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窩打老道山福音堂 

窩福簡介  

歡迎你參加「窩福」的聚會，與我們一起敬拜事奉神，盼望你感受到神家的溫暖。

我們是香港播道會屬下的堂會，自 1976年開創以來，至今已設立了十多間分堂，遍佈
港九新界。 

窩福堂是一間篤信聖經的教會，我們的使命有四： 
1. 主耶穌吩咐我們把福音傳遍天下（本地和海外），這是大使命。 
2. 我們遵守主耶穌大使命的另一部份，教導聖經，建立信徒。 
3. 教會的使命，不但建立信徒，更需發掘他們的恩賜，裝備事主。 
4. 培育信徒胸懷普世，實踐祝福萬民的使命。 

我們稱這為 4E模式，即 E1傳揚福音(Evangelizing Our City)、E2建立信徒(Establishing 
Believers)、E3裝備事主(Equipping Saints)及 E4恩澤萬邦(Extending God’s Blessings to All 
Nations)。當然我們所作的一切都是以榮耀神為最終目的。我們期望建立一個「不住禱
告」、「不住關懷」和「不住學習」的文化。 

 窩福的崇拜   
 

 
星期六 星期日 

堂
數 

晚堂 早堂 中堂 午堂 新 Teen Sunday 

時
間 

6:00～7:00 9:00～10:00 10:30～11:30 12:15～1:15 10:30～12:30 

敬
拜 

近代詩歌 傳統詩歌 傳統詩歌 近代詩歌 近代詩歌 

主
題 

路加福音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路加福音 -- 

對
象 

信徒 / 尋道者 中學生 

地
點 

冠華園窩福禮堂 
萬基 

窩福堂中心 
 

 窩福的祈禱生活   
目的 ─ ☆以禱告來服侍弟兄姊妹，請跟我們分享你的代禱需要； 
 ☆以禱告守望教會，讓我們同心合意祈求神使用窩福，興旺福音。 
星期日： E4關愛月禱會 ：中午 12:00～下午 1:15(每月第一個主日) 
星期三： 全教會祈禱會 ：晚上 8:00～9:00   

(5/2023)  



 窩福的福音性研經班   
目的 ─ 為尋道者而設。透過研經討論，客觀亦批判地從聖經中去認識基督教信仰。 
星期日： 上午 10:30～11:45 ‧窩福堂主日學時段進行‧ 
星期六： 晚上 8:00～9:30 ‧主日學時段進行‧ 
 

 窩福的主日學   
一. 成人主日學課程(每季提供以下部份課程)  

八個「基礎課程」系列 其他課程 
 福音性研經 
 成長路 
 信仰與生活 
 聖經鳥瞰 
 舊約綜覽(一)、(二)、(三)、(四) 
 新約綜覽(一)、(二)、(三) 
 基礎神學(一)、(二) 
 E4基礎課程 

 聖經書卷 
 處理情緒與壓力 
 宗教比較入門 
 戀愛與婚姻 
 教養子女…等 
 研經方法 
 教會歷史 

 

二. 兒童主日學─1.5至 12歲小朋友 
級別 時間 地點 

啟蒙班(1.5至 3歲) 星期六晚上 6:00～7:00 
窩福堂 幼稚班(3至 6歲) 星期日上午 9:00～10:00 

小學級(6至 12歲) 星期日上午 10:30～11:30 
 

窩福的團契/小組生活  
目的 ― 窩福設有不同年階的團契/小組，讓弟兄姊妹在當中有支持系統，在主內建立友誼，一起成長。 
內容 ― 主要以查經為主，也有其他活動，如專題學習、生日會、戶外活動等。 
 長者 

團契名稱 聚會時間 對象 
天南地北 星期二下午 2:00～4:15 長者及退休人仕 
星期四成人查經班 星期四上午 10:00～11:30 40歲以上 
以利亞團契 B組 星期日上午 9:00～10:30 50歲以上 
以利亞團契 A組 星期日上午 10:30～中午 12:00 50歲以上 
 婦女/家庭 
團契/小組名稱 聚會時間 對象 

