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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你對成年部了解有多少？你認識成年部共有多少班成長班、以及他
們的特色嗎？為了加強彼此認識和溝通，成年部資訊組將定期製作
通訊，把成年部一些最新的資訊、活動的花絮等帶給大家，同時我
們會走訪一些成長班，把他們的特色及現況，與大家分享。

在愛護神創造的環境的前提下，這份通訊會以「e」的形式發放，
大家可於成年部資源中心 http://adr.baptist.org.hk/adult01.php 下載或
以電郵傳送。

雖然這份通訊沒有精美的印刷，但誠意滿載。在未來的日子，我們
期盼無論是透過文字或網上的平台、以致直接的交流，大家都能緊
扣在一起，在神家茁壯地成長，榮耀主名！



傳道心聲 余金蘭傳道

現今是一個資訊世代，我們有看不完的電郵、等着
你發出的短訊，一刻間也不容許你有放鬆的機會，
坐汽車或坐地鐵也會看到無論老少都埋頭於他們的
手機或遊戲機。網絡世界是講求即時、迅速、簡短
及高效率，更大大突破了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但在
網絡的世界中的真與假、實與謬共存，這種種的虛
擬世界，我們需要培養出獨立的判斷來作出抉擇。

我們共有29個成年的成長班（35-49歲），人數佔
教會約一半以上，教會需要栽培信徒成為中流砥柱

，培訓人材成為教會的屬靈領袖。但我們更需以真誠及開放的心懷來溝通，
現在我們這份刊物成為一個廣闊的平台，我們可以無所不談，彼此分享，打
破隔漠，你的心聲及意見，我們願意聆聽及分享。

29個成年部的成長班在城浸的大家庭下，我們各自擁有不同的時段及空間舉
行聚會，我們是基督流通的管道，生命應該互相交流着，更互相影響。我們
透過所刊登的文章，把基督在我們各人心中的感動、鼓勵散發出來，這些正
能量，充滿美善，讓在試煉中的弟兄姊妹，得着激勵和引導，走人生的道路
。

我們是一群屬神的子民，藉基督的恩典賜下不同的恩賜來配搭服侍神，我們
都是蒙福的，在現今急速變遷的世代中，上帝給我們有屬天的智慧，敏感生
命的有限，賜我們悟性領受永恆的真理，我們願意發出時代的呼聲，在生命
中高舉基督，展現出上帝的榮耀。

「「「「我們傳揚祂我們傳揚祂我們傳揚祂我們傳揚祂，，，，是用諸般的智慧是用諸般的智慧是用諸般的智慧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勸戒各人勸戒各人勸戒各人，，，，教導各人教導各人教導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裡要把各人在基督裡要把各人在基督裡要把各人在基督裡
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歌羅西書歌羅西書歌羅西書歌羅西書1:28））））



有一位成長班的職員抱怨說：「唉！當了職員後
真忙碌啊！不但要負責成長班的事，也要應酬成年部
及教會其他部門舉辦的活動，一個完了又接一個，感
覺壓力很大；更影響到自己靈修時間縮短，也沒有時
間裝備自己及關顧班員呀！」從上述一段真實的心底
話，多少反映教會與成長班的關係上出了一些落差。
作為成年部部長，我有責任要反思成年部的定位。

以往部會需要籌備很多的佈道會、福音預工的活動及舉辦一些侍奉裝備的訓
練及講座，讓信徒有受訓練及帶人信主的平台。隨著按齡牧養成長班模式已運作
了超過十年，成長班班員已經比較成熟，各班已可自行舉辦福音預工活動，帶領
未信主的人返成長班及向他們傳福音。現在很多新會友是透過成長班栽培而最終
受浸加入教會的。教會訓練事工組也加強了對信徒的培訓，讓班員接受正規的訓
練課程。

其實，這也符合按齡牧養的理念；讓成長班成為教會的牧養及傳福音小組，
成長班在質和量有增長時，也帶動全教會都會有增長。所以，很多以往部會舉辦
的活動已可下放給各成長班負責，況且班員在成長班的歸屬感遠強於部會，成長
班舉辦的活動班員也會比較投入。這樣，成年部的功能需要重新定位了。

