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9月 24-25日第 39週週刊 

兒童區(小一至小六) 
9月 25日(本主日)上午 10:45-下午 12:40舉行户外崇拜，備有旅遊巴接送。
而幼稚園級留在學校聚會，一切如常。詳情可聯絡蕭小燕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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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8日(三) 彼此分享/互相代求 晚上 7:30 

10月 5日(三) 教會 晚上 7:30 
 

崇拜出席登記 
出席 10月 1 日及 10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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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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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7月 30日開始，週六及主日崇拜

已移師至活動室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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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由於近期確診數字較多，建議兄姊出席崇拜前 24小時內，在家進行快速
測試，彼此保護。(若持有 48小時內的核酸檢測結果，可以代替快測。) 

7. 如有不適，請參與網上崇拜。祈求恩主憐憫看顧我們。謝謝大家。 

8. 教會備有快速測試包，有需要的兄姊，可向服務台查詢及索取。 
 
第二家園 

第二家園租約將於 2023 年 3 月到期，加租金額幅度頗大：教會已成立「搬
遷小組」，在將軍澳區尋找合適地方，現正洽談一個在寶琳的舖位，懇請兄
姊禱告記念。 
 
區會消息 
2022烽火節慶培靈會-「靈浸與恩膏」 
講員：王生堅牧師博士  地點：竹園區神召會大埔堂 
日期： 10月 28日(五)  時間︰晚上 7:30 - 9:30 
截止報名日期︰10月 17日或額滿即止 
歡迎會內的弟兄姊妹參加。 
請掃描 QR code登入 Google form報名。 
(有關出席五旬宗恩膏聚會須知可到服務台索取。) 

 
本週及下週領詩及講員 

 2022年 9月 24-25日 2022年 10月 01-02日 

主席 張鴻華牧師 黃錦翠牧師 

領詩 張鴻華牧師/蘇德誠弟兄 黃錦翠牧師 

講員 黃錦翠牧師 張鴻華牧師 

講題 一脈相連 來朝拜祂 

 
下週事奉人員 

 週六晚堂崇拜 主日崇拜 

新來賓接待員 張頌昇 古愛金 陳潤強 黃玉萍 張韻琦 

招待員 李惠賢 陳雪珍 蔡偉賢 曾麗常 曾彩熏 

司事員 陳雪珍 彭綺雯 鄧淑瑜 胡明慧 陳仲容 曾彩熏 

電腦投映員 黃維昌 白愷蕎 

花藝組 霍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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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人 週六晚堂崇拜 1,200.00 

主日崇拜 103 人 主日崇拜 2,942.00 

主日崇拜(網絡) 34 人 少青崇拜 180.00 

少青聚會 12 人 兒少崇拜 227.00 

兒少聚會 21 人 兒童崇拜 145.00 

小學級聚會 23 人 堂費及其他 79,231.00 

幼稚園級聚會 6 人 差傳奉獻 5,900.00 

   慈惠奉獻 100.00 

     

總人次： 237 人 總數： 89,925.00 

 
辦公室消息 
堂會現需聘請半職教會幹事一名，首輪進行內部招聘。應徵者須具備：(1) 中
學畢業；(2) 最少兩年工作經驗(有相關經驗優先考慮)；(3) 熟練中英打字
及辦公室電腦軟件，具中、英文文書處理能力；(4) 有良好溝通能力。有意
者請備履歷致函本堂主任張牧師。 
 
發放全會性資訊 
教會已於 9 月 9 日測試 WhatsApp 廣播列表功能，發放全會消息，如週刋、
疫情…等；如大家未能收到，請與辦公室聯絡，或檢視自己的智能電話，是
否已儲存教會電話號碼：55489684。實施初期，同步在組長群組發放資訊，
以確保大家能收到有關信息。謝謝大家。 
 
                          



 

 崇拜程序  敬拜詩歌 

1. 宣召  1. 揚聲歡呼讚美/齊歡呼 

2. 詩歌敬拜  2. 帶我進入祢的同在/呈獻給你 

3. 奉獻  3. 獨有主配得/充滿這聖所 

4. 證道  4. 永遠的依靠/榮耀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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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