媽咪組 星期五上午 10:00～中午 12:00 媽咪 
恩諾小組(癌症關懷小組) 星期六下午 3:00～5:00(第四週) 癌症病友及家屬 
4G團契 星期六下午 3:30～5:30 初婚夫婦 
恩愛團契 星期六下午 4:00～6:00(第一、二、四週) 夫婦 
家庭團契 星期六晚上 7:45～10:00(第二、四週) 家庭 
雅歌小組 星期日下午 2:30～4:30(第一、三週) 夫婦 
 少年 
團契/小組名稱 聚會時間 對象 

摩西團契 星期六晚上 8:15～10:00 中六至大專 
合徒穌團契 星期日上午 10:30～下午 12:30(窩福堂中心) 中四至中五 
耶子粉團契 星期日上午 10:30～下午 12:30(窩福堂中心) 中一至中三 



 青年 
團契/小組名稱 聚會時間 對象 

Action團契 星期四晚上 8:00～9:45(第一、二、三週) 職青 
尼西枝子團契  星期六下午 3:00～5:00(窩福堂中心) 初職 
3G團契(綠葡園) 星期六下午 3:00～5:45 職青 
箭囊團契 星期日下午 2:30～4:30(第一、二、四週) 初職 
約帕團契 星期日下午 2:30～5:00 職青 
荊衛團契 星期六下午 3:30～5:30(窩福堂中心) 大專至初職 

 成人 
團契/小組名稱 聚會時間 備註 

雅各團契 星期三晚上 8:00～10:00(第一、二、三週)  
職場使命團契 星期四晚上 8:00～10:00(第一、三週)  
延福快樂船 星期五晚上 7:30～9:30(第三週) 對 E4關愛有負擔人士 
雅比斯團契 星期五晚上 8:00～10:00  
欣榮小組 星期五晚上 8:00～10:00(每月兩次)  
星期五團契 星期五晚上 8:00～10:00(第一、二、三、四週)  
普通話團契 星期六下午 3:00～5:30  
星期六團契 星期六下午 3:30～5:30(第一、二、三週)  
F3團契 星期六下午 3:30～5:45(第一週)  
安提阿團契 星期六下午 3:30～5:50  
陽光 8組  星期六下午 3:45～5:45  
友弦號團契 星期六下午 4:00～5:45(第一、二、三週) 大部份成員為詩班員 
麥子團契 星期六晚上 8:00～10:00(第一、三週)  
迦勒查經團契 星期日下午 12:15～1:30  
活泉團契 星期日下午 2:30～4:30(第一、三週)  
星期日查經團契 星期日下午 2:30～4:30(第一、三週)  
G²團契 星期日下午 2:45～5:00(第一、三週)  

 
 
 

窩福的恩苗事工- 以聖經教導為中心，以家庭牧養為目標 

一. 恩苗團契 (主日學) 
適合特殊(智障或患有自閉症)兒童及青少年參加。聚會內容包括詩歌敬拜、聖經信息、遊戲及
勞作等，讓他們認識聖經，並學習建立主內肢體的相交生活。 
青/少年組 兒童組  
時間: 星期日下午 12:15～1:15 
對象: 約 9歲或以上階段 

時間: 星期日下午 12:15～1:15 
對象: 約 3至 9歲 

 

二. 果子團契 
時間: 星期日上午 11:15～下午 1:30 
對象: 已參加恩苗主日學一段時間，由導師推薦，並清楚得救的基督徒青年。 

三. 恩苗家長團契 
適合育有特殊兒童及青少年的家長參加。透過查考聖經、分享與祈禱，培養家長的屬靈生命，
及建立同路人的支援系統。 
恩苗週日家長團契 恩苗週二家長團契 
時間： 星期日(逢每月第二週)， 

