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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本週崇拜承蒙「香港伯特利教會慈光堂退休牧師」、「天梯使團創辦人」。 
黃瑞君牧師蒞臨證道，使會眾同領教益，謹此致謝。 
 
參與實體崇拜注意事項 
1. 學校禮堂裝修工程將為期約四個月。本週開始，週六及主日崇拜將移

師至活動室進行。鼓勵兄姊在裝修期間，參與週六晚堂崇拜。 
2. 請填寫 Google form登記報名(報名者必須遵照政府防疫要求)，每場

名額：98人，額滿即止。 
3. 請注意︰已在 google form登記出席的人士，如於崇拜開始仍未到達

點到，其名額會被沒登記的出席者補上，敬請提早及準時出席。 
4. 每次進入校園，必須量度體溫、潔手及點名，並掃瞄教會的「安心出

行」及「驗證二維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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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 8月 27 日及 8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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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放全會性資訊 
教會擬透過 WhatsApp廣播列表功能，發放全會消息，如週刋、疫情…等；
煩請大家先在自己的智能電話，儲存教會電話號碼：55489684，以便教會
與大家保持緊密聯繫。 
 

201事工（門訓） 
第三期「三元福音倍進佈道訓練」(三福)於 9月舉行，詳情如下： 
日期：9月 19 日-12月 19日(逢星期一) 
時間：8:00-10:00pm 
形式：zoom（第一及最後一課除外） 
地點：生命頌浸信會（第一課及最後一課） 

將軍澳寶寧路 25號富寧花園商場地下 17號 
收費：$250(包括所有材料；在第一堂繳交) 
報名：請用 QR code報名 
截止報名：9 月 4日 
 
第二家園 
1. 「Take a break 放小息」歡迎登入 QR code了解詳情及報名參加。 

日期：8月 22日(一)  
時間︰早上 9:30-11:00 
主題︰參觀南豐紗廠  
對象：家長或退休人士 

 
2. JMarket（生活/手藝/DIY）小型巿集已於 7月 24日開始，連續 6個週日

2:30-5:00pm在第二家園舉行，誠邀弟兄姊妹或帶同親朋蒞臨支持。 
 

 
本週及下週領詩及講員 

 2022年 8月 20-21日 2022年 8月 27-28日 

主席 譚琦恩傳道 蕭小燕傳道/張鴻華牧師 

領詩 譚琦恩傳道 馬秀芳姊妹 

講員 黃瑞君牧師 梁志勇傳道 

講題 三同教會顯風采 
「失敗乃成功之母， 
  _ _ 乃信心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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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碧嬈 黃顯宗 黃寶玲 江玉卿 

招待員 戚美玉 張韻儀 黃新坤 呂鳳鳴 羅素珍 

司事員 戚美玉 曾麗嬋 張韻儀 彭惠珍 葉惠明 江淑慧 

電腦投映員 劉桂昌 麥愷恩 

花藝組 吳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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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人 週六晚堂崇拜 1,880.00 

主日崇拜 111 人 主日崇拜 2,724.00 

主日崇拜(網絡) 24 人 少青崇拜 ~ 

少青聚會 16 人 兒少崇拜 320.50 

兒少聚會 29 人 兒童崇拜 206.00 

小學級聚會 14 人 堂費及其他 63,400.00 

幼稚園級聚會 6 人 差傳奉獻 3,800.00 

   慈惠奉獻 100.00 

     

總人次： 248 人 總數： 72,4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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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24日(三)  加拿大宣教工場 晚上 7:30 

8月 31日(三)  感恩見證分享會 晚上 7:30 
 
兄姊消息 
「和平@信組」組員張鎮揚弟兄一家將於 8 月 21 日移居馬來西亞，求主祝福
帶領。 
 
同工消息 
張鴻華牧師於 8月 21日(本週主日)應邀到竹園區神召會秀茂坪堂證道。 
                         



 

 崇拜程序  敬拜詩歌 

1. 宣召  1. 我要全心讚美 

2. 詩歌敬拜  2. 除祢以外 

3. 奉獻  3. 連於你 

4. 證道  4. 靠著耶穌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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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錦翠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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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