我初步思考，成年部應具備及加強以下的功能：-

� 全方位支援成長班整體的運作全方位支援成長班整體的運作全方位支援成長班整體的運作全方位支援成長班整體的運作，，，，包括職員會更有效去關顧牧養班員及推動傳福包括職員會更有效去關顧牧養班員及推動傳福包括職員會更有效去關顧牧養班員及推動傳福包括職員會更有效去關顧牧養班員及推動傳福

音的工作音的工作音的工作音的工作

� 鼓勵及推動成長班班員接受裝備及廣傳福音鼓勵及推動成長班班員接受裝備及廣傳福音鼓勵及推動成長班班員接受裝備及廣傳福音鼓勵及推動成長班班員接受裝備及廣傳福音，，，，讓教會在質與量都有健康的增長讓教會在質與量都有健康的增長讓教會在質與量都有健康的增長讓教會在質與量都有健康的增長

� 部會成為教會與成長班的橋樑部會成為教會與成長班的橋樑部會成為教會與成長班的橋樑部會成為教會與成長班的橋樑，，，，傳遞教會的異象及發展方向傳遞教會的異象及發展方向傳遞教會的異象及發展方向傳遞教會的異象及發展方向

� 制定長短期的整體規劃及訂定策略去配合教會的發展制定長短期的整體規劃及訂定策略去配合教會的發展制定長短期的整體規劃及訂定策略去配合教會的發展制定長短期的整體規劃及訂定策略去配合教會的發展

希望成年部重新定位後，能更好的支援及服侍各成長班，使班員可以帶著輕鬆
喜樂的心在教會裡學習成長，侍奉主！



成年部話你知成年部話你知成年部話你知成年部話你知 ---- 架構介紹架構介紹架構介紹架構介紹

成年部的架構是包括傳道同工及部員，部員均來自不同的成長班，兩年一
任。成年部轄下共有六個工作小組，各有其職能，以支援成長班的需要。
現在讓我們介紹一下今屆的成員名單，以及組織架構：

� 部長： 李少強執事（所羅門）

� 第一副部長： 方慧雯（以斯拉）

� 第二副部長： 林文燕（約珥）

� 書記： 劉麗卿（以西結）

� 訓練事工代表： 何家強（以斯拉）

� 差委代表： 馮潤娣（所羅門）

� 差派執事： 葉小燕執事（耶利米）

蔡永姚執事（約珥）

� 其他部員：

� 林寶興（所羅門）

� 張啟文（以利沙）

� 黃偉業（那鴻）

� 陳國莉（撒迦利亞）

� 何進紅（大衛）

� 梁鈞良（阿摩司）

� 劉子炎（俄巴底亞）

� 李志敏（撒迦利亞）

� 劉啟光（耶利米）

� 沈紹麗（耶利米）

� 歐建雄（哈該）

� 麥偉民（希西家）

� 黃家偉（希西家）

� 主管同工： 余金蘭傳道

� 副主管同工： 饒炳德傳道

� 其他同工：

� 冼文諾傳道

� 羅萃賢傳道

� 饒偉利傳道

� 吳彩虹傳道

� 馮錦鴻傳道

� 李瑞科傳道

� 黃榮基傳道

� 白智信傳道

� 何慧芬傳道

� 陳宇恩傳道

� 盧娟芬傳道

� 黃淑霞傳道

� 文職同工： 鍾基業、楊麗群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部員部員部員部員（（（（召集人召集人召集人召集人）））） 傳道同工傳道同工傳道同工傳道同工（（（（召集人召集人召集人召集人）））） 支援對象支援對象支援對象支援對象

