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牧區及傳道區宣教項目普查問卷 (宣教事工或相關項目) (第四稿 2015.11.24)

Sub No. Diocese/ Missionary
Area

Church Name of mission work Responsible party Frequency Index of
Recommendation

1. 短宣體驗

1 東九龍 慈光堂 國內清遠陽山教會訪宣團 傳道部 隔年1次，為期5日 4
2 東九龍 慈光堂 國內清遠陽山教會 到港交流／訓練 傳道部 隔年1次，為期5-7日 4
3 東九龍 慈光堂 外地宣教體驗團(沙巴) 傳道部 隔年1次 3
4 東九龍 靈風堂 澳門聖士提反堂宣教分享 宣教部 每兩個月1次 4

5 東九龍 Shatin Anglican Church Short Term Mission Trip Pastor Once a year (done it once in 2015) 5

6 西九龍 青山聖彼得堂 澳門短宣 青少年部 每年1次，為期6-9天 5
7 西九龍 青山聖彼得堂 台灣短宣 家庭區及青少年部 每年1次，為期8-9天 (2015年暫停) 4
8 西九龍 青山聖彼得堂 國內短宣 長者區、家庭區及青少年部 每年2次，為期4-8天 (2015年暫停) 4
9 西九龍 青山聖彼得堂 馬達加斯加短宣 家庭區 每年1次，為期15天 (2014年起暫停) 4

10 西九龍 St Andrew's Church Youth Mission Trip/Week Youth/Mission Once a year 5
2. 教堂佈道會 / 福傳工作

11 香港島 聖提摩太堂 佈道會(全堂) 傳道部 once a year 3
12 香港島 聖保羅堂 青年佈道 once half a year 3
13 香港島 聖保羅堂 佈道會(全堂) Irregularly 3
14 香港島 聖雅各堂 信徒一領一工作 全堂 不設限期 5
15 香港島 基督榮光堂 福音晚餐 宣教培育崇拜部 每月1次，為期一年(2012) 2
16 香港島 北角聖彼得堂 牧師飯局 傳道培育部 每周1次，為期2個月 4
17 香港島 聖馬太堂 福音電影欣賞會 傳道部 隔月1次，已進行4年 5
18 東九龍 慈光堂 母親節(家長)佈道會及其跟進活動 傳道部/全堂 隔年1次 4
19 東九龍 慈光堂 竹園長者中心團契、佈道活動及聖餐崇拜 傳道部 團契~ 每周1次; 佈道活動~ 不定期; 聖餐崇拜~ 每月1次 4

20 東九龍 慈光堂
福音預工：家長英文班、初中英文班、補習班

等
傳道部 家長英文班~ 每年3-5期，持續; 其他班組~不定期 3

21 東九龍 慈光堂 一領一運動 (配合牧區其他福傳活動) 傳道部 每年1次，為期1年 4
22 東九龍 慈光堂 福音旅行 傳道部/全堂 隔年1次或不定期 5
23 東九龍 聖馬可堂 福音揮春迎新歲 傳道部 每年1次，為期2 天 4
24 東九龍 聖十架堂 全堂福傳日 傳道部 每年1次，已進行多年 3
25 東九龍 聖十架堂 周年佈道會 -- 每年1次，已進行30年 3
26 東九龍 靈風堂 福傳工作祈禱會 宣教部 每月1次，為期1年 4
27 東九龍 靈風堂 福音主日 牧區議會 每年1次 4
28 東九龍 聖匠堂 佈道會 青少年部與聖匠中學合辦 不定期1次 3
29 東九龍 聖巴拿巴堂 平安夜晩會/頌唱(周年佈道) 傳道部 每年1次 4
30 東九龍 牧愛堂 60周年堂慶佈道會 宣教部 今年1次 4
31 東九龍 基督顯光堂 周年福音晚會 家庭 每年1次 4
32 東九龍 聖三一座堂 2013全堂佈道會 傳道部 每兩年1次，為期兩天 4

33 東九龍 救主堂 太和長者宗教組佈道事工 傳道部
每周1次，佈道性質約半年1次  (決志人多，但能繼續信主

者不多)
4

34 東九龍 Shatin Anglican Church Evangelistic Music Concert Pastor Once in 2013 3

35 東九龍 Shatin Anglican Church Evangelistic Dance (Ceilidh) Pastor Once a year (done twic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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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東九龍 施洗聖約翰堂 2012愛的根源佈道會 傳道部 -- 4
37 西九龍 荊冕堂 周年佈道會 傳道部 每年1次 5
38 西九龍 荊冕堂 宣教月 全堂 每年1次，為期1個月 5
39 西九龍 青山聖彼得堂 平安夜佈道會 全堂 每年1次 (2013年起暫停) 4
40 西九龍 聖馬提亞堂 聯堂佈道會 教牧/各堂同工教友 2014年1次，為期1天 4
41 西九龍 主愛堂 社區佈道會 全堂 每年1次 4
42 西九龍 聖多馬堂 小學佈道會 傳道同工 每年1次 4
43 西九龍 諸聖座堂 聖樂佈道會 傳道部 每年1次 3
44 西九龍 諸聖座堂 牧師飯局 教牧 每周1次，全年推行 4

