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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劣天氣聚會安排指引  
 崇拜、兒童主日學、育嬰室服務、成人信仰課程   

時段 
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 或 

黑色暴雨警告 
聚會安排 

三號颱風信號或 
紅色/黃色 
暴雨警告 

週六早堂崇拜 
(10:00-11:20) 

早上 7:00 或之後懸掛/發出 
早上 7:00 或之前除下警告 

取消 
如常進行 

如常進行 
週六晚堂崇拜 
(20:00-21:20) 

下午 5:00 或之後懸掛/發出 
下午 5:00 或之前除下警告 

取消 
如常進行 

「Build 青」崇拜 
(20:00-21:20) 

下午 5:00 或之後懸掛/發出 
下午 5:00 或之前除下警告 

取消 
如常進行 

大堂早堂崇拜 
兒童主日學 

(08:30-09:50) 

早上 5:30 或之後懸掛/發出 
早上 5:30 或之後懸掛/發出 
早上 5:30 或之前除下警告 

取消 
取消 

如常進行 

如常進行  

大堂中堂崇拜 
創作園地 

 (10:30-11:50) 

早上 7:30 或之後懸掛/發出 
早上 7:30 或之後懸掛/發出 
早上 7:30 或之前除下警告 

取消 
取消 

如常進行 

大堂午堂崇拜 
(12:30-13:50) 

早上 9:30 或之後懸掛/發出 
早上 9:30 或之前除下警告 

取消 
如常進行 

副堂中堂崇拜 
(10:40-12:00) 

早上 7:40 或之後懸掛/發出 
早上 7:40 或之前除下警告 

取消 
如常進行 

華語 主日崇拜  
(11:00-12:20) 

早上 8:00 或之後懸掛/發出 
早上 8:00 或之前除下警告 

取消 
如常進行 

English Worship 
(11:00-12:20) 

早上 8:00 或之後懸掛/發出 
早上 8:00 或之前除下警告 

取消 
如常進行 

青少週六青年崇拜 
(15:00-16:15) 

中午 12:00 或之後懸掛/發出 
中午 12:00 或之前除下警告  

取消 
如常進行 

青少主日初中崇拜 
 (09:00-10:15) 

早上 6:00 或之後懸掛/發出 
早上 6:00 或之前除下警告 

取消 
如常進行 

 崇拜聚會進行中懸掛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聚會即時終止。  

  崇拜聚會進行中發出黑色暴雨警告：聚會繼續進行，建議與會者留下直至天氣好轉 /
安全情況才離開。  

  出席者必須注意居住地方的天氣情況而決定是否合適外出，免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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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 契 及 教 會 其 他 聚 會               
 團契名稱 星

期 三號颱風信號 紅色暴雨警告 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 
或黑色暴雨警告 

如在聚會時間開始前三小時懸掛/發出  或  預料將在聚會時間內懸掛/發出  

成人 

一成 一 如常進行  如常進行  

取消 

信望愛 二 如常進行  如常進行  
二創 二 如常進行  如常進行  
媽媽 三 取消  取消  
尼西 四 取消  取消  
以勒 五 取消  取消  
六創 六 如常進行  如常進行  
多加 六 取消  取消  
仁心 日 如常進行  如常進行  

夫婦 

鶼鰈 一 如常進行  如常進行  
活伉 四 如常進行  取消  
牧愛伉儷 五 如常進行  取消  
伉儷 五 如常進行  如常進行  
迦南伉儷 五 如常進行  取消  
雅歌 五 如常進行  取消  
活愛 五 如常進行  取消  
伊甸天倫 六 如常進行  取消  
林前十三 六 如常進行  取消  

初職 Agape Wed 三 如常進行  如常進行  

職青 

活水 A 四 如常進行  如常進行  
活水 B 四 如常進行  如常進行  
四查 四 如常進行  如常進行  
四牧 四 如常進行  如常進行  
提摩太 四 如常進行  如常進行  
五牧 五 如常進行  如常進行  
星期五成長 五 如常進行  如常進行  
和撒那 六 如常進行  如常進行  
果園 六 如常進行  如常進行  
大衛 五 如常進行  如常進行  

大專初職 以諾 六 如常進行  如常進行  

教會發展 
華語 六 如常進行  取消  
華語青年 日 如常進行  如常進行  
English Fellowship 三 如常進行  如常進行  

青少 
FOCUS 大專組 六 如常進行  如常進行  
FOCUS 高中組 六 如常進行  取消  
Soultime 初中 日 如常進行  取消  

 

基督少年軍初級組 取消  取消  

取消  基督少年軍中級組 如常進行  取消  
教會平日/主日其他聚會 如常進行  如常進行  
 崇拜/聚會進行中或依據天文台之提早預告，即將懸掛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聚會即時終止。  
  崇拜 /聚會進行中發出黑色暴雨警告：聚會繼續進行，建議與會者留下直至天氣好轉 /

安全情況才離開。  
  出席者必須注意居住地方的天氣情況而決定是否合適外出，免生意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