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聖約教會堂會 / 機構12月份聖誕慶祝聚會及活動

日 期 時 間 堂會 / 機構 聚會名稱 地 點 內 容 重 點 歡迎其他人士參加 要預先報名 費用 查詢電話

12/12/2015  2:30pm 堅中堂 探訪 康靜頤養院 關懷院內長者 -- 需要 免費 2727 7887

12/12/2015 6:30pm - 9:00pm 恩臨堂 聖誕佈道聯歡餐會 堅樂小學四樓禮堂
大合唱、遊戲、訊息分享、抽獎、

魔術表演、讚美操、晚宴

學生家長、事奉人員、

未信主的家庭成員
需要 每位$50 2348 3662

13/12/2015 11:30am 豐欣堂 街頭派單張 錦豐苑、頌安村 藉此與街坊分享福音及邀請參加教會的聚會 總動員 需要 -- 2640 6316

13/12/2015 3:00pm - 5:00pm 總會
耶穌已降生，萬民樂繽紛！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
秀茂坪南邨籃球場 報佳音、表演、攤位 任何人士 -- -- 2758 5222

13/12/2015 10:00am 總會
耶穌已降生，萬民樂繽紛！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
觀塘康寧道公園遊樂場 報佳音、表演、攤位 任何人士 -- -- 2758 5222

15/12/2015 10:30am - 11:30am
耀安

長者鄰舍中心
讓愛走動分享會 中心禮堂

邀請循道衛理佈道團主領

內容包括福音粵曲、話劇、見證及信息分享

會員、

對基督教信仰有興趣的長者
需要 免費 2641 7787

16/12/2015 7:30pm - 9:00pm 總會 2015年聖誕慶祝會 頌恩中心 聚餐 只限聖約教會同工 需要 -- 2758 5222

17/12/2015 10:30am - 1:00pm
耀安

長者鄰舍中心
長幼同樂賀冬至 海澄軒海景酒店天澄閣

長者中心與頌安錦豐小天使幼稚園聯合舉辦

內容包括義工獻藝、幼兒表演、聯歡遊戲及

豐富冬至午宴、互送溫情禮物。

獨居長者、義工 需要 免費 2641 7787

18/12/2015

9:00am - 11:00am

1:00pm - 3:00pm

4:00pm - 5:30pm

小天使(天盛)

幼稚園
聖誕慶祝會 幼稚園內 崇拜、詩歌、學生表演 -- -- -- 2149 9005

18/12/2015 7:00pm - 8:30pm
小天使(天盛)

幼稚園
聖誕親子晚會 獅子會何德心小學 崇拜、詩歌、學生表演、見証 -- -- -- 2149 9005

18/12/2015 10:00am - 12:00nn 麗道堂 B區聖誕聯歡會 胡平禮堂 弱智人士聖誕感恩會 個別邀請 -- -- 2719 8345

19/12/2015 2:30pm 豐欣堂 馬鞍山聯合家長培靈會 利安村靈糧小學 家長培靈會 家長 不需要 -- 2640 6316

19/12/2015 2:30pm - 4:30pm 耀安堂 家長培靈會 馬鞍山靈糧堂 聯區聚會, 由羅祖澄牧師主講 Y -- -- 2641 7787

19/12/2015 2:30pm - 4:30pm 耀安堂 兒童福音聚會 馬鞍山靈糧堂 聯區聚會, 由福音魔術師主領 Y -- -- 2641 7787

19/12/2015 5:00pm - 7:00pm 麗道堂 Amp的春夏秋冬 甲子何玉清中學 微電影佈道會首影禮 Y -- 免費 2719 8345

20/12/2015 10:30am 堅中堂 堂慶及聚餐 堅中堂 34周年堂慶感恩 Y 需要 $70 / $30 2727 7887

20/12/2015 10:30am 盛恩堂 聖誕感恩崇拜 + 愛筵 (崇拜後) 盛恩堂 崇拜及聚餐 歡迎任何人士參加 愛筵須報名 自由奉獻 2149 9001

20/12/2015 4:30pm - 6:00pm 厚恩堂 報佳音 東港城商場 聖誕詩歌頌唱 事奉人員 需要 2703 7687

20/12/2015 9:30am - 11:30am 麗晶堂 聖誕節主日崇拜 麗晶堂 主日崇拜 任何人士 不需要 -- 2798 6969

23/12/2015 6:30pm - 8:45pm
小天使(錦豐)