3. 佈道訓練 / 其他訓練

45 香港島 聖雅各堂 同行者培訓 傳道部 每年1次，已進行4年 (20堂) 4
46 香港島 聖雅各堂 門徒訓練 傳道部 每年1次，已進行1年 (30堂) 5

47 東九龍 慈光堂
各項訓練（探索六課、福音性研經課程、主日

學宣教篇、福音使者或佈道訓練等）
傳道部 及 牧養部 (主日學) 不定期 4

48 東九龍 基督堂 主日學老師培訓 主日學 每月1次，全年舉行 5
49 東九龍 聖十架堂 本堂各部傳福音訓練 傳道同工 每年1-2次，已進行多年 4
50 東九龍 聖十架堂 福傳訓練 宣教組 每年1次，已進行10年 3
51 東九龍 聖巴拿巴堂 蒲公英長者宣教培訓 成年部 每月1次 4
52 東九龍 牧愛堂 佈道訓練 傳道同工/培育部 視乎需要，為期4次 4
53 西九龍 青山聖彼得堂 三元福音倍進佈道法 家庭區主力 每年1次，為期約12星期 5
54 西九龍 主愛堂 關懷訓練基礎課程 牧師及傳道同工 每年1 次，為期4堂 4
55 西九龍 基督顯現堂 三福佈道訓練 傳道部 每年1次，為期13節課堂及10次實習 5
56 西九龍 聖多馬堂 門徒訓練 傳道同工 每半年1次，為期3個月 5

4. 《標杆人生》

57 澳門傳道地區 澳門聖士提反堂 《標杆人生》閱讀學習 成年部 once a month for 1 year 4
58 澳門傳道地區 澳門聖馬可堂 《標竿人生》閱讀分享 傳道部/培育部 once a week for 7 weeks 5

5. 以馬忤斯課程

59 香港島 聖保羅堂 以馬忤斯課程 once a week for whole year 4
60 香港島 北角聖彼得堂 初信以馬忤斯課程 傳道培育部 不定期給新來賓 3
61 香港島 聖恩堂 以馬忤斯課程 全堂 每周1次，為期半年 5
62 東九龍 聖十架堂 以馬忤斯課程 培育組 每周1次，已進行8年 4
63 東九龍 聖匠堂 以馬忤斯課程 培育部 期間1次 3
64 東九龍 聖巴拿巴堂 以馬忤斯課程(接觸) 培育部 每年1次，為期4堂 5
65 東九龍 牧愛堂 以馬忤斯課程 培育部 每月1次，全年推行，已推行3年 4
66 東九龍 基督顯光堂 成人以馬忤斯課程 成人 每周1次，全年推行 4
67 東九龍 基督顯光堂 青少年以馬忤斯課程 青少年 每周1次，全年推行 4
68 東九龍 聖提多堂 以馬忤斯課程 成年部 每年1次，為期1年 4
69 西九龍 聖安堂 以馬忤斯課程 培育部 每周1次，全年推行 4
70 西九龍 荊冕堂 以馬忤斯課程 全堂 每周1次，全年推行 5
71 西九龍 聖馬提亞堂 以馬忤斯課程 教牧/傳道部 每周1次，為期全年 5
72 西九龍 聖多馬堂 以馬忤斯 傳道同工 每半年1次，為期5個月 4
73 西九龍 聖腓力堂 以馬忤斯培育課程 以馬忤斯籌備小組 每周1次，全年推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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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lpha  Course (啟發課程)
74 香港島 聖路加堂 成人啟發 傳道部 once a year for 10 lessons 4
75 香港島 聖保羅堂 啟發課程 once a year for 13 lessons 4
76 香港島 聖雅各堂 啟發親子課程 伉儷部 每年2次，已進行1年 4
77 香港島 聖士提反堂 啟發課程 傳道培育部 每年1次，為期10周 5
78 香港島 基督榮光堂 啟發課程 宣教培育崇拜部 每月1次，為期二年(2013-2014) 2
79 香港島 北角聖彼得堂 �發課程 傳道培育部 每周1次，為期3個月 4
80 香港島 弘道堂 啟發課程 -- 每周1次，為期1年 3
81 東九龍 Resurrection Church Alpha Course Priest once a week for 4 months 4
82 東九龍 Resurrection Church Alpha Marriage Priest once a week for 2 months 5
83 東九龍 Resurrection Church Alpha Parenting Priest once a week for 2 months 5
84 東九龍 牧愛堂 Alpha Course 傳道同工/宣教部 每周1次，為期7次 4
85 東九龍 基督顯光堂 啟發親子課程 校園事工 每周1次，為期10堂 5
86 東九龍 聖提多堂 �發婚姻課程（聯堂） 牧者 / 同工 教友 每年1次，2013年至今 5
87 東九龍 救主堂 家長啟發課程 傳道部 每周一次，為期4個月，每半年1次循環 4
88 西九龍 荊冕堂 少年啟發課程 同工及青年領袖 每周1次，為期10-12星期 3 or 4
89 西九龍 荊冕堂 啟發婚姻課程 同工及家庭部 每年1次，為期7星期 5
90 西九龍 青山聖彼得堂 成年啟發課程 家庭區主力 每年1次，為期約12星期 5
91 西九龍 青山聖彼得堂 美滿婚姻課程 家庭區主力 每年1次，為期約12星期 5
92 西九龍 聖腓力堂 美滿婚姻課程 培育部 每年1次，為期8講 4
93 西九龍 聖馬提亞堂 啟發課程 教牧/傳道部/成年部 每年1次，為期約14周 5
94 西九龍 聖多馬堂 啟發課程 傳道同工 每半年1次，為期3個月 5

95 澳門傳道地區 St. Morrison Chapel Alpha Course Priest and People
Supposed to be run continuously 3-4 times a year but we had
trouble sustaining it. We did this in my old church but not in
Macau yet.

