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幼部通告

九龍城浸信會

升班名單
便雅憫：李諾㬢
馬 可：朱楚喬
馬 太：方憑信
鄭敬謙

葉明恩
何錦樂
王文卓
蕭致雅

利 未：張舜彥
約瑟A：阮詩樂
陳懿芯
約瑟B：王睿偲
吳琛瑜
約瑟C：甘瑋萱
盧鼎廷
仁 愛：甘朗言
午初幼：葉心柔
午高幼：王曄天
午初小：梁思永
午高小：王文卓

譚希義 彭萃珩 李玥睿 林天洛
李熙立 周諭基 方活言 楊詠森 唐爾淳 唐爾晨 張允兒 黃植汐 練靜祈
朱明睿
劉籽揚
周裴裴
冼翹
列思行
劉君寧
李梓睿
龔倬正
列思行

鄭誠惠 譚進心 譚進言 鍾幸好 羅梓軒
莫梓光 莫梓進 陳樂弦 黃思予 楊睿謙 何善翹 盧以予
吳恩琳 李晞彤 翁泳軒 梁以謙 梅樂恩 陳樹楠 黃思言 劉凱頤
羅諾晞

林卓顥
程朗
阮佩詩
李婉菲
江芷祈
黃僖柔
阮珮詩
張恩立
余嘉諾

張恩晉 梁天皚 梁思諾 楊旻信 劉以善 鍾芊約 鄺舜枝
柳智高 馬以恩 張芏湲 陳詩盈 楊樂晴 練頌揚 鄭迦南
李安緹
雷珈而
馬心柔
胡以藍
梁舫怡

陳子善
林嫝婷
肇增昊
陳栢心
陳子諭

陳子諭
梁浩里
汪鈺堃
劉己立
楊裕和

麥愷甯 溫煦
謝凱恩
劉籽揚 劉以善
何錦樂
楊裕善 溫煦

2022年兒童讀經計劃得獎名單
<鑽石獎>關樂天
<銀獎>王曄天
<銅 獎>莫芊融 朱明睿 鍾芊約 李明睿
林嫝媃 劉義恆 朱美思 吳恩琳
崔之禮 馬心柔

1月21、22日(年三十、初一)兒幼部
各兒童崇拜、成長班暫停一次。如有
兒童回到教會，可隨父母到大堂崇拜。

2023年1月7-8日

鼓勵家長引導子女親近上帝，幫助孩童明白親近上帝的重要，並一起享受讀經的樂趣。
08/1
路5:1-11
約1:43-51
可2:13-17,
3:13-19

09/1
約2:1-11,
13-22

10/1
約3:1-21

12/1
約4:43-54;
可1:21-34

11/1
約4:1-29,
39-41

13/1
可1:40-45,
2:1-12

14/1
路5:33-39,
6:1-11

兒幼代禱
為預備考試的兒童祈禱，求天父賜智慧並喜樂的心給他們，使他
們有清晰的頭腦去思考，把所學習的都融會貫通，以及有喜樂的
心去面對學業的壓力。

第九屆 導師訓練班
已經截止報名
凡報讀者將有同工聯絡閣下，
約見面談。

上週聚會人數
家庭小敬拜網上點擊：52 次
基督少年軍：(40) ： 丶(97)：79丶家長組：N/A
週六成長班小學組：41
| 幼童組：31
週六 崇拜小學組：11
| 幼童組： 2
| 兒護：1
主日成長班小學組：58
| 幼童組：57
主日 崇拜小學組：48
| 幼童組：29
| 兒護：7

1月份金句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

又到2023年讀經計劃報告啦！你報名未呀？今年增設
報名費20元，同時增設贈書童悅聖經-新約選讀100篇，
名額100位，記得及早報名啦！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__
cQLLKabhVSYaC_pJ42qegXSI-rHWFH/view?usp=sharing

詩篇1:1

2023年全教會退修日

2022年度成長班導師服務年資獎

謹定於1月29日(主日)下午2時30分在大禮堂舉行全教會退修日，
主題︰「從教會整全使命看與受造萬物結連」，
由香港浸信會神學院舊約教授黃福光博士主領，鼓勵弟兄姊妹踴躍出席。
聚會後，請本教會十三部部員及差會委員留步參與接續舉行的義工退修日。

