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12月 31日-2023年 1月 1日第 1週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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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4日(三) 教會 晚上 7:30 

1月 11日(三) 重建與神的關係 晚上 7:30 
 
竹園區神召會賣旗日 
本會將於 2023 年 1 月 28 日（星期六）大年初七舉行「新界區賣旗日」，現呼
籲弟兄姊妹加入成為賣旗義工。 
參加者除可於 1 月 28 日在街上賣旗籌款，亦可報名成為網上義工，您的愛
心奉獻及籌得的一分一毫，皆會使用在本會社會服務部的服務中。 
詳細資料可瀏覽賣旗網址︰https://www.pchkflagday0128.org/ 
如欲參加的弟兄姊妹可到服務台登記資料。 
 

辦事處消息 
1. 請各部於 2023年 1月 8日或之前，將所有 2022年開支申請表交回辦公室，

以便結算 2022年財政報告，不然，將視作 2023年度開支。 
2. 徵求 2023年崇拜鮮花及週刊奉獻，認獻表已張貼在禮堂後面報告板，各兄

姊可自行在表上填寫，每格 70元正，請用教會奉獻封交付獻金。 
 
十二週年堂慶  
十二週年堂慶感恩崇拜將於 2023年 1月 29日舉行，邀請及歡迎大家一同參
與。除了參加堂慶感恩崇拜外，誠邀各小組在 2022年 12月 31日至 2023年
1月 8日小組時間錄影「口號」短片。 
 

崇拜出席登記 
出席 1月 7日及 1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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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禮堂裝修工程因有突發意外仍未能完工，崇拜聚會需繼續使用活動

室進行。鼓勵兄姊在裝修期間，參與週六晚堂崇拜。 
2. 政府於 12 月 29 日已取消「疫苗通行證」要求，但因崇拜聚會場地空間

有限，仍需填寫 Google form登記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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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量度體溫、潔手及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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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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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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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及下週領詩及講員 

 
2022年 12月 31日- 
2023年 1月 1日 

2023年 1月 7-8日 

主席 黃錦翠牧師 譚琦恩傳道 

領詩 黃錦翠牧師 譚琦恩傳道 

講員 張鴻華牧師 黃錦翠牧師 

講題 重修身體 共建家園 神看重的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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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頌昇 陳靜雯 郭雁雄 王彤彤 彭惠珍 

招待員 戚美玉 曾麗嬋 陳銘昭 周玉意 羅振慈 

司事員 陳雪珍 曾麗嬋 戚美玉 李振聲 洪燕玉 葉麗虹 

電腦投映員 黃冠華 鄧維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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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人 週六晚堂崇拜 1,235.00 

主日崇拜 102 人 主日崇拜 2,585.00 

主日崇拜(網絡) 31 人 少青崇拜 ~ 

少青聚會 8 人 兒少崇拜 ~ 

兒少聚會 18 人 兒童崇拜 141.00 

小學級聚會 20 人 堂費及其他 78,780.00 

幼稚園級聚會 3 人 差傳奉獻 520.00 

     

總人次： 252 人 總數： 83,261.00 
 
第二家園 
1. 第二家園 - 全人關懷網絡 

裝修工程快將展開，求主引導小組成員，賜福中標的承辦商，叫工程能夠
按時完成。 

2. 「毋忘初心，齊建家園」籌款計劃 
目的：建設及發展第二家園 目標金額：80萬 
第一炮：「心繫家園信心認獻」，請掃瞄二維碼到連結作 
「信心認獻」，回應主對你的感動。 
第二炮：「1218步行籌款」 
籌款表格及籌得款項，請於 2023年 1月 1日或之前交回辦公室。 

 
兄姊消息 
李振聲弟兄的母親(李鄧嫺笑女士)於 12月 21 日離世。將於 1月 6日(五)上午
11:00-下午 1:00假鑽石山殯儀館地下永德堂設靈及舉行出殯禮。求主記念及
安慰家人！ 
 



 

崇拜程序  敬拜詩歌 

1. 宣召及詩歌敬拜  1. 讚歌不停 

2. 聖餐  2. 獻上頌讚 

3. 感恩奉獻及慈惠奉獻  3. 君王就在這裡 

4. 認信  4. 祢永遠如此深愛著我(聖餐詩歌) 

5. 證道  5. 感恩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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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由安坐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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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玉梅幹事  

劉美芬行政幹事 (半職 ) 

劉崇光財務幹事 (半職 ) 

http://www.aoghh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