4

7. 初信慕道班 / 學道班 / 初信栽培班

96 香港島 聖馬利亞堂 學道班 牧師 once a year for 30 lessons 5
97 香港島 St Stephen's Chapel StanleyQuestion of Faith Priest once a month for whole year 5 / 4
98 香港島 聖約翰座堂 I Believe Course Clergy once every 6 months for 9 sessions 4
99 香港島 聖約翰座堂 Faith Enquiry Clergy -- 4

100 香港島 聖約翰座堂 Evangelism workshop Clergy Once in Year 2014 4
101 香港島 北角聖彼得堂 小學信仰小組 牧師 每周1次(上課時間)，為期1學年 2
102 香港島 主誕堂 慕道班 牧師 每半年1次，為期13周 4
103 香港島 Emmanuel Church Genesis and Emmaus Course St John's Cathedral Once every 2 years for 10 weeks 4
104 東九龍 聖巴拿巴堂 初信小組 成年部 每月1次 5

105 東九龍 Shatin Anglican Church Christianity Explored Pastor Once every week for three months (runs once or twice a year) 5

106 東九龍 Shatin Anglican Church Small Group Pastor Once every week for whole year 5

107 西九龍 聖安堂 決志栽培課程 主日學部 每年1次，為期4至8堂 4
108 西九龍 St Andrew's Church Christianity Explored Course Mission Three times a year 5
109 西九龍 諸聖座堂 洗禮慕道班 教牧 每周1次，半年推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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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澳門傳道地區 澳門聖馬可堂 「信仰經中尋」學道查經班 傳道部 once a week for 4 months 5
111 澳門傳道地區 澳門聖十架堂 初信栽培 傳道同工 不定期，為期8堂 4

8. 洗禮堅信禮班

112 香港島 聖士提反堂 洗禮班及堅振禮班 西南聯區牧者 每年1次，為期28堂 5
113 香港島 聖約翰座堂 Genesis Course Clergy and lay facilitators once every 6 months for 9 sessions 4
114 東九龍 基督堂 堅振禮培訓班 主任牧師 每年1次，為期6星期 5
115 東九龍 St Augustine's Chapel Baptism and confirmation preparation courses Three per year

9. 查經班/細胞小組 /團契

116 香港島 St Stephen's Chapel StanleyMidweek Bible Study Priest once every 2 weeks for 3 months 3
117 香港島 聖雅各堂 查經班 傳道部 每月2次，全年舉行，已進行多年 4
118 香港島 北角聖彼得堂 主日信仰探討班 傳道培育部 每周1次，為期1年 4
119 東九龍 頌主堂 查經班 成人團契 每月1 次，持續進行 5
120 東九龍 基督堂 中文聖經班 中文團契 每月2次，全年舉行 5
121 西九龍 主愛堂 周五查經班 牧師 每周1次，為期6堂 4
122 西九龍 基督顯現堂 福音性研經班 傳道部 每年1至2次，為期17周 5
123 西九龍 基督顯現堂 小學研經或靈修班 傳道同工或傳道部 每年2次，為期8周 5

124 澳門傳道地區 St. Morrison Chapel Cell Groups/Bible studies Priest & Group Leaders Weekly with Quarterly outreach events (done in last church –
not in Macau yet) 4

125 澳門傳道地區 St. Morrison Chapel Mens and Womens Fellowhships Relevant Leaders/ Shared
leadership Monthly for Women  / Quarterly for Men 4

10. 閱書小組

126 澳門傳道地區 澳門聖馬可堂 「是否真有神的存在？」閱讀小組 傳道部/培育部 once a week for 5-6 weeks 5
127 澳門傳道地區 澳門聖馬可堂 「上帝與人間苦難」閱書小組 培育部 once a week for 5-6 weeks 5
128 澳門傳道地區 澳門聖馬可堂 「為什麼要我信耶穌」閱書小組 傳道部/培育部 once a week for 5-6 weeks 5
129 澳門傳道地區 澳門聖十架堂 閱讀小組 傳道同工 每周1次，全年推行 4