1月21日(年三十)
周六晚堂崇拜提前在下午3時舉行、
1月22日(年初一)
兩堂主日崇拜
分別於上午9時及10時45分在大禮堂舉行，
三堂崇拜聚會均為新年崇拜，信息內容相同。
1月21、22日(年三十、年初一)
普通話崇拜、兒童崇拜及所有成長班聚會暫停一次，
兒童可跟隨父母到大禮堂參與崇拜聚會。

謹定於2023年1月29日(主日)下午2時30分
在全教會退修日頒發上述獎項，
歡迎得獎導師出席領獎。

1月14日
培道小學未能借用
培道小學將於1月14日舉行家長日，
當天校舍未能借用，培小通道暫停開放，
敬請留意！

電子版

Android版

2023城浸行事曆及樂享聖筵月曆”
已訂閱，資料將會自動更新。
未訂閱，可按以下程序處理

iOS版

「城群結隊─跨齡關顧服侍」

查詢：勞家怡傳道 (27674213)
「教會是一個大家庭，2022年度教會開始「城群結隊」─跨齡關顧服侍，參與的班都
感到獲益良多，亦在跨代相交下，互相認識，破除誤解，建立主內一家。2023年，繼
續推行這計劃，期待你們的參與。請各成長踴躍參與，詳細資料可登入以下連結或QR
Code。本年度已參加的班，如想繼續與同一班結連，亦請重新登記。

建堂代禱
「耶和華必成全關乎我的事；耶和華啊，你的慈愛永遠長存！求你不要離棄你
手所造的。」（詩篇138:8）
神啊！踏入2023年，求主繼續指引前路，我們都願意順服主的帶領，縱然仍未
有任何突破，就讓我們持續的禱告，一同經歷神的恩典及仰望神的帶領，阿門！

「恩典路見證集」
第2集現已上架，歡迎收看！
YouTube: https://reurl.cc/oZpvqM
Facebook: https://reurl.cc/lZlnrA

青少部成長班通告
九龍城浸信會
2023 年 1 月 7 日、8 日
請將此通告給各級主任導師／班導師／班長傳閱

青少部活動：
1. 請以下成長班盡快交回 2023 年度成長班財政預算
腓利門、腓力、以馬忤斯、提摩太、司提反、彼得、安提阿
2. 2022 年屆尾結算
請各班司庫將 2022 年 1-12 月支出單據、數簿及餘下金額於交給 cherry 同工，以便結算 2022
年度財政支出。

建堂代禱事項：
「耶和華必成全關乎我的事；耶和華啊，你的慈愛永遠長存！求你不要離棄你手所造的。」（詩篇
138:8）神啊！踏入 2023 年，求主繼續指引前路，我們都願意順服主的帶領，縱然仍未有任何突破，
就讓我們持續的禱告，一同經歷神的恩典及仰望神的帶領，阿門！

教會及其他活動：
1,

成長班班員守則
言語上：不閒言、不埋怨、不論斷
生活上： 要守時、要守約、要守密

財務上：不借錢、不推銷、不作保
事奉上：要虛心、要忠心、要同心

2. 1 月 14 日培道小學未能借用
培道小學將於 1 月 14 日舉行家長日，當天校舍未能借用，往培小通道亦暫停開放，敬請留意！
3. 1 月 21 日(年三十)周六晚堂崇拜提前在下午 3 時舉行、1 月 22 日(年初一)兩堂主日崇拜分別於
上午 9 時及 10 時 45 分在大禮堂舉行，三堂崇拜聚會均為新年崇拜，信息內容相同。
1 月 21、22 日(年三十、年初一)普通話崇拜、兒童崇拜及所有成長班聚會暫停一次，兒童可跟
隨父母到大禮堂參與崇拜聚會。
4. 2023 年全教會退修日
謹定於 1 月 29 日(主日)下午 2 時 30 分在大禮堂舉行全教會退修日，主題︰「從教會整全使命看
與受造萬物結連」，由香港浸信會神學院舊約教授黃福光博士主領，鼓勵弟兄姊妹踴躍出席。聚
會後，請本教會十三部部員及差會委員留步參與接續舉行的義工退修日。
2022 年度成長班導師服務年資獎，在全教會退修日頒發上述獎項，歡迎得獎導師出席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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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普通話事工 --- 招募「廣東話班」助教
服侍來港讀書的內地生，網上課程（zoom），共 8 堂，每堂 1.5 小時，前半小時觀看老師教學視
頻，後一小時由助教協助帶領學生小組會話，現需要大批助教義工。
┈┈┈┈┈┈┈┈┈┈┈┈┈┈┈┈┈┈┈┈┈┈┈┈┈┈┈┈┈┈┈┈┈┈
詳情及網上報名：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gVz9Aes87SPrX-Ro0AvvVBcNYmZRj3stbxyu6sAq
7DUm8yw/viewform
截止日期：1 月 15 日（理大班），1 月 29 日（浸大班）。
查詢：李德劍弟兄 djli@baptist.org.hk
2767-4236
劉銳鋒傳道
joshualiu@baptist.org.hk 2767-4325
6. 2022「與耶穌深度行」靈修計劃已圓滿結束，大家請帶備靈修卡(已儲齊四個印章)前往會友服務
處領取小禮物以作鼓勵。另外新一季的記錄卡亦準備好，盼望大家今年繼續好好安排默想經文靈
修的時間，與神建立更親密的關係，與己與人，與受造萬物結連。
7.

