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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明道社「查經組長訓練班」學員所屬教會（截至 2017 年 6 月） 

九龍城浸信會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樂泉堂 五旬節聖潔會西貢堂 旺角浸信會天恩福音堂 

九龍城基督徒會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藍田福音堂 五旬節聖潔會筲箕灣堂 東方基督教會聖光堂 

九龍城潮語浸信會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顯恩堂 五旬節聖潔會靈光堂 花園大廈浸信會 

九龍塘浸信會 中華便以利會 元朗浸信會 金巴崙長老會九龍堂 

九龍灣平安福音堂 中華便以利會油麻地堂 屯門基督教惠荃堂 長沙灣平安福音堂 

上水平安福音堂 中華基督教會上水堂 牛頭角平安福音堂 青山浸信會恆青福音堂 

土瓜灣浸信會新生命福音堂 中華基督教會大角咀基全堂 牛頭角浸信會 宣道浸信會 

大角咀浸信會 中華基督教會天約堂 以勒浸信會 宣道浸信會佐敦堂 

大埔主恩浸信會 中華基督教會天愛堂 加略山香港教會 恆安浸信會 

大埔平安福音堂 中華基督教會田景堂 加略山基督教會 美門浸信會 

大埔浸信會 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北角堂) 北角浸信會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大圍教會 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香港堂) 北角福音堂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上水堂 

中國基督徒傳道會中基堂 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馬鞍山堂 四方福音會大角咀堂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大坑東堂 

中國基督徒會堂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四方福音會屯門堂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屯門興福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山福堂 中華基督教會柴灣堂 四方福音會彩坪堂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長沙灣福盛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天恩堂 中華基督教會國語堂 平安福音堂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宣中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太古城堂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堂 生命頌浸信會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恩友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屯門福音堂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堂(第三堂) 田裕浸信會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粉嶺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屯門堂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堂 光道浸信會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華恩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柴灣堂 中華基督教會富善堂 尖沙咀平安福音堂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鞍盛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 中華基督教會傳恩堂 尖沙咀浸信會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曉麗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九龍東) 中華基督教會龍門堂 尖沙咀浸信會天水圍福音堂 香港仔浸信會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和平堂 中華基督教會鰂魚涌堂 百德浸信會 香港西區浸信會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奇恩堂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 竹園浸信會 香港伯特利教會慈光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迦南道真堂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九龍堂 西區福音堂 香港伯特利教會慈恩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泉堂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大埔堂 阡陌社區浸信會 香港伯特利教會榮光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馬鞍山堂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堂 沙田平安福音堂 香港宣教會恩召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 中華傳道會活水堂 沙田浸信會 香港宣教會恩盈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茵怡堂 中華傳道會活門堂 沙田浸信會小瀝源堂 香港宣教會恩磐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望福堂 中華傳道會祐寧堂 沙田浸信會瀝源堂 香港宣教會恩霖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景福堂 中聖教會 沙田基督教惠荃堂 香港浸信教會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 五旬節聖潔會屯門堂 沙田靈光教會 香港浸信教會石澳福音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窩打老道山福音堂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堂 旺角浸信會 香港基督徒聚會所(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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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徒聚會所(尖沙咀) 神召會迦勒堂 基督教信生會信基堂 基督教宣道會黃埔堂 

香港基督教協基會約翰堂 粉嶺浸信會 基督教信道會慈雲山堂 基督教宣道會愛主堂 

香港基督教協基會恩景堂 荃盛浸信會 基督教宣道會 基督教宣道會愛民堂 

香港教會(沙田聚會所) 荃灣浸信會 基督教宣道會大興堂 基督教宣道會愛光堂 

香港教會(新蒲崗聚會所) 荃灣基督教惠荃堂 基督教宣道會天水圍堂 基督教宣道會新興堂 

香港教會基督徒管家荃灣聚會所 馬鞍山平安福音堂 基督教宣道會太和堂 基督教宣道會筲箕灣堂 

香港循理會沙田堂 啟德平安福音堂 基督教宣道會屯門堂 基督教宣道會頌安堂 

香港循理會昌華堂 基石教會恩盛堂 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 基督教宣道會翠屏堂 

香港循理會恆福(觀塘)堂 基督中心堂(九龍塘堂) 基督教宣道會石蔭堂 基督教宣道會廣恩堂 

香港循理會恩田堂 基督徒信望愛堂(屯門堂) 基督教宣道會西環堂 基督教宣道會錦繡堂 

香港循理會恩安堂 基督徒信望愛堂(華明堂) 基督教宣道會希伯崙堂 基督教宣道會嶺恩堂 

香港循理會恩臨堂 基督徒會堂 基督教宣道會杏花村堂 基督教宣道會證恩堂 

香港華人基督會煜明堂 基督徒福音堂 基督教宣道會東涌堂 基督教宣道會寶湖堂 

香港聖公會聖多馬堂 基督教 1128 教會 基督教宣道會油塘堂 基督教宣道會觀塘堂 

香港聖公會聖提多堂 基督教九龍五旬節會 基督教宣道會青怡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主愛堂 