11. 家長班 / 親子班 / 兒童組

130 香港島 聖馬利亞堂 家庭講座 主日學部 once a year 3
131 香港島 聖馬利亞堂 健康講座 福利部 once four months 3
132 香港島 聖士提反堂 家長組 傳道培育部 每周1次，全年推行 5
133 香港島 聖約翰座堂 Parents and Toddlers Group Volunteers Once a week for whole year 4
134 香港島 聖馬太堂 閒話家長小組 牧師、教友及牧養同工 每周1次，已進行4年 5
135 香港島 聖恩堂 家庭團契 全堂 每月1次，全年推行 5
136 香港島 聖恩堂 開心下午茶 長者 每月1次，全年推行 5
137 香港島 主誕堂 家多一點愛(小學家長小組) 牧師 每兩星期1次，全學年 3
138 東九龍 基樂堂 小小大衛團 老師家長學生主日聯歡 (盆菜宴) once a year since 2015 3
139 東九龍 慈光堂 家訪幼稚園家庭 傳道部及探訪關懷部 每年1次 4
140 東九龍 聖馬可堂 親子詩歌分享會 傳道部及培育部 每年1次，為期1天 5
141 東九龍 聖十架堂 家庭聚會 傳道部 每月1次，已進行15年 3
142 東九龍 頌主堂 家長讚美操 探訪部 每周2次，為期4個月 4
143 東九龍 靈風堂 小學及幼稚園家長團契 傳道同工 50次，為期1年 4
144 東九龍 靈風堂 兩所中學家長團契 傳道同工 50次，為期1年 4
145 東九龍 聖巴拿巴堂 幼稚園家長小組 傳道部/幼稚園 每周1次，為期20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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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東九龍 聖巴拿巴堂 幼稚園家長講座 傳道部 每年3次 5
147 東九龍 基督顯光堂 親子燒烤活動 家庭及校園事工 每年1次 5
148 東九龍 基督顯光堂 家長興趣組─結他班 校園事工 每周1次，全年推行 5
149 東九龍 基督顯光堂 家長團契 校園事工 每周1次，全學年推行 5
150 東九龍 聖三一座堂 家長班 主日學部 每周1次，為期10個月 5
151 東九龍 聖三一座堂 家長學堂 屬校小學及幼稚園 每周1次，為期10個月 4
152 東九龍 聖三一座堂 家庭團契(14個) 家庭事工委員會 每周1次，全年推行 5

153 東九龍 聖三一座堂 聖三一兒童合唱團 聖三一兒童合唱團管理委員會 每周1次，全年推行 5

154 東九龍 聖提多堂
讚美操─戶內（聯堂）/戶外 / 恩樂讚美操團

契

牧者 /堂區幹事 (戶內) 每星期1次，2010年至今；(戶外) 每星期4次，2012
年至今；(團契) 每月1次，2015年4月起

4

155 東九龍 聖提多堂 學校家長團契（小一）(親子遊戲工作坊) 牧者 / 傳道同工 / 堂區幹事 每月1次，2015年9月起 4
156 東九龍 聖提多堂 婦女家長團契（學校家長及堂內姊妹） 牧者 / 傳道同工 / 堂區幹事 每月1次，2015年9月起 5
157 東九龍 聖提多堂 慕道專題學校家長團契 牧者 / 傳道同工 / 堂區幹事 每年1次，為期五星期，2012年至今 4
158 東九龍 聖提多堂 初信學校家長團契 牧者 / 傳道同工 / 堂區幹事 每月1次，為期8個月，2013年至今 4
159 東九龍 救主堂 兒童親職教育課程 傳道部/培育部 每周一次，為期4至8堂，每半年或4個月1次循環 4

160 東九龍 Shatin Anglican Church Family Service (Children are involved, guest
invited) Pastor Three times a year 5

161 西九龍 聖安堂 青少年親子教育課程 青少年部 每年1次，為期5堂 3
162 西九龍 基愛堂 家愛小組 (家長工作) 牧師/傳道同工 每周1次，全年推行 4
163 西九龍 基愛堂 樂愛小組 (家長工作) 牧師/傳道同工 每兩周1次，全年推行 5
164 西九龍 基愛堂 樂天倫 (家長工作) 學校福音事工同工 每兩周1次，全年推行 5
165 西九龍 基愛堂 兒童崇拜 崇拜部 每周1次，全年推行 4
166 西九龍 聖約瑟堂 家長茶座 傳道部/幼稚園 每周1次，全年推行 4
167 西九龍 聖約瑟堂 家長燒烤 傳道部/幼稚園 每學期1次 4
168 西九龍 聖約瑟堂 完美人生─小學家長活動 婦女部 每周1次，為期10次 4
169 西九龍 聖馬提亞堂 親子課程（青少年） 教牧/元朗東福音小組 每年1次，為期約10周 4
170 西九龍 聖馬提亞堂 親子課程（兒童） 教牧/主日學部 2015年1次，為期5周 4
171 西九龍 基督顯現堂 家長團契(幼稚園及小學) 傳道部 每周1次，全年推行 5
172 西九龍 基督顯現堂 兒童合唱團 傳道部 每周1次，全年推行 5
173 西九龍 聖多馬堂 讚美操 關懷部 每半年1次，為期2個月 5
174 西九龍 聖多馬堂 家長班 傳道同工 每半年1次，每年推行 5
175 西九龍 聖腓力堂 親子工作坊 傳道部 每年1次，為期3講 4
176 澳門傳道地區 澳門聖馬可堂 「主日家點心」家長班 傳道部/主日學部 once a week for 9 months 5

12. 青年工作

177 澳門傳道地區 St. Morrison Chapel Youth Group & related Youth Sundays (to get the
Youth involved in church not just Youth Group) Priest & People Weekly Youth Group / Quarterly or Twice a year Yth Sunday