周三查經祈禱會
由 2023 年 1 月 4 日起，教會周三查經祈禱會 (上午)將改於六樓禮堂進行，(晚上)則在大禮堂
舉行，同步在教會臉書直播，請會眾留意！
周三查經祈禱會以外，成長班如有定期舉辦之祈禱會出席人數，請各班的靈修部職員於每周四
中午 12 時前按連結: https://forms.gle/UYmX5CAMp3abWWvb9 填妥 google form 後並提
交，謝謝合作！(如沒有，不需填報)

8. 柬埔寨宗教文化學習團
日期：4 月 5 日（三）至 4 月 10 日（一）
地點：柬埔寨
目的：認識柬埔寨歷史文化、福音需要；
參與當地服侍，關懷本會宣教士
對象：20-34 歲本會會友
名額：10 人（須經個別約見及甄選；滿額即止）
費用：HK$7,000（可獲差會津貼，及按機票價格調整）
報名：掃描二維碼以填妥網上報名表（1 月 21 日截止）
查詢：羅浩輝同工（2767 4288）
9.

「2023 耆青樂聚展歡欣」網上報名表
感謝弟兄姊妹的忠心服侍，匡耆計劃同工已草擬 2023 年可供各成長班到長者鄰舍中心舉辦「耆
青樂聚展歡欣」活動的日期及時間，歡迎各成長班到以下連結填寫報名表！大家可透過自行設計
遊戲、詩歌/小曲分享、人物見證、訊息短講等，以輕鬆活潑的形式與長者們分享福音，見證主
愛！如對上述活動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322 1293 與長者鄰舍中心匡耆計劃同工美寶隊長或芳
姑娘聯絡，謝謝！
會內查詢：27674324 高葆華幹事（社關部同工）
https://reurl.cc/ROOo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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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23 年差傳專題週抽籤結果
專題名稱
專題 1：
差傳影音週：穆斯林姐姐的信 See 行
專題 2：差會與你

專題 3：宣教士壓力面面觀

專題 4：作印傭的好鄰舍
專題 5：翻轉人生

成功申請及已抽中之單位
挪亞
哈巴谷、耶利米
撒迦利亞、亞希雅、迦勒、哈拿
(後補：迦密山、那鴻、拿單、約沙法、
基利心山、約西亞)
彌迦、以賽亞、所羅巴伯
他泊山、以西結

專題 6：天涯‧咫尺

所羅門、以西結、約珥、哈該
(後補：亞希雅、迦勒、非比)

專題 7：FUN FUN 中宣教

大衞、拿單、以利亞、腓立比

專題 8：言柬‧意深
專題 9：請回應火焰國的呼聲
專題 10：i-manGO 放映會

專題 11：係 Friend 唔係 Friend

專題 12：宣教行動「祢我他」

以賽亞、路得、但以理、耶利米
(後補：基甸、挪亞)
加利利、彌迦、各各他山、挪亞、所羅巴伯
哥尼流、尼希米、約西亞、以利沙
(後補：多加)
基甸、但以理、約沙法
(後補：希伯崙)
路司得、所羅門、哈巴谷、那鴻
(後補：迦密山、非比、多加)

