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訂閱彩虹號外幼稚園及小學訂閱彩虹號外幼稚園及小學訂閱彩虹號外幼稚園及小學訂閱彩虹號外幼稚園及小學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上午校) 金巴倫長老會耀道小學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恩平小學 保良局世德小學 聖士提反書院 九龍真光中學附屬小學 保良局朱正賢小學中央圖書館 聖公會九龍灣基樂小學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聖公會仁立小學 九龍靈光小學 宣道會台山陳元禧小學 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 三水同鄉禤榮景學校 宣道會陳元禧小學 聖公會日修小學 上水宣道小學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聖公會主愛小學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宣道會錦繡幼稚園 聖公會主誕堂幼稚園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上午校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英華小學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幼稚園 迦密梁省德學校 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葵涌幼稚園 迦密愛禮信小學 聖公會奉基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大澳小學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 聖公會牧愛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一小學下午校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聖公會青衣村何澤芸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聖公會柴灣聖米迦勒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拔臣小學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信望幼兒學校 聖公會基恩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全小學 香港培正小學 聖公會基福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 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 聖公會基德小學(黃大仙)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柴灣信愛學校 聖公會基樂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九龍塘)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聖公會基顯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 浸信會天虹小學 聖公會置富始南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聖公會聖十架幼兒中心幼稚園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海壩街官立小學 聖公會聖多馬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學校 神召第一小學暨幼稚園 聖公會聖安德烈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基道小學(九龍城) 粉嶺公立學校 聖公會聖彼得小學(上) 中華傳道會呂明才小學 粉嶺官立中學 聖公會聖紀文小學 中華傳道會許大同學校 馬鞍山信義學校 聖公會聖馬太小學 丹拿山循道學校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聖公會聖雅各小學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馬鞍山靈糧小學 聖公會嘉福榮真小學 五旬節靳茂生小學 馬頭涌官立小學 聖公會榮真小學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聖公會蒙恩小學 元朗朗屏村東莞學校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聖公會靜山小學 天水圍循道衛理小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紅磡信義學校 聖匠小學 北角循道學校上午校 基督教粉嶺神召會小學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北角衛理小學 培基小學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 禾輋信義學校 將軍澳聖公會基德小學 路德會梁鉅鏐小學 光明英來學校 崇真英文小學部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 李志達紀念學校 救世軍乙明幼兒園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 沙田官立小學 救世軍石湖學校 筲箕灣崇真學校 沙田崇真小學 救世軍韋理夫人紀念學校 翠林村浸信會幼稚園 沙田循道衛理小學 救恩學校 閩僑小學 秀明小學 深水埔官立小學 鳳溪第一小學 亞斯理衛理小學 深信學校 廣東道官立小學 協和小學下午校 深愛堂幼稚園 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下午校) 東華三院力勤幼稚園 啟愛學校 嶺南大學香港同學會直資小學 東華三院方樹福堂幼稚園 富享浸信會呂郭碧鳳幼稚園 嶺南同學會小學 東華三院呂馮鳳紀念幼稚園 循理會白普理基金循理小學 藍田循道衛理小學 東華三院冼次雲小學 循理會美林小學 寶血會嘉靈學校 東華三院洪王家琪幼稚園 循道學校 靈光小學( 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 港澳信義會小學 靈糧堂秀德小學 東華三院高德根紀念幼稚園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灣仔堂基道學校 東華三院黃士心幼稚園 華德學校 觀塘官立小學下午校 東華三院黃朱惠芬幼稚園 黃埔宣道小學  

 
 

 
 



 
訂閱彩虹號外機構訂閱彩虹號外機構訂閱彩虹號外機構訂閱彩虹號外機構  

Bravo kid's Land Limited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基督教勵行會 

Chinese YMCA of HK 香港兒童音樂劇團 康寧 X光化驗有限公司 

Clarly Ltd 香港明愛 創意思維教室 

Egghead Smart Learning Studio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循道衛理亞斯理社會服務處 

