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傳道會牧幼堂 (CNEC Melrose Christian Church)

1 (六) 元旦 1 (五) 「水深火熱行動」(晚) 3 (日) 1 (六) 國慶日 細運會 (早, 午)

2 (日) 

牧幼家主日
小組團契誓師大會(早) 3 (日) 9 (六) 執事部長會議(午) 2 (日) 週年大會暨執事選舉 (早)

8 (六) 執事部長會議(午) 9 (六) 執事部長會議(午) 10 (日) 聖餐(早) 7 (五)  「水深火熱行動」(晚) 

9 (日) 聖餐(早) 10 (日) 聖餐(早) 17 (日) 祟拜後祈禱會 (早) 8 (六) 執事部長會議(午)

15 (六) 同樂日 (早,午) 15 (五) 總會受苦節崇拜 (晚) 21 (四) 「同心圓」日間探訪 (午) 9 (日) 聖餐(早)

16 (日) 祟拜後祈禱會 (早)
17 (日)

復活節主日
祟拜後祈禱會 (早) 24 (日) 16 (日)

祟拜後祈禱會 (早)

小組團契部組長分享會 (午)

20 (四) 「同心圓」日間探訪 (午)
24 (日) 

慈惠主日
弟兄姊妹分享會(早)

23 (日) 

神學主日
浸禮(午)

23 (日) 30 (日)
兒主戶外生日週（早）

午餐樂 (午)

30 (日) 2/3 - 16/4 預苦期四十天靈修操練

執事同工分享會

(日期待定)

「同心圓」暑期聖經班

(日期待定)
執事同工分享會(日期待定)

6 (日) 初六
1 (日) 

五一勞動節
5 (五) 「水深火熱行動」(晚) 6 (日)

特別會友大會暨部長選舉 

(早)

11 (五) 「水深火熱行動」(晚) 8 (日) 母親節 聖餐(早) 7 (日） 12 (六) 執事部長會議(午)

13 (日) 
聖餐(早)

新春團拜(早)
9 (一) 總會讀經日營 (全日) 13 (六） 執事部長會議(午) 13 (日) 聖餐(早)

20 (日) 祟拜後祈禱會(早) 14 (六) 執事部長會議(午) 14 (日） 聖餐(早) 17 (四) 日間探訪「同心圓」(午)

27 (日) 執事部長退修會(午,晚) 15 (日) 祟拜後祈禱會 (早) 21 (日） 聖經問答比賽(午) 20 (日) 祟拜後祈禱會 (早)

19 (四) 「同心圓」日間探訪 (午) 28 (日） 祟拜後祈禱會 (早)
27 (日) 

聖樂主日

22 (日) 

6/2 -27/2 大吉利是 29 (日) 

5 (六) 執事部長會議(午) 5 (日) 街頭派單張 (午) 3 (六） 執事部長會議(午) 2 (五) 「水深火熱行動」(晚) 

6 (日) 10 (五) 「水深火熱行動」 (晚) 4 (日) 4 (日) 祟拜後祈禱會 (早)

13 (日)
聖餐(早)

兒主合班差傳主日(早）
11 (六) 執事部長會議(午)

11 (日) 

堂慶 
聖餐(早) 10 (六) 執事部長會議(午)

17 (四) 「同心圓」日間探訪(午) 12 (日) 聖餐(早) 15 (四) 「同心圓」日間探訪 (午) 11 (日) 聖餐(早)

19 (六) 聯合差傳培靈會(晚)

19 (日) 

父親節

福音主日

祟拜後祈禱會 (早) 17 (六) 培靈奮興會 (晚) 18 (日) 兒主導師簡介會 (早)

20 (日)  

差傳主日
祟拜後祈禱會 (早) 26 (日) 聖樂人員更新簡介會 (早) 18 (日)

祟拜後祈禱會 (早)

兒主聖樂主日 (早) 
24 (六) 報佳音(晚)

27 (日) 聯合差傳年會(早) 25 (日) 弟兄姊妹分享會(早)
25 (日)

聖誕主日

年終感恩會(午) 

平等分享 (午)

2/3 - 16/4 預苦期四十天靈修操練 總會夫婦日營 (全日) 
26/12/2022(一) - 

1/1/2023(日)
HN訪宣

備註:

2) 基教課程

第一季: 聖經科: (聖經概覽) 及 實踐科: (崇拜多面體) 

第二季: 聖經科: (以弗所書研讀) 及神學科: (教會歷史) 

第三季: 聖經科: (耶利米哀歌) 及 靈命培育：(追求成長/浸禮班) 

第四季: 專題講座: (倫理學) 及 實踐科: (朋輩關懷)

3) 日間查經

第㇐季: 腓立比書

第三季: 待定

1) 週三祈禱會：逢星期三晚上 8:30-9:30 透過Zoom舉行 

4) 總會未來領袖訓練(網上課程)

第一季：課程：啟示錄 --- 鄧瑞強老師（香港神學院）上課日期：20/01；27/1；10/02；17/02；24/2；03/03 

第二季：課程： 屬靈操練--- 張慧玲老師（香港神學院）上課日期：5月份開始

第三季：課程： 待定  上課日期：7至9月份

第四季 ：課程： 待定 上課日期：10至12月份

二月 五月 八月 十一月

三月 (差傳月) 六月 九月 十二月

2022年1-6月份行事曆 2022年7-12月份行事曆

一月 四月 七月 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