專題 13：港漂一族

約珥、撒母耳、加利利、希伯崙
(後補：尼希米、阿摩司、撒迦利亞、哈拿)

專題 14：福臨香江

各各他山、基利心山、加略山、黑門山

注意事項：
1) 所有抽中之單位務必在 2 月 15 日前自行聯絡主領傳道同工確定週會日期，方可作實。
2) 專題 3,6,8,10,11,12 及 13 超額申請，未能抽中的單位將列入後補名單，如後補單位在 2 月 28
日前未有收到差會同工通知，即表示差會未能在今年內舉行有關專題週會。詳情請看六樓差會門
外之壁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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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浸信會

成年部成長班通告

2023 年 1 月 7-8 日

班長報告事項

A. 成年部
1. 1 月 14 日培道小學未能借用
培道小學將於 1 月 14 日舉行家長日，當天校舍未能借用，往培小通道亦暫停開放，敬請留意！

2. 2023 年全教會退修日
謹定於 1 月 29 日(主日)下午 2 時 30 分在大禮堂舉行全教會退修日，
主題︰「從教會整全使命看與受造萬物結連」，由香港浸信會神學院舊約教授黃福光博士
主領，鼓勵弟兄姊妹踴躍出席。聚會後，請本教會十三部部員及差會委員留步參與接續舉行
的義工退修日。
2022 年度成長班導師服務年資獎
謹定於 2023 年 1 月 29 日(主日)下午 2 時 30 分在全教會退修日頒發上述獎項，歡迎得獎
導師出席領獎。

3. 成年發展中心: 2023 年第一季成年發展中心活動
2023 年第一季成展活動課程現仍有 SPO-093 競步技巧初探 / REC-158 和諧粉彩初體驗 /
REC-159 手縫布藝工作坊繼續接受報名，有關各課程詳情請查閱成年發展中心活動單張
https://reurl.cc/ymkj08，或可掃瞄 QR code，了解各活動資料內容。
報名請親身於各崇拜時段到會友服務處報名及繳交費用，
其他時間請到五樓辦公室辦理 (只收現金/支票)，※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查詢電話：27135111
※註：花藝設計工作坊/ 伸展健康愉快班 / DIY 禮品制作班 / 輕鬆手機學砌圖班，都已開
班或取消※

4. 成年發展中心 - 認領物資事宜
由於成年發展中心活動儲物櫃存放了大量不知名的伸展運動軟墊，敬請物主於 1 月 19 日或
以前到本教會外展中心認領取回，逾期將由本教會處理之。敬請知悉, 若有任何查詢，請聯
絡成年發展中心兼職同工何笑馨 27135111

5. 周三查經祈禱會
由 2023 年 1 月 4 日起，教會周三查經祈禱會 (上午)將改於六樓禮堂進行，(晚上)則在大禮
堂舉行，同步在教會臉書直播，請會眾留意！
周三查經祈禱會以外，成長班如有定期舉辦之祈禱會出席人數，請各班的靈修部職員於每周
四中午 12 時前按連結： https://forms.gle/UYmX5CAMp3abWWvb9 填妥 google form 後並
提交，謝謝合作！(如沒有，不需填報)

6. 2022 年度成長班財政屆尾結算
請各成長班司庫將 2022 年度 10-12 月份單據、數簿及 2022 年度餘款於 2 月 5 日前交回成年
部 許巾好同工。

7. 成長班班員守則
言語上：不閒言、不埋怨、不論斷
財務上：不借錢、不推銷、不作保
生活上：要守時、要守約、要守密
事奉上：要虛心、要忠心、要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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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教會其他事項
1. 農曆新年聚會安排
a. 1 月 21 日(年三十)周六晚堂崇拜提前在下午 3 時舉行、1 月 22 日(年初一)兩堂主日崇拜分
別於上午 9 時及 10 時 45 分在大禮堂舉行，三堂崇拜聚會均為新年崇拜，信息內容相同。
b. 1 月 21、22 日(年三十、年初一)普通話崇拜、兒童崇拜及所有成長班聚會暫停一次，兒童
可跟隨父母到大禮堂參與崇拜聚會。

2. 普通話事工 - 招募「廣東話班」助教
服侍來港讀書的內地生，網上課程（zoom），共 8 堂，每堂 1.5 小時，前半小時觀看老師教
學視頻，後一小時由助教協助帶領學生小組會話，現需要大批助教義工。