香港聖公會聖腓力堂 基督教九龍五旬節會沙田堂 基督教宣道會宣愛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愛堂 

香港路德會協同堂 基督教九龍五旬節會粉嶺堂 基督教宣道會宣福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真理堂 

香港路德會愛心堂 基督教九龍五旬節會暉明堂 基督教宣道會宣德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堅信堂 

香港路德會聖馬太堂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大埔迦南堂 基督教宣道會宣蔭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道風山堂 

恩典浸信會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尖沙咀迦南堂 基督教宣道會活石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鴻恩堂 

恩典橋基督教會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香港迦南堂 基督教宣道會盈豐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靈合堂 

柴灣平安福音堂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祥華堂 基督教宣道會美孚堂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救恩堂 

海怡浸信教會 基督教仁愛教會 基督教宣道會恩雨堂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救恩堂粉嶺分堂 

海濱平安福音堂 基督教天恩堂 基督教宣道會海濱堂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深水埗堂 

浸信宣道會明恩堂 基督教以便以謝堂創新堂 基督教宣道會真道堂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筲箕灣堂 

浸信宣道會明基堂 基督教平安堂 基督教宣道會純光堂 基督教香港潮人生命堂 

浸信宣道會明道堂 基督教多加堂 基督教宣道會茵怡堂 基督教恩霖堂(長沙灣堂) 

浸信宣道會明頌堂 基督教安輔美林堂 基督教宣道會荃灣堂 基督教恩臨堂 

浸信宣道會恩禾堂 基督教尖沙咀潮人生命堂 基督教宣道會基蔭堂 基督教浸信會為道堂 

浸信宣道會恩雨堂 基督教忠信堂 基督教宣道會深恩堂 基督教烙恩堂 

浸信宣道會榮基堂 基督教信心堂(土瓜灣堂) 基督教宣道會愉景灣堂 基督教粉嶺神召會恩光堂 

真理基石浸信會石門堂 基督教信心堂(大埔堂) 基督教宣道會華基堂 基督教般福堂 

神召會天澤堂 基督教信心會屯門福音堂 基督教宣道會華貴堂 基督教基恩會屯門堂 

香港基督徒聚會所(尖沙咀) 神召會迦勒堂 基督教信生會信基堂 基督教宣道會黃埔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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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華人神召會旺角堂 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屯門靈糧堂)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馬鞍山堂) 新生命浸信會 

基督教華人神召會葵涌堂 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旺角靈糧堂)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救主堂) 筲箕灣福音堂 

基督教新生會新生會堂 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洪水橋靈糧堂)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筲箕灣堂) 筲箕灣潮語浸信會 

基督教新蒲崗潮人生命堂 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香港靈糧堂)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藍田堂) 置富浸信教會 

基督教會以琳堂 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藍田靈糧堂)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麗瑤堂) 萬國敬拜與讚美教會 

基督教會立基堂 崇基學院禮拜堂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觀塘堂) 頌恩浸信會 

基督教會活石堂﹙九龍堂﹚ 康山浸信會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禧恩堂 嘉盛浸信會 

基督教會恩雨堂香港堂 彩坪浸信會 港澳信義會仁愛堂 福音會北角堂 

基督教會聖徒聚會所 深水埗浸信會 港澳信義會主恩佈道所 翠竹平安福音堂 

基督教會聖徒聚會所(禧年堂) 深恩浸信會 港澳信義會信安佈道所 學基浸信會 

基督教筲箕灣潮人生命堂 第一城浸信會 港澳信義會信恩堂 勵德福音堂 

基督教聖約教會(盛恩堂) 博恩浸信會 華惠神召會 鰂魚涌浸信會 

基督教聖約教會(麗晶堂) 喜樂福音堂(觀塘堂) 順天浸信會 鰂魚涌浸信會西灣河福音堂 

基督教銘恩堂大埔堂 富安浸信會禧年堂 順安浸信會福音堂 灣仔潮語浸信會 

基督教銘恩堂粉嶺堂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九龍堂) 順寧道平安福音堂 觀塘平安福音堂 

基督教豐盛生命堂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天水圍堂) 傳恩浸信會 觀塘浸信會 

基督教耀安教會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 圓洲角浸信會 鑽石山浸信會 

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九龍靈糧堂)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神愛堂) 愛群道浸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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