幼稚園
慶祝聖誕福音SHOW 幼稚園內

聖誕歌曲、樂隊現場演奏、

小把戲、舞台劇等
-- -- -- 2640 6783

23/12/2015 7:00pm 堅中堂 製作愛心曲奇 頌恩中心 報佳音時派給區內街坊 -- 需要 免費 2727 7887

23/12/2015 6:30pm 豐欣堂 慶祝聖誕福音Show 錦豐苑錦蕙閣 與學生家長慶祝聖誕 本園之學生家長 需要 -- 2640 6316

24/12/2015 8:00pm 堅中堂 平安夜崇拜 堅中堂 記念基督降生 Y 需要 免費 2727 7887

24/12/2015 8:45pm 堅中堂 報佳音 翠屏邨 將基督降生信息帶給社區 Y 需要 免費 2727 7887

24/12/2015 8:00pm - 10:00pm 盛恩堂 平安夜報佳音 天盛苑 唱聖誕詩歌、派單張及小禮物
詩班︰本堂信徒；

聽眾︰天盛居民
不需要 免費 2149 9001

24/12/2015 8:30pm 豐欣堂 平安夜聚會 錦豐苑錦蕙閣 平安夜聚會 任何人士 不需要 -- 2640 6316

24/12/2015 9:30pm 豐欣堂 聖誕報佳音 錦豐苑、頌安村 報佳音 總動員 需要 -- 2640 6316

24/12/2015 11:00pm 豐欣堂 青少年慶祝活動 錦豐苑錦蕙閣 青少年分享會 青少年 需要 -- 2640 6316

24/12/2015 8:00pm - 9:30pm 耀安堂 聖誕報佳音 馬鞍山耀安邨及新港城 本堂會友於區內宣揚基督降生信息 -- -- -- 2641 7787

24/12/2015 3:00pm - 6:00pm 麗道堂 聖誕傳光 胡平各樓 向院舍長者報佳音 個別邀請 -- -- 2719 8345

24/12/2015 6:00pm - 7:00pm 麗道堂 聖誕愛筵 甲子何玉清中學 一同分享愛的晚餐 Y 21/12 前 $40 2719 8345

24/12/2015 7:30pm - 10:00pm 麗道堂 聖誕聯歡會 甲子何玉清中學 聖誕感恩慶祝會 Y -- 免費 2719 8345

24/12/2015 6:45pm - 9:00pm 麗晶堂 平安夜報佳音 麗晶、啟業、啟晴、德朗 獻詩 任何人士 不需要 -- 2798 6969

25/12/2015 10:30am - 12:30pm 厚恩堂 聖誕節聖餐崇拜 本堂 (厚德長者中心) 聖餐、崇拜 Y 不需要 2703 7687

25/12/2015 3:00pm - 4:30pm 麗道堂 同頌聖誕 東港城商場 向商場遊客佈道聖誕意義 Y -- 免費 2719 8345

26/12/2015 2:30pm 豐欣堂 馬鞍山聯合青少年佈道會 利安村靈糧小學 青少年佈道會 青少年 不需要 -- 2640 6316

26/12/2015 2:30pm - 4:30pm 耀安堂 青少年佈道會 馬鞍山靈糧堂 聯區聚會，由梁永善牧師主講 Y -- -- 2641 7787

27/12/2015 11:00am - 2:00pm 恩臨堂 聖誕崇拜暨愛筵 堅樂小學四樓禮堂 主日崇拜、午宴 任何人士 需要 全免 2348 3662

24~27/12/2015 - 麗道堂 聖誕英德短宣 英德沙口 佈道探訪 Y 1/12 前 $1500 2719 83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