┈┈┈┈┈┈┈┈┈┈┈┈┈┈┈┈┈┈┈┈┈┈┈┈┈┈┈┈┈┈┈┈┈┈┈┈┈┈┈┈┈┈┈┈┈┈┈┈┈┈┈┈┈┈┈┈┈┈┈┈┈┈┈┈┈┈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gVz9Aes87SPrXRo0AvvVBcNYmZRj3stbxyu6sAq7DUm8yw/viewform
截止日期：1 月 15 日（理大班），1 月 29 日（浸大班）。

查詢：李德劍弟兄
劉銳鋒傳道

djli@baptist.org.hk
joshualiu@baptist.org.hk

2767-4236
2767-4325

3. 2023 年差傳專題週抽籤結果 (請參閱附件)
4. 2023 年支持及關心本教會神學生
謝謝各單位回覆及認領「2023 年支持及關心本會神學生」，以下是各單位認領之名單，請今
年按時與神學生聯絡、關心他們其近況及需要、為神學生祈禱，如有特殊情況，可於辦公時
間致電 2767 4239 與溫杏芝同工查詢。
賀 鈴神學生：哈該、希伯崙、加利利、馬利亞、那鴻、哈巴谷、路得、哈拿、路司得
王俊賢神學生：但以理、大衛、哥尼流、他泊山、非比、亞倫、以利沙
陳紫君神學生：約沙法、迦勒、約拿單、約書亞
應瀟鵬神學生：加略山、何烈山、希西家、基甸、約珥、耶利米、約西亞
梁耀明神學生：所羅門、撒母耳、撒迦利亞、拿單、以利亞
李靈亮神學生：以賽亞、挪亞、瑪拉基、彌迦、以法大、所羅巴伯、伯特利

5. 「與耶穌深度行」靈修計劃
2022「與耶穌深度行」靈修計劃已圓滿結束，大家請帶備靈修卡(已儲齊四個印章)前往會友
服務處領取小禮物以作鼓勵。另外新一季的記錄卡亦準備好，盼望大家今年繼續好好安排默
想經文靈修的時間，與神建立更親密的關係，與己與人，與受造萬物結連。

6.「樂享聖筵—與耶穌深度行計劃」
新一年度「樂享聖筵—與耶穌深度行計劃」已備相關記錄咭及 pdf 電子版供弟兄姊妹使用。
參與方法首先是填妥記錄咭，願意在 2023 年，建立每一天穩定的靈修習慣，讓我們一同與
神的關係持續結連。在每一季完成後，會在記錄咭上蓋上擺放在教會的特定印章作為記錄。
到年終時，若集齊四季的印章，可得到一份小禮物，以作鼓勵及記念。如有任何疑問可隨時
與曾智聰牧師查詢，謝謝!

7. 1 月份建堂代禱事項
「耶和華必成全關乎我的事；耶和華啊，你的慈愛永遠長存！求你不要離棄你手所造的。」
（詩篇 138:8）
神啊！踏入 2023 年，求主繼續指引前路，我們都願意順服主的帶領，縱然仍未有任何突破，
就讓我們持續的禱告，一同經歷神的恩典及仰望神的帶領，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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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全民學堂」1-3 月最新課程

三個課程宣傳片 https://reurl.cc/lZgLdQ
新約選讀：羅馬書
下載單張 https://reurl.cc/QW3X8Z
講師：張雲開老師
網上報名表 https://reurl.cc/nZ0On6
日期：2 月 3、10、17 日（逢周五晚上，共三堂）
學費：$70，早鳥優惠$50（1 月 1 日前），1 月 15 日截止。
新約引用舊約
講師：魏文俊傳道
日期：3 月 9、16、23 日（逢周四晚上，共三堂）
學費：$70，早鳥優惠$50（2 月 5 日前），2 月 19 日截止。

司職輪值表
日期

1月

1月

1月

2月

為配合本教會事工重整，由 2023 年 1 月 1 日起，主日晚堂崇拜聚會暫停，
直至另行通知。
18 日 約書亞
25 日 -1 日 亞倫
週三晚祈禱會見證 11 日 -主日晚堂司事

