)   20/9 月禱會 

22 (星期日)  郭罕利博士  

29 (星期日)   (公假：國慶日 1/10) 

29/9-1/10 靜修營 

 

2019 年 10 月 6 (星期日) *聖餐主日  水禮 

(公假：重陽節 7/10) 

13 (星期日)   18/10 月禱會 

20 (星期日)    

27 (星期日)  鍾翠嫻傳道  

 

2019 年 11 月 3 (星期日) *聖餐主日   

10 (星期日)   15/11 月禱會 

17 (星期日)  陳鴻老師  

24 (星期日)  鍾翠嫻傳道 29-30/11 銳意門徒研

討會 IDMC 2019 

 

2019 年 12 月 1 (星期日) *將臨期第一主日   

8 (星期日) 將臨期第二主日  20/12 月禱會 

15 (星期日) 將臨期第三主日   

22 (星期日) 將臨期第四主日 

聖誕節崇拜 

  

25 (星期三) 聖誕節慶祝會   

29 (星期日) 基督降生後第一主日   

 
註：若有團契單位需要舉辦跨主日營會，請先徵得堂主任同意。 
*逢每月第一個主日為聖餐主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