下午 12:15～1:15  
對象：恩苗同學的家長優先 

時間： 星期二(逢每月第一、二、三週)， 
上午 10:00～下午 12:30 

對象： 適合凡育有特殊孩子的家長 
 如有查詢，請與徐綺琪姊妹聯絡。 



窩福的兒童工作 
AWANA Club：星期六(Saturday AWANA Club) 及 主日(Sunday AWANA Club) 
每週的聚會歡迎 K3至 P6小朋友參加。內容包括遊戲、兒童崇拜及手冊時間，鼓勵兒童勇於嘗試，
建立團隊精神，並透過讚賞及獎勵建立兒童好行為，和積極學習聖經真理。報名詳情請與嚴芝慧傳

道聯絡。 
時間: 星期六晚上 6:00～7:00(晚堂崇拜時段) / 主日下午 12:15～1:15(午堂崇拜時段) 

窩福的外展工作 
一. 天南地北 

透過身體健康和心靈健康的檢查和講座，為長者和退休人士，建立健康快樂的人生。如

有查詢，請與李炎強牧師聯絡。 
二. 關愛事工 

透過開辦主日學、短期關愛服務/探訪、工作坊、關愛祈禱會、團契小組認領關懷關愛使者，
並每年於 2-3 月期間會舉辦關愛年會，配合不同的關愛專題及活動，推動弟兄姊妹認識
及參與普世祝福萬民的大使命。 
教會現正支持 12位在開放地區及 15位在創啟地區服侍的關愛使者，其中 10位為本堂
會友。同時，我們亦支持 11間關愛服務機構、10間本地城巿關愛服務機構及 1間神學
院。查詢及參與關愛事工，可與李文康傳道聯絡。 

三. 社區關懷及福音外展事工 
作為一道橋樑，配合社區的需要，透過外展服務，接觸社群，將人「帶進」教會；並鼓勵

弟兄姊妹「踏出」教會，服事社群，在社區作見證。 
主要事工包括：定期性的班組及活動、社區協作計劃及講座、私營安老院之福音工作、協

助外展服務之初信者及慕道者在教會內繼續成長。可與李炎強牧師聯絡。   

窩福的同工 

教牧同工 
堂主任 ： 朱卓慈牧師 
傳道同工 ： 羅翠雲傳道 李炎強牧師 甘雪芬傳道  

 陸嘉雯傳道 李文康傳道 嚴芝慧傳道 
聖樂同工 ： 林佩華姊妹 
傳道助理 ： 陳淑嫻姊妹 鄭家麗姊妹 黃浩君弟兄 
見習生 ： 鄭旨諾弟兄 
 
辦公室 
行政主任 ： 鄭安妮姊妹 
財務及會計主任 ： 魏鳳琼姊妹 
資訊科技主任 ： 黎盛南弟兄 
會計幹事 ： 黃國明弟兄  
高級幹事 ： 余美容姊妹   
幹事 ： 張天樂弟兄 徐綺琪姊妹 
         

執事會 
主席 : 陳冬陽弟兄 
副主席兼人事 : 陳雪鸚姊妹 
文書 : 李潔英姊妹 
財務 : 黃天行姊妹 
設施兼資源及資訊 : 陳志全弟兄 
E1(傳揚福音) : 莫詠彤姊妹 
E2(建立信徒) : 陳志全弟兄 
E3(裝備事主) : 傅曉明弟兄 
E4(恩澤萬邦) : 黃天行姊妹 
兒童兼恩苗事工 : 李潔英姊妹 
社關 : 陳雪鸚姊妹 
植堂事工 : 傅曉明弟兄 

窩福堂地址：九龍窩打老道 84號冠華園 2字樓 電話：2711 0293  傳真：2714 2107 
窩福堂中心：九龍窩打老道 86號萬基大廈 309至 310室  
網頁：www.whc.org.hk 電郵：info@whc.org.hk 

http://www.whc.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