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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氣泡」的安排  

按教育局發出的通告，由 2022 年 2 月 24 日起，所有幼稚園及中小學的教學
及非教學人員、在校園內提供服務人士及到訪者，須出示至少已接種第一劑
2019冠狀病毒疫苗的記錄，才可進入學校。 

因應要求，坑口堂預先作好準備，建立了 Google form 

讓 5歲以上出席崇拜或聚會的人士填寫及上載接種疫苗記錄 

（疫苗記錄資料一概保密），不論你是否有接種疫苗， 

請於 2月 24日前回覆，以便教會作出妥善安排。 

按立牧職典禮  
鑒於疫情的變化及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2022年 2月 13日的按立牧職典禮現
改為以網上直播形式進行，直播連結將於稍後公佈，誠邀各位屆時觀看。謹
此通告，敬希垂注！ 

第二家園 

「輕輕鬆鬆在週一」之「濃情密蜜送」 
內容：透過親手製作，傳情達意 
1. 濃情厚意瓶景：送上親手製作的心意及祝福 
2. 創意手工牌：製作獨一無二的門牌 
3. 神秘寶箱：「蝶古巴特」拼貼藝術加「橡果人」裝飾 
日期：2月 14、21及 28日    時間：10:00-11:30am 
費用：$300/3堂  (包材料) 

「輕輕鬆鬆在週一」之「拉筋/運動/自然療法班」 
內容：長期使用電腦、手機，姿勢不良，加上睡眠不夠， 

運動不足， 
導致頸梗膊痛、筋⻣痠痛，甚至肌肉發炎。 
 透過拉筋及運動，加以輔助工具，如：刮痧板，撥筋筆，經

筋板球，耳穴貼... 等，達至消脂、改善便秘、五十肩、肩頸
痛、視力及姿勢，令身體更健康。 

日期：B 班：2月 14、21及 28日   
時間：2:00-3:30pm 
費用：$300/3堂 (包基本用品) 
玻璃彩繪工作坊 
日期︰2月 12、19、26日（逢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00 - 11:00 
費用︰每堂HK$300（包一隻玻璃杯、轉寫紙及燒焗費用） 
名額︰10人 
瓷器彩繪工作坊 
日期︰2月 12、19、26日（逢星期六） 
時間︰下午 2:00 - 3:30 
費用︰每堂HK$400（包一套茶杯碟、轉寫紙及燒焗費用） 
名額︰10人 
備註︰因作品要經高溫燒焗，約 2-3星期後，導師會通知在第二家園
取回。 
歡迎帶新朋友參加，請向辦公室查詢及報名，亦可網上報名。 
 

 
501 事工（敬拜） 
祈禱會將在第二家園以實體和 zoom形式同步進行，詳情經組長及群組發放。 

日期 主題 時間 

2月 9日 教會 晚上 7:30 

 
本週及下週領詩及講員 

 2022年 1月 29-30日 2022年 2月 5-6日 

主席 蕭小燕傳道 黃錦翠傳道 

領詩 馬秀芳姊妹 黃錦翠傳道 

講員 梁志勇傳道 譚琦恩傳道 

講題 係愛呀！ 一次又一次 

 

上週崇拜出席人數統計 上週崇拜奉獻獻金統計 

週六晚堂崇拜 12 人 週六晚堂崇拜 250.00 

週六晚堂崇拜(網絡) 17 人 堂費及其他 12,630.00 

主日崇拜(網絡) 69 人   

少青聚會 ZOOM 14 人   

兒少聚會 ZOOM 20 人   

小學級聚會 ZOOM 19 人   

幼稚園級聚會 ZOOM 12 人   

總人次： 163 人 總數： 12,880.00 

 
奉獻方法 
面對全球的不景氣，願神賜福眾肢體的工作、經濟和生活，也求主保守看顧
我們的身心靈，賜下夠用的恩典，並經歷神所賜的平安、信心和盼望。此外，
邀請大家為教會經濟禱告，求神供應教會所需。 
奉獻方法： 
1. 使用現金或支票奉獻，抬頭請寫：竹園區神召會坑口堂 

 直接存入東亞銀行(015)戶口：181-68-00018-1 (cur) 
之後將入數證明及奉獻項目 WhatsApp至 55489684或 
掃瞄 QR code填寫表格及上載入數證明  

 將劃線支票寄給教會，地址：將軍澳唐賢街 33號 Capri Place G11A，
支票背面請寫上奉獻者姓名、奉獻項目及出席咭號碼 

2. 登入轉數快，直接過賬到教會銀行戶口，請透過以下 2個方法： 
 電話號碼：55489684 
 快速支付系統識別碼：5278171 

之後將入數證明及奉獻項目 WhatsApp至 55489684或 
掃瞄 QR code填寫表格及上載入數證明 

                       
                       



 

 崇拜程序  敬拜詩歌 

1. 宣召  1. 榮耀耶穌 

2. 詩歌敬拜  2. 讚美之泉 

3. 奉獻  3. 慈繩愛索 

4. 證道  4. 立志擺上 

5. 三一頌及祝福   
 
 

聚會指引： 

 為使聚會順利進行，請關掉閣下之手提電話及響鬧裝置。 

 聚會中凡站立的環節，年長或身體不適的嘉賓或教友，可自由安座進行。 

 如有信仰或人生疑難，歡迎在會前或會後向牧師、傳道或接待員查詢。 

 奉獻乃基督徒回應上帝的行動，新來賓或不明白奉獻意義者毋須參與。 

教會聚會及辦公時間  

 

 

 歡迎首次參加本堂聚會的來賓，期待您再蒞臨! 
 

週六聚會 

長者小組：上午十時三十分 

成人崇拜：晚上七時正 

 祈禱會 

逢週三晚上七時三十分 

(在第二家園以實體及 zoom同步進行) 
   

主日聚會 
成人崇拜：      上午十一時正 

GABI(兒少)聚會：上午十一時正 

小學級崇拜：    上午十一時正 

幼稚園級崇拜：  上午十一時正 

少青聚會：      下午二時三十分 

【聖餐設於每月第一週主日及前一天的週六】 

 
辦公室辦公時間 

星期二至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午膳時間：下午一時至二時 

星期一及公眾假期：休息 

【特別節日另行通告】 

堂址： 

 

第二家園： 

電話： 

傳真： 

網址： 

電郵： 

新界將軍澳坑口文曲里 2 號 

2 Man Kuk Lane, Tseung Kwan O,NT 

將軍澳唐賢街 33號 CAPRI Place G11A 

2706 2866、5548 9684 

2706 0266 

http://www.aoghhc.org 

info@aoghhc.org  

 
堂主任： 

教牧同工： 

 

 

 

行政同工： 

張鴻華牧師  

黃錦翠傳道  

蕭小燕傳道  

譚琦恩傳道  

梁志勇傳道  

楊貴卿幹事  

鄧玉梅幹事  

http://www.aoghh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