(yet to be done in Macau but was successful in my last church) 4

13. 長者

178 香港島 聖提摩太堂 長者院舍佈道會 耆英部 once a year 4
179 香港島 聖提摩太堂 長者院舍福音活動 耆英部//牧養同工 once a week for whole year 4
180 香港島 聖提摩太堂 長者周末崇拜(院舍) 耆英部 Three times a month for whole year 4
181 香港島 聖士提反堂 樂齡佈道晚會 樂齡事工部 每年1次，為期1日 5

p.5



牧區及傳道區宣教項目普查問卷 (宣教事工或相關項目) (第四稿 2015.11.24)

Sub No. Diocese/ Missionary
Area

Church Name of mission work Responsible party Frequency Index of
Recommendation

182 香港島 聖士提反堂 長者中心「金色年華」 家長組/樂齡部/牧者 每2周1次，全年推行 4
183 香港島 聖馬太堂 長者佈道會 傳道部 每年1次，已進行3年 4
184 香港島 聖恩堂 慈氏護老院探訪 全堂 不定期，全年推行 5
185 香港島 主誕堂 護養院崇拜及講道 牧師 每月1次，全年 3

186 香港島 主誕堂
筲箕灣獨居長者探訪 牧師/教友/陶造生命學員/中心

會員/社工

每半年1次，全年 4

187 東九龍 慈光堂 長者佈道會或福音旅行 傳道部及長者團契 每年2-4次 4
188 東九龍 慈光堂 探訪區內長者宿舍 (現已暫停) 傳道部及探訪關懷部 每年1-2次 3

189 東九龍 聖十架堂 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傳道部 每周1次，已進行多年 4

190 東九龍 聖十架堂 長者中心周年佈道會 傳道部 每年1次，已進行多年 4
191 東九龍 靈風堂 兩所長者院舍團契 牧者和傳道同工 每星期1次 4
192 東九龍 靈風堂 兩所長者之家團契分享 探訪部(鴿子團) 每月1次 5

193 東九龍 聖匠堂 長者佈道會
長者福音事工小組與長者地區

中心合辦
每年1次 2

194 東九龍 聖巴拿巴堂 粵曲福音佈道會 成年部 每年1至2次 5
195 東九龍 施洗聖約翰堂 喜樂人生顯關懷 長者團契 每年2次 4
196 西九龍 荊冕堂 節日探訪長者 傳道部 每半年1次，為期一個下午 4
197 西九龍 荊冕堂 牀邊傳福音給院舍長者 退休人士小組 每周1次，為期一個下午 5

14. 暑期活動

198 香港島 聖路加堂 西南聯區暑期活動 西南聯區青年幹事 once a year for 1-2 months 3
199 香港島 聖路加堂 暑期聖經班 主日學部 once a year for 4 lessons 4
200 香港島 聖馬利亞堂 暑期聖經班 主日學/青少年部 once a year for 3-4 days 4
201 香港島 北角聖彼得堂 暑期聖經班 主日學 每年1次，為期1周 3
202 東九龍 基樂堂 暑期聖經班 once a year since 2015 4

203 東九龍 慈光堂
暑期活動義工服務(藉義工服務，建立青少年

義工對牧區的認識) 傳道部 每年1次，為期1-2周不等 4

204 東九龍 聖馬可堂 暑期聖經班 主日學 每年1次，為期5天 5
205 東九龍 聖十架堂 暑期樂縯紛 宣教組 每年1次，已進行16年 4
206 東九龍 頌主堂 暑期聖經班 主日學部 每年1次，為期4-5個主日 4
207 東九龍 靈風堂 暑期升中活動 青少年部 每年1次 5
208 東九龍 救主堂 幼稚園兩小學暑期聖經班 傳道部/青少年部 每年各1次，為期3至5天 2
209 東九龍 救主堂 幼稚園家長暑假聖經班 傳道部 每年1次，為期3至4天 3
210 東九龍 聖智堂 暑期聖經班 主日學/婦女部 每年1次，為期5天 3

211 西九龍 基愛堂 團契暑期迎新活動 青少年部/傳道同工 每年1次，為期1.5個月 4

212 西九龍 基督顯現堂 玩樂無窮Summer Time 傳道部 每年1次，為期兩個月 4
213 澳門傳道地區 澳門聖馬可堂 暑期聖經班(高小) 主日學 once a year for 1 weeks 4

15. 學校福音工作

214 香港島 St Stephen's Chapel StanleyGospel week at St Stephen's College School Christian Committee once a year 4
215 香港島 聖雅各堂 鄧肇堅中學雅各飯局 青年部 每周1次，已進行2年 3

216 香港島 聖雅各堂 聖雅各小學福音營 青年部 每年1次，已進行多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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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香港島 聖士提反堂 駐校學生福音工作 牧者/幹事 全年推行 5

218 香港島 基督榮光堂
主理聖品駐校福音信息-香港聖公會東涌幼兒

學校
／

＃以校牧身份由2015年4月起，每月1-2次星期三主領校方

早禱福音信息。不定期出席校方各類節期親子活動以接觸

學校家長，期望為日後家長福音事工鋪路。

3

219 香港島 北角聖彼得堂 中學查經組 牧師 每周1次(上課時間)，為期1學年 2
220 香港島 聖馬太堂 宗教班 傳道部 每周1次，已進行4年 5
221 香港島 聖馬太堂 小學學生團契 牧民中心 每周1次，已進行4年 5
222 香港島 主誕堂 中小學團契 青年幹事 每周1次，為期全學年 --

