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5月 7-8日第 19週週刊 
參與實體崇拜注意事項 
1. 在 Google form登記報名(報名者必須是完成接種兩劑疫苗或確診康

復後 6個月內獲豁免者。另 5月 30日後則需完成接種第三劑疫苗。) 
2. 每次進入校園，必須掃瞄教會的「安心出行」及「驗證二維碼」。 

(溫馨提示︰請先把疫苗接種/康復記錄上載於「安心出行」app內。) 
3. 量度體溫、潔手及點名。 
4. 兒童、兒少、少青參與實體聚會注意事項將由各牧區在群組通知大家。 

崇拜出席登記表 
出席 5月 14 日及 5月 15日成人主日及週六晚堂崇拜，請先掃瞄 
二維碼到連結登記。 
未能出席者，可同步在主日崇拜時間參與坑口堂 Facebook及
YouTube直播。 
11週年堂慶 
堂慶感恩崇拜於 2022年 5月 14及 15日崇拜中進行。 
按立牧職典禮 
按立牧職典禮於 2022年 6月 5日下午 3:30假竹園堂舉行， 
當天共有 4位傳道被按立為牧師(秀茂坪堂俞裕樂傳道、 
竹園堂柳國豪傳道、榮恩堂何嘉凌傳道及坑口堂黃錦翠傳道)， 
因場地限制，各堂名額各有 30-50人，出席者將被安排在課室或 
副堂觀看現場直播，坑口堂出席者請到副堂，典禮後按大會安排 
將在指定拍照區拍照。(坑口堂名額 40位) 
如弟兄姊妹欲出席該典禮請以 QR code報名。 
備註︰基於防疫指引，參加者在典禮前必須完成接種第三針疫苗（豁免人仕
除外）。 
會員大會 
「第五屆會員大會」謹定於 5 月 22 日（主日）下午 12:45，在坑口堂一樓禮
堂舉行，請各合資格會員預留時間出席，共商聖工。會議通知函連各文件及
出席回條，將於 5 月 1 日派發或郵寄給各會員，若會員在 5 月 6 日前還未收
到通知函，請與辦公室同工聯絡。大會需要有一定人數出席方可成會，請各
會員填寫出席回條於 5月 15日或之前交回服務台，以便統計出席人數。 
*凡在本堂受浸或已轉會之會員，於會員大會會期前一年出席崇拜三分之一或
以上，方為合資格出席會員大會之會員，並有投票權。今年因應疫情，出席
實體崇拜(2021年 5月-12月)加上有登記出席網絡崇拜或出席實體崇拜(2022
年 1-4月)為基礎計算出席率，出席崇拜三分之一或以上，為合資格出席會員
大會之會員。 
第二家園 
「輕輕鬆鬆在週一」之「瓶景‧創意手工牌‧神秘寶箱」 
日期：16/5、23/5、30/5/2022(星期一) 
時間：上午 10:00-11:30 
收費：$180/3 堂  (特別優惠價，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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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額：15人 
501 事工（敬拜） 
祈禱會將在第二家園以實體及 zoom同步進行，詳情經組長及群組發放。 
日期 主題 時間 

5月 11日 敬拜讚美祈禱會 晚上 7:30 

 
本週及下週領詩及講員 

 2022年 5月 7-8日 2022年 5月 14-15日 

主席 梁志勇傳道/張鴻華牧師 蕭小燕傳道/張鴻華牧師 

領詩 馬秀芳姊妹 蘇德誠弟兄 

講員 蕭小燕傳道 張鴻華牧師 

講題 難捨也難愛 勇敢走出去 

 
下週事奉人員 

 週六晚堂崇拜 主日崇拜 

新來賓接待員 吳志偉 王育娜 葉燕萍 雷健強 區茜萍 甄美霞 

招待員 陳雪珍 戚美玉 張林華 鍾冬梅 陳瑞芳 

司事員 陳雪珍 戚美玉 張鎮揚 陳瑞芳 江玉卿 鍾冬梅 

電腦投映員 黃冠華 陳白恩 

花藝組 葉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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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人 週六晚堂崇拜 822.00 

主日崇拜 121 人 主日崇拜 5,730.00 

主日崇拜(網絡) 37 人 少青崇拜 280.00 

少青聚會 9 人 兒少崇拜 294.60 

兒少聚會 24 人 兒童崇拜 103.00 

小學級聚會 23 人 堂費及其他 74,030.00 

幼稚園級聚會 7 人 差傳奉獻 1,200.00 

   慈惠奉獻 5,195.10 

總人次： 258 人 總數： 87,654.70 

 

401事工（宣教） 
1.泰北工場近況及代禱信於今週刊登，請登入 QR code連結， 
邀請弟兄姊妹細閱，並為工場禱告。 
 
 
 

2.鼓勵未回應「2022年差傳信心認獻」的弟兄姊妹， 
憑信心在十一奉獻以外作回應，支持海外差傳工場的需要。 
認獻金額以今年作目標，請登入相關連結，回應主對你的感動。 
 
                         



 

 崇拜程序  敬拜詩歌 

1. 宣召  1. 讓頌讚聲飛揚 

2. 詩歌敬拜  2. 我們歡迎君王降臨 

3. 奉獻  3. 獨有主配得 

4. 證道  4. 愛全獻給你 

5. 三一頌及祝福  回應詩歌：與祢更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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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