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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惠基金 

疫情持續多時，對各行各業都造成不同程度的困擾。有見及此，教會特動用
《慈惠基金》，希望向有經濟困難的弟兄姊妹提供協助。申請詳情如下： 

資格： 

1. 參與坑口堂崇拜六個月或以上。 

2. 過去半年的崇拜出席率不少於三分之一(包括網上崇拜)。 

3. 家庭收入減少 50%或失業超過兩個月。 

程序： 

1. 申請人可透過同工提出申請或填寫 Google form 申請。 

https://forms.gle/JHTvYnENkLjjjc3EA 

2. 教會收到申請後，盡快安排與一位同工及一位執事見面，以便了解你的情
況並決定支援的金額。 

3. 申請成功後，會於兩星期內收到款項。 

＃申請過程中牽涉的個人資料及見面內容均作保密處理。 

愛心防疫包 
疫情下，教會盼望能夠祝福你和你的親友／鄰舍。 
假如你或你的親友確診新冠病毒，又或者需要一些防疫物資或關懷禱告， 
可以登入以下連結或個別告訴同工，我們會為你送上一份「愛心防疫包」［
防疫包：KN95 口罩、快速檢測包、退燒藥（有需要)...等］；此外，同工們
也十分樂意以視像或電話關懷、輔談及禱告，以主的愛與有需要的人同行。 
https://forms.gle/asnmEeXLBWkk2vGm7 
網絡崇拜出席登記表 

為方便教會記錄及統計，請弟兄姊妹及朋友在參與直播/錄播崇拜或收看錄影
後，登入以下連結或掃瞄 QR code 填寫簡單資料， 

作為大家有參加崇拜的記錄， 

此記錄會用作計算可出席會員大會資格的憑據。 

https://forms.gle/ny4VaLSLatoX2bQX9 

會員大會 

因應疫情，教會未能有實體聚會，原定於 3月 20日舉行的「第五屆會員大會」，
將延至恢復實體崇拜聚會一個月後的週日舉行。 

201事工（門訓） 

本年度預苦期已於 3月 2 日（聖灰日）開始，教會推出 40天的靈修材料，以
雅各書為主題。材料將透過組長群組發放，希望大家每天跟住進度，同步親
近主，直至復活節！ 
501 事工（敬拜） 
祈禱會將在第二家園以 zoom 形式進行，詳情經組長及群組發放。 
日期 主題 時間 

3 月 30日 求聖靈充滿更新 晚上 7:30 
 

 
本週及下週領詩及講員 

 2022 年 3月 26-27日 2022 年 4月 2-3日 

主席 黃錦翠傳道 蕭小燕傳道 

領詩 黃錦翠傳道 蕭小燕傳道 

講員 黃瑞君牧師 曾勝基牧師 

講題 教會-神創造的傑作 盼望的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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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人 週六晚堂崇拜 160.00 

週六晚堂崇拜(網絡) 24 人 堂費及其他 329,110.00 

主日崇拜(網絡) 66 人 差傳奉獻 12,700.00 

少青聚會 ZOOM 15 人 慈惠奉獻 600.00 

兒少聚會 ZOOM 24 人   

小學級聚會 ZOOM 25 人   

幼稚園級聚會 ZOOM 9 人   

總人次： 170 人 總數： 342,570.00 

 
辦公室消息  
為方便兄姊報稅，教會將預備 2021 年 4 月至 2022 年 3 月的個別奉獻資料給
兄姊。有需要者，請於 4 月 4日前以 Google Form 登記或 WhatsApp 55489684 
登記(請留下中文姓名、出席咭號碼及聯絡電話)。 
注意：3月 31 日後所收到的奉獻，將視作下一個報稅年度的奉獻，敬請留意！ 
https://forms.gle/hM5rcExY9XCcWgK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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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頌讚聲飛揚 

2. 詩歌敬拜  2. 與你更靠近 

3. 奉獻  3. 你是耶穌我的一切 

4. 證道  4. 呼求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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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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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