223 東九龍 聖道堂
與聖公會基孝中學合作推動名為「言‧德之本

計劃」

以中一學生為基礎，在青少年團契，基督少年軍，籃球團

契和探訪老人院服務中，帶動福音工作，以友誼和關懷參

加者見證救恩。因此，沒有使用特定的佈道工具或栽培工

具，但也會使用一些如栽培成長八課的資料。

224 東九龍 基樂堂 屬校小學生團契 (小小大衛團) once a month for semester year 4

225 東九龍 慈光堂
家長團契、婦女成長小組、各校學生團契、學

生營會、暑期活動等
堂校合作 (傳道部)

家長團契~ 每月1次，為期1年; 婦女小組~ 每月2次，為期1
年; 學生團契~ 每周1次，為期1年; 營會及暑期活動 ~ 每年1
次

5

226 東九龍 聖馬可堂 堂校佈道會 堂及學校宗教組 每年1次，為期3天 4
227 東九龍 聖十架堂 基德、靜山、日修學校團契 傳道同工 每周1次，已進行多年 3
228 東九龍 聖十架堂 基德基督少年軍 傳道同工 每周1次，已進行3年 3
229 東九龍 聖十架堂 學校家長小組 傳道同工 每周1次，已進行多年 3
230 東九龍 聖十架堂 學校佈道會 傳道部 每年1次，已進行多年 4
231 東九龍 聖十架堂 聖本德中學團契 傳道同工 每周1次，已進行多年 3
232 東九龍 聖十架堂 聖本德中學佈道會 傳道部 每年1次，已進行多年 4
233 東九龍 靈風堂 敬拜隊到兩所中學分享 宣教部 每年2次 4
234 東九龍 聖巴拿巴堂 幼稚園聖誕晚會 傳道部/幼稚園 每年1次 4
235 東九龍 牧愛堂 牧區小學福音周 傳道同工 每年1次，為期1星期 3
236 東九龍 牧愛堂 牧區中學福音周 傳道同工 每年1次，為期2星期 3
237 東九龍 牧愛堂 中學親子outing 傳道同工 不定期，為期1天 3
238 東九龍 聖三一座堂 屬校學生團契、家長團契 傳道同工/屬校教職員 每周1次，全年推行 5
239 東九龍 聖三一座堂 屬校佈道會(福音周) 傳道同工/屬校教職員 每年1次，為期1周 5

240 東九龍 聖三一座堂 聯校學生團契
傳道部校園福音事工/屬校教

職員
每年2次，為期1天 4

241 東九龍 救主堂 兩小學佈道會 傳道部 每年各1次 3
242 東九龍 救主堂 中學佈道會(團契佈道會) 傳道部 每年1 次 2
243 東九龍 施洗聖約翰堂 將軍澳基德小學小三至小六佈道會 傳道同工 每年1次 4
244 東九龍 聖智堂 兩小學佈道會 傳道同工 每2-3年1次 3
245 東九龍 聖智堂 兩小學學生聖經班 每年1次，為期1天 3
246 西九龍 聖安堂 中學佈道會 青少年部 每年1次 3

247 西九龍 聖安堂 小學佈道會 主日學部 每年1次 3

248 西九龍 聖安堂 小學福音周 主日學部 每年1次，為期1周 3
249 西九龍 基愛堂 聯校福音營 青少年部/傳道同工 每年1次，為期2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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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西九龍 主愛堂 中、小學佈道會 傳道同工 每年1次 4
251 西九龍 基督顯現堂 小學福音周 小學教師與傳道部協辦 每年1次，為期1星期 5
252 西九龍 聖腓力堂 天水圍北福音事工：迦南團契 教育委員會 隔周1次，全年推行 4
253 西九龍 聖腓力堂 天水圍靈愛小學：家長小組 教育委員會 每周1次，全年推行 4
254 澳門傳道地區 澳門聖保羅堂 「愛回家」團契 青少年部 每周1次，全年推行 4
255 澳門傳道地區 澳門聖保羅堂 蔡高福音籃球隊 青少年部 每周2次，全學年推行 4
256 澳門傳道地區 澳門聖保羅堂 蔡高福音樂隊 聖樂部 隔周1次，全學年推行 4
257 澳門傳道地區 澳門聖保羅堂 初中Friend & Fun 學校/青少年部 隔周1次，全學年推行 4
258 澳門傳道地區 澳門聖保羅堂 教師團契 學校/教堂 每月1次，全學年推行 4

16. 營會

259 香港島 聖路加堂 福音營 青少年部 once a year for 3-4 days 4
260 香港島 聖馬利亞堂 青少年營 青少年部 once half a year for 3 days 3