各班出席人數
週六人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班別
(六
(六
(六
(六
(六

約西亞
午)
約 珥
午)
以西結
午)
哈 該
午)
希西家
晚)
以利沙 (伉儷 六午)
哥尼流 (伉儷 六午)
柏齊雅 (伉儷 六午)
撒迦利亞(六 晚)
阿摩司 (六 晚)
撒母耳 (六 晚)
路 得 (單親 六晚)

前週
19
41
36
37
46
-

31-1 日

38
46
57
34
32
37
56
30
37
38
32
-

主日人數

31-1 日
新來賓/未入隊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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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以斯拉 (日 早)
尼希米 (日 早)
亞希雅 (日 早)
大 衛 (日 早)
基 甸 (日 早)
約拿單 (日 早)
耶利米 (日 早)
哈巴谷 (日 早)
拿 單 (日 午)
約 拿 (日 早)
所羅門 (伉儷日午)
約沙法 (日 午)

前週
28
48
32
39
28
48
27
21
31
23

31-1 日

32
50
26
38
31
53
49
25
23
30
28

前週總人數 31-1 日總人數 31-1 日 新來賓人數/未入隊
545

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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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31-1 日
新來賓/未入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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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 壯 部 成 長 班 (!"!#$%&'()(*+,-)
教會及其他活動事項
1. 教會消息: 農曆新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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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3年全教會退修⽇」
£¤G%&!I+.D+1;<!=#"E:MN5>?¥¦Q§¨+OD©ª«¬¦Q-¥
®¯°p±²³´µ¶·O¸¹º»UQ¼t½¾œ¦¿ÀÁÂÃÄDÅOÆÇÈÉ
ÊËÌÍÎÏ[PQÐO„Ñ¦Q0/ÒÒÓJÔQÕÓ…Öop×Ø>?ÙÚÛ§
¨+[

5.「2022年度成長班導師服務年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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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普通話事⼯: 招募「廣東話班」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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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23年差傳專題週抽籤結果
專題名稱

成功申請及已抽中之單位

專題1：差傳影⾳週：穆斯林姐姐的信See⾏

挪亞

專題2：差會與你

哈巴⾕、耶利⽶
撒迦利亞、亞希雅、迦勒、哈拿
(後補：迦密⼭、那鴻、拿單、約沙法、
基利⼼⼭、約⻄亞)

專題3：宣教⼠壓⼒⾯⾯觀
專題4：作印傭的好鄰舍

彌迦、以賽亞、所羅巴伯

專題5：翻轉⼈⽣

他泊⼭、以⻄結

專題6：天涯‧咫尺

所羅⾨、以⻄結、約珥、哈該
(後補：亞希雅、迦勒、非比)

專題7：FUN FUN中宣教

⼤衞、拿單、以利亞、腓立比
以賽亞、路得、但以理、耶利⽶
(後補：基甸、挪亞)

專題8：⾔柬‧意深
專題9：請回應火焰國的呼聲

加利利、彌迦、各各他⼭、挪亞、所羅巴伯
哥尼流、尼希⽶、約⻄亞、以利沙
(後補：多加)

專題10：i-manGO放映會
專題11：係Friend唔係Friend

基甸、但以理、約沙法
(後補：希伯崙)

專題12：宣教⾏動「祢我他」

路司得、所羅⾨、哈巴⾕、那鴻
(後補：迦密⼭、非比、多加)

專題13：港漂⼀族

約珥、撒⺟耳、加利利、希伯崙
(後補：尼希⽶、阿摩司、撒迦利亞、哈拿)

專題14：福臨香江

各各他⼭、基利⼼⼭、加略⼭、⿊⾨⼭

注意事項：
1) 所有抽中之單位務必在2⽉15⽇前⾃⾏聯絡主領傳道同⼯確定週會⽇期，⽅可作實。
2) 專題3,6,8,10,11,12及13超額申請，未能抽中的單位將列入後補名單，如後補單位在2
⽉28⽇前未有收到差會同⼯通知，即表示差會未能在今年內舉⾏有關專題週會。詳情
請看六樓差會⾨外之壁報板。

8.「三查經祈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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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23年⽀持及關⼼本教會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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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全⺠學堂」1-3⽉最新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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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份建堂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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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 請 ⼤ 家 留 意 教 會 網 ⾴ ( h t t p : / / w w w. b a p t i s t . o r g . h k ) 或 臉 書 ( h t t p s : / / w w w. facebook.com/kcbc.baptist/ )的最新通告，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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