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道會北角堂 

惡劣天氣聚會安排指引 
 

* 有關長者科、少年科及兒童科聚會的安排，請參看第 2頁 

* 有關傷健科聚會的安排，請參看北宣網頁(http://www.npac.org.hk)「傷健群體牧養科 惡劣天氣之應變指引」 

* For typhoon and rainstorm arrangements of our English Ministry (worship service, Sun School, fellowship meetings), 

please refer to the English version “Adverse Weather Arrangement” on our website (http://www.npac.org.hk). 
 

 成  人  崇  拜  

1 
九號或以上 

颱風信號 

主日第三堂崇拜 (上午 10:45) 

主日英語崇拜 (上午 10:45) 

崇拜前 2 小時除下 如常進行 

崇拜前 2 小時內發出／仍然生效

／天文台預告於崇拜時間內發出 
取消 

 

 

 

 

 

 

 

2 

 

 

 

 

 

 

 

八號颱風信號 

 

(備註：請會眾

自行決定是否

回來參與) 

主日第三堂崇拜 (上午 10:45) 崇拜前發出／仍然生效 

如常進行 

(只在康澤正堂舉行， 

其他轉播點暫停) 

週六上午堂崇拜 (上午 11:00) 

  SATpoint 崇拜 (下午  2:30) 

  下午堂崇拜 (下午  5:00) 

主日第一堂崇拜 (上午  8:00) 

  第二堂崇拜 (上午  9:15) 

  第四堂崇拜 (中午 12:15) 

  青年崇拜 TC5 (中午 12:20) 

  晚堂崇拜 (晚上  7:00) 

崇拜前 2 小時除下 如常進行 

崇拜前 2 小時內發出／仍然生效 

／天文台預告於崇拜時間內發出 
取消 

主日普通話崇拜 (上午 10:45) 

崇拜前 2 小時除下 如常在真理樓進行 

崇拜前 2 小時內發出／仍然生效 

／天文台預告於崇拜時間內發出 

結合康澤第三堂崇拜 

(有普通話傳譯) 

(請參第三堂崇拜安排) 

主日英語崇拜 (上午 10:45) 

早上 9:30 或前除下 如常在教育樓進行 

早上 9:30 後發出／仍然生效 

／天文台預告於崇拜時間內發出 
轉往康澤副堂 I 進行 

 

 

3 

 

 

黑色暴雨警告 

 

(備註：請會眾

自行決定是否

回來參與) 

週六、主日康澤正堂各堂崇拜、 

週六 SATpoint 崇拜、 

主日青年崇拜 TC5 

崇拜前發出／仍然生效 如常進行 

主日普通話崇拜 

崇拜前 2 小時除下 如常在真理樓進行 

崇拜前 2 小時內發出／仍然生效 
結合康澤第三堂崇拜 

(有普通話傳譯) 

主日英語崇拜 
早上 9:30 或前除下 如常在教育樓進行 

早上 9:30 後發出／仍然生效 轉往康澤副堂 I 進行 

4 三號颱風信號、紅色／黃色暴雨警告  如常進行 

  *註：如八號颱風信號、黑色暴雨警告在定堂崇拜開始前 2小時除下，所有事奉人員須回來當值 
 

主日學及聚會  (主日早上、下午及平日 ) 

(包括：青成主日學、普通話主日學、福音班、栽培班、浸禮班、團契、課程、詩班練習、其他堂內／堂外聚會) 

 

 

 

1 

 

 

 

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黑色 

暴雨警告 

聚會前 2 小時除下 如常進行 

聚會前 2 小時內發出／仍然生效／ 

天文台預告在聚會時間內發出 

取消 

 

晚上 6:30 或後仍然生效 取消 

聚會進行期間發出八號颱風信號 聚會即時解散 

聚會進行期間發出黑色暴雨警告 聚會如常進行，直至安全情況下才解散 

2 三號颱風信號、紅色／黃色暴雨警告 如常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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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主日學  （主日及平日）  

1 

 

三號或以上颱風信號、黑色／紅色暴雨警告、 

電台或電視台公佈嚴寒氣溫降至 8C 或以下 
上課前 2 小時內發出／仍然生效 取消 

2 一號颱風信號、黃色暴雨警告 如常進行 

長者聚會：團契／課程  (主日下午及平日 ) 

1 三號或以上颱風信號、黑色／紅色暴雨警告 活動前 2 小時內發出／仍然生效 取消 

2 一號颱風信號、黃色暴雨警告 如常進行 

 

 

 

 

初中及高中少年崇拜／ Sun Logos 主日學  (主日早上 ) 

1 

 

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黑色／紅色 

暴雨警告 

早上 7:00 後發出／仍然生效／天文台

預告在早上時間發出 

取消 

 

進行期間發出黑色／紅色暴雨警告 

 

聚會如常進行，直至安全情況

下才解散 

2 三號颱風信號、黃色暴雨警告 如常進行 (家長決定是否參加) 

Channel Y 初中團契／ FWD 高中團契  (週五 ) 

1 

 

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黑色／紅色 

暴雨警告 

下午 5:00 後發出／仍然生效／天文台

預告在晚間時間發出 

取消 

 

進行期間發出黑色／紅色暴雨警告 

 

聚會如常進行，直至安全情況

下才解散 

2 三號颱風信號、黃色暴雨警告 如常進行 (家長決定是否參加) 

少年科聚會：課程／堂內、堂外活動  (主日下午及平日 ) 

1 

 

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黑色／紅色 

暴雨警告 

聚會前 2 小時內發出／仍然生效／ 

天文台預告在課程或活動時間內發出 

取消 

 

晚上 6:30 或後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

黑色暴雨警告仍然生效 

取消 

 

進行期間發出黑色／紅色暴雨警告 

 

聚會如常進行，直至安全情況

下才解散 

2 三號颱風信號、黃色暴雨警告 如常進行 (家長決定是否參加) 

 

 

 

 

兒童崇拜／兒童主日學／普崇兒童主日學／英語各年齡主日學  (主日 ) 

1 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黑色暴雨警告 

早上 7:00 後發出／仍然生效 取消 

進行期間發出黑色暴雨警告 

 

聚會如常進行，直至安全情況

下才解散 

2 三號颱風信號、紅色／黃色暴雨警告 如常進行 (家長決定是否參加) 

兒童 AWANA (週五、週六 ) 

1 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黑色暴雨警告 

(週五) 下午 4:00 後發出／仍然生效 

(週六) 下午 1:00 後發出／仍然生效 
取消 

進行期間發出黑色暴雨警告 

 

聚會如常進行，直至安全情況

下才解散 

2 三號颱風信號、紅色／黃色暴雨警告 如常進行 (家長決定是否參加) 

兒童戶外活動  

1 

 

三號或以上颱風信號、黑色／ 

紅色／黃色暴雨警告 
早上 7:00 後發出／仍然生效 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