261 香港島 聖士提反堂 中小學畢業營/教育營
學生福音幹事/牧者/青年部敬

拜隊
每年1次，為期1-2日 5

262 香港島 北角聖彼得堂 小學福音營 青少年部 每年1次，為期3天 3
263 香港島 北角聖彼得堂 中學福音營(Precious Summer) 青少年部 / 牧師 每年1次，為期3至4天 3
264 香港島 主誕堂 中學福音營 青小年部 每年1次，為期3-4天 --
265 東九龍 聖十架堂 牧區小學畢業生營 宣教組 每年1次，已進行20年 4
266 東九龍 聖十架堂 中學生夏令營 宣教組、青年部 每年1次，已進行30年 4
267 東九龍 聖巴拿巴堂 青年夏令會 青少年部 每年1次 5
268 東九龍 牧愛堂 牧區小學畢業福音營 傳道同工/宣教部 每年1次，為期3天 4
269 東九龍 牧愛堂 牧區中學營會 傳道同工 每年1次，為期2天 4
270 東九龍 牧愛堂 小學親子營 傳道同工/宣教部 每兩年1次，為期2天 4
271 東九龍 聖三一座堂 聯校福音營2013 傳道部/青少年部 每年1次，為期3天 4
272 東九龍 聖三一座堂 屬校學生福音營 傳道同工/屬校教職員 每年1次，為期2-3天 5
273 東九龍 聖提多堂 小六福音營 牧者 / 同工 / 教友 每年1次，為期3日，2010年至今 4
274 東九龍 救主堂 初中學生福音營 青少年部 每年1 次，為期2日1夜 2
275 西九龍 聖安堂 中學福音營 青少年部 每年1次，為期1周 3
276 西九龍 聖安堂 中一迎新營 青少年部 每年1次，為期3天 4
277 西九龍 聖安堂 中六畢業營 青少年部 每年1次，為期3天 4
278 西九龍 聖安堂 小六畢業營 主日學部 每年1次，為期3天 4
279 西九龍 聖馬提亞堂 學生福音營 教牧/青少年部/中學同工 每年1次，為期約3-4天 4
280 西九龍 主愛堂 福音營 青少年部 每年1次 4
281 西九龍 基督顯現堂 青少年福音營 青少年部 每年1次，為期3天 5
282 西九龍 基督顯現堂 小學福音/畢業營 小學教師與傳道部協辦 每年1次，為期3天 5
283 西九龍 聖腓力堂 天水圍靈愛小學：小五福音日營 教育委員會 每年1次 4
284 西九龍 諸聖座堂 中學福音營 青少年部 每年1次，為期2-3天 4
285 西九龍 諸聖座堂 小學福音營 青少年部 每年1次，為期2-3天 4
286 澳門傳道地區 澳門聖馬可堂 福音營(高中) 傳道部/青年部 once a year for 3 days 4
287 澳門傳道地區 澳門聖保羅堂 台港生活體驗營 學校/青少年部 每年1次，為期14天 4
288 澳門傳道地區 澳門聖保羅堂 初中香港生活體驗營 學校/青少年部 每年1次，為期3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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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外展工作

289 香港島 聖雅各堂 籃球事工 青年部 每周1次，為期1年 3
290 香港島 基督榮光堂 讚美操 宣教培育崇拜部 每月1次，為期二年(2011-2012) 2
291 東九龍 聖提多堂 基督女少年軍 牧者 / 教友 每周1次，不少於10年 4

292 東九龍 Shatin Anglican Church Men's Group Hike Men's Group Occasionally 5

293 西九龍 St Andrew's Church Christmas Action (outreach) Mission Once a year 5
294 西九龍 St Andrew's Church Prision Ministry Mission 3 teams, once a month 5

295 西九龍 St Andrew's Church English classes for refugees and asylum seekers Mission Once a week 5

296 西九龍 聖腓力堂 籃球隊(中學/大專) 體育事工委員會 每周1次，全年推行 4
297 西九龍 聖腓力堂 足球隊 (小學) 體育事工委員會 隔周1次，全年推行 3
298 澳門傳道地區 St. Morrison Chapel Sports Ministry Trained person Weekly 4

299 澳門傳道地區 St. Morrison Chapel Outreach Banquets modeled on the “Full Gospel
Businessmen’s outreach banquet idea” Priest and People Twice a year perhaps (yet to be tried in Macau but was

successful in my last church) 4

18. 關懷工作 / 探訪

300 香港島 基督榮光堂
主理聖品駐社服單位-香港聖公會東涌綜合服

務
／

由2015年1月起，以會牧身份與綜合服務各小隊單位主任協

作。事工視乎中心各小隊行事曆，不定期。大部份參與仍

以關懷及預工性質進行，暫未有進行佈道聚會。 ＃2015年
3月底本堂參與中心舉辦復活節親子福音活動，邀請聖士提

反堂教友擔任義工，本堂主理聖品主講簡短福音信息。

3

301 東九龍 靈風堂 一所安老院團契分享 探訪部(鴿子團) 每月1次 5
302 東九龍 靈風堂 一所醫院的癌症病人 探訪部(鴿子團) 每季1次 4

303 東九龍 聖提多堂

關懷濫藥青少年（聯堂）─與聖公會福利協會

新念坊合作製作勵志音樂碟「從TEEN上來的

聲音」

牧者 / 教友 為期2年，2011-13年
4

304 東九龍 聖提多堂
透過講座、探訪及製作「細味生命樂章文集」

認識生命教育、關懷及福傳（聯堂）

牧者 / 教友 為期3年，2012-14年 4

305 西九龍 基愛堂 心靈加油站 培育部 每周1次，全年6周 2
306 西九龍 St Andrew's Church HOLF-visiting disabled Mission Once a month 5