Jolly Faith Learning Centre 香港宣教會白普理上水家庭中心 雅善書室 

Zero to One Publishing Ltd 香港宣教會恩霖社區服務中心 愛學堂學習中心 小彩虹有限公司 香港基督少年軍總部 新來港人士服務中心 工業福音團契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新界西院牧事工有限公司 伊利沙伯醫院基督教團契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天倫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道風山基督教叢林 全腦學堂 香港專業人才服務機構 銀行同業福音團契 余德淳訓練機構有限公司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 銘恩中心有限公司 身心美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香港醫院院牧事工聯會 播道會兒童之家 旺角街坊福利會陳慶社會服務中心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Marketing Business Development) 

播道會彩福堂鄰舍家庭服務中心 宣教會恩全鄰舍中心 家寧社會服務中心 誰是老闆餐廳 宣道會北角堂家庭服務中心 基督教宣道會屯門堂-興耀服務處 駿發補習中心 音樂部落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太和青少年 綜合服務中心 

點蟲蟲熱線 

   
訂閱彩虹號外教會訂閱彩虹號外教會訂閱彩虹號外教會訂閱彩虹號外教會  九龍城潮人生命堂 尖沙咀潮人生命堂沙田支堂 荃灣浸信會 九龍靈糧堂 西貢浸信會 國際神召會(廣東話部) 上環浸信會 阡陌社區浸信會 基督教香港聯合五旬節教會總會 土瓜灣浸信會 佐敦浸信會 基督教主恩堂 大角咀浸信會 沙田浸信會 基督教信望愛堂寶林堂 大埔平安福音堂 旺角浸信會 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真理樓 大學浸信會 金巴倫長老會道顯堂 基督教宣道會調景嶺新堂 大學浸信會馬鞍山禮拜堂 長沙灣平安福音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沐恩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 信望愛福音會旺角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愛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道真堂 基督教信道會旺角樂道堂 基督教基恩會荃灣堂 中華完備救恩會筲箕灣堂 南屯門平安福音堂 基督教敬拜會 802區 中華便以利會油麻地堂 宣道會屯門堂 基督教聖約教會恩臨堂 中華宣道會上水堂 宣道會北角堂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中堂( 中華宣道會華恩堂 宣道會深水埔堂 基督教福臨教會 中華宣道會鞍盛堂 宣道會華基堂 基督教樂傳生命堂 中華宣道會曉麗堂 紅磡浸信會生命樂福音堂 基督教濠光堂 中華宣道會耀頌堂 香港(西區)潮語浸信會 崇真會南華莆堂 中華基督教會大埔堂 香港仔浸信會 崇真會粉嶺崇謙堂 中華基督教會小西灣堂 香港伯特利教會慈愛堂 博愛潮語浸信會 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 香港伯特利教會榮基堂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救主堂 中華基督教會林馬堂 香港宣教會恩雨堂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禧恩堂 中華基督教會長沙灣基道堂 香港宣教會恩浩堂 港澳信義會仁愛堂 中華基督教會英華堂 香港浸信教會好鄰舍福音堂 新界神召會屏山堂 中華基督教會基順學校 香港浸信教會顯理福音堂 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堂 香港浸信會 聖公會聖多馬堂 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 香港真道教會 筲箕灣浸信會 中華基督教播道會尖福堂 香港堅尼地城浸信教會 筲箕灣潮語浸信會 中華基督教播道會窩打老道山福音堂 香港華人基督會基愛堂 播道會屯恩堂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大埔堂 香港福州語福音佈道會(香港堂) 播道會恩福堂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紅磡堂 香港靈糧堂 播道會樂泉堂 五旬節聖潔會靈光堂 柴灣福音堂 播道會樂恩福音堂 元朗浸信會 浸信宣道會明恩堂 鴨利洲浸信會 牛池灣竹園潮語浸信會 神召會沙角堂 禮賢會香港堂 牛頭角浸信會 粉嶺浸信會 灣仔潮語浸信會 北角浸信會 粉嶺基督教會恩臨堂 鑽石山浸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