307 西九龍 St Andrew's Church Little Life Warrior Society (visiting children with
cancer) Mission Once two month 5

308 西九龍 St Andrew's Church Winter Clothes distribution Mission Once a year 5
19. 崇拜

309 香港島 聖士提反堂 何善衡護老院探訪/崇拜 樂齡事工部 每2周1次，全年推行 5
310 香港島 聖士提反堂 青年崇拜 青年部敬拜隊 每月1次，全年推行 5
311 香港島 聖約翰座堂 Fresh Expression Worship Clergy Once a month for whole year 3
312 東九龍 基樂堂 第四主日愛筵分享 once a month since 2014 4

313 澳門傳道地區 St. Morrison Chapel “Friendship Sunday” service and Church lunch
following Priest & People Monthly 4

20. 節日性活動

314 香港島 St Stephen's Chapel StanleyLent Course Priest once every Lent for each year 3
315 香港島 聖士提反堂 聖誕報佳音 聖歌團 每年1次，為期1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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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香港島 北角聖彼得堂 聖誕聖樂音樂佈道 聖樂部 每年1次，為期1個下午 4
317 香港島 聖馬太堂 聖誕報佳音 傳道部 每年2次，已進行4年 4
318 香港島 聖馬太堂 節期性福音聚會 傳道部 每年4次，已進行3年 5
319 東九龍 慈光堂 平安夜報佳音(街頭/家訪) 傳道部/全堂 每年1次 5
320 東九龍 基督堂 受難節聖經班 主任牧師 每年1次，為期6星期 5
321 東九龍 聖十架堂 平安夜報佳音 傳道部 每年1次，已進行多年 4
322 東九龍 聖十架堂 「耶穌已降生‧萬民樂繽紛」活動 本堂聯合區內各教會 每年1次，已進行14年 4
323 東九龍 聖提多堂 海典灣聖誕佈佳音 全堂 每年1次，2009年至今 4

324 東九龍 Shatin Anglican Church Christimas Caroling Pastor Once a year (done it three times) 5

325 東九龍 Shatin Anglican Church Thanksgiving Dinner Event Committee First time this year (2015) N/A

326 西九龍 基愛堂 聖誕聯校福音午餐會 學校福音事工同工 每年1次 3
327 西九龍 聖馬提亞堂 中秋福袋行動 教牧/探訪及關懷部 每年1次，為期1天 3
328 西九龍 聖馬提亞堂 聖誕報佳音活動 教牧/傳道部/聖樂部 每年1次，為期1天 3

21. 其他佈道性質的活動

329 香港島 聖雅各堂 聖雅各飯局 傳道部 每年1次，已進行3年 4
330 香港島 聖約翰座堂 Christians in Central Committee Once a month for 6-7 months 3
331 香港島 聖約翰座堂 Lunch Time Recital Committee Once a week for whole year 3
332 東九龍 頌主堂 紅土黃田 (協辦) 傳道/青年同工 每年4-5次，為期3年 5
333 西九龍 St Andrew's Church Mission Focus Sunday Mission Once a month 5
334 西九龍 St Andrew's Church Mission Fair Mission Once a year 5
335 西九龍 St Andrew's Church World Refugee Day Mission Once a year 5
336 西九龍 諸聖座堂 巴士報佳音 傳道部 每年1次，為期1天 3
337 西九龍 諸聖座堂 街坊盆菜宴 傳道部 每年1次，為期1天 4
338 西九龍 諸聖座堂 嘉年華會 全堂 每年1次，為期1天 3

22. 其他教堂活動

339 香港島 聖約翰座堂 Cathedral doors open 7am-6pm Staff Every day for whole year 5
340 香港島 基督榮光堂 電影分享 宣教培育崇拜部 每月1次，為期一年(2014) 2
341 香港島 北角聖彼得堂 行山 成年部 每月1次(除7和8月)，為期一年 4
342 東九龍 聖馬可堂 聯堂嘉年華會 「紅土黃田區」合作計劃 每年1次，為期1天 4
343 東九龍 靈風堂 2015靈風換物樂滿FUN 牧區議會 每年1次 4
344 東九龍 聖巴拿巴堂 復活節全堂半天遊 全堂活動策劃 每年1次 5

345 東九龍 聖三一座堂
牧民中心(小提琴班、晨曦探訪老人活動、家

長班) 牧民中心 每周1次，全年推行 4

346 東九龍 施洗聖約翰堂 2014教會增長講座 傳道部 -- 4
347 澳門傳道地區 澳門聖十架堂 十周年堂慶培靈會 職青團契 5
348 澳門傳道地區 澳門聖十架堂 退修營 各團契 每半年1次，全年推行 4
349 澳門傳道地區 澳門聖十架堂 社區嘉年華 各團契 每半年1次，全年推行 3

350 澳門傳道地區 St. Morrison Chapel Sunday School Sunday School Team of leaders Weekly with Quarterly “Bible Carnival” outreach da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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