（（（（成長班成長班成長班成長班））））

佈道組 方慧雯

李志敏、劉麗卿、黃偉業、

沈紹麗、張啟文、黃家偉

饒炳德

余金蘭、饒偉利、

盧娟芬

福音

培訓組 何家強

何進紅、歐建雄、劉子炎、

劉啟光

吳彩虹

陳宇恩

導師

查經組長

靈修

行政組 劉麗卿

葉小燕、方慧雯、馮潤娣、

麥偉民、蔡永姚

饒偉利

余金蘭、盧娟芬

班長

資訊組 林文燕

沈紹麗、梁鈞良、劉啟光、

陳國莉、麥偉民

馮錦鴻

饒偉利

資訊

事務

牧養組 張啟文

林寶興、馮潤娣、何家強、

何進紅、蔡永姚、歐建雄

馮錦鴻

羅萃賢、李瑞科、

盧娟芬

隊長

關顧組長

成展活動組 陳國莉

葉小燕、李志敏、梁鈞良、

劉子炎、林文燕、黃家偉

冼文諾

羅萃賢

聯誼

成展會員

音樂部



成年部活動花絮 -
導師導師導師導師、、、、查經組長查經組長查經組長查經組長、、、、職員退修會職員退修會職員退修會職員退修會

成年部一年一度的導師、查經組長、職員退修會已於2012年2月19日
（主日）在沙田馬鞍山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順利舉行。今年的主題
是「「「「生命建造生命建造生命建造生命建造、、、、建造生命建造生命建造生命建造生命」」」」，並邀請到建道神學院院長梁家麟博士為
我們主講，之後分組討論。當日超過330位成年部成長班的導師職
員、傳道及部員參加，另外還有耆壯部部員及導師35位，總出席人數
約有370人。

當日天氣晴朗，每位參與的弟兄姊妹除了在梁家麟博士的教導中得益
不淺外，亦享受了一頓豐富而美味的下午茶。更於分組討論時互相分
享心得，而每位出席者，均獲贈送一本梁家麟著作的「無憾人生」或
「信訂一生」或鄺炳釗著作的「如何經歷神的同在」或天道書樓50元
書劵，果真是滿載而歸。



成年部活動花絮

今 年 的 班 長 交 流 會 已 於2012 年3 月22日
（四）晚上7:30於外展中心舉行，主題是
「彼此緊扣、持守真理」。當晚一共有26

個成長班的正副班長出席，連同傳道同工
及部員，人數超過60人。交流會的內容包
括遊戲、成年部全年方向及組織架構介
紹、分組討論，並由葉小燕執事和蔡永姚
執事分享在事主超過40年的路途中如何與
神與人互相緊扣。班長們都很投入討論之
中、交換侍奉心得，有助日後合班推動福
音事工。大家之後更手拉著手禱告，立志
為主發光。

2012年2月22日（三）祈禱會後，成年部
與各成長班福音部舉行交流會，介紹教
會佈道會事工，鼓勵成長班參與及動員
推動基甸三百行動帶領未信者赴會，並
邀請差會代表簡介差會事工，及推介三
福訓練班。當晚一共有26個成長班福音
代表約50多人出席，之後還分組交流和
祈禱，彼此記念守望！

福音部交流會福音部交流會福音部交流會福音部交流會

班長交流會班長交流會班長交流會班長交流會



* 成 年 月 *
5月是教會的成年月，一個屬於「我們」的月份。請看看有關的特別安排：

� 大堂展板大堂展板大堂展板大堂展板 － 展板主題是「侍奉裝備、廣傳福音」，設計取材自聖經詩
篇19:7-11。意思是神的話猶如蜂蜜一樣滋潤人的心，甦醒人的靈魂，明亮
人的眼目，使人有智慧。成年部一向重視神的教導，現時29個成長班不單
強調聖經的學習，而且還有很多機會讓班員發揮所得恩賜，參與侍奉，以
實踐真理和建立教會為使命。與此同時，班員之間亦彼此關顧、互相牧養
，成為一股愛的力量，祝福近處、遠處的人。因此，成年部除了恆常聚會
之外，還為各個崗位的侍奉人員組織交流會和退修會，以鞏固弟兄姊妹親
近恩主、活像基督的心志。成年部更鼓勵班員定期作院舍佈道和參與訪宣
，將福音帶給未信的朋友。班員更可以透過外展中心的課程、基甸三百、
福音大旅行和懇親會等活動來邀請親友認識教會、認識基督。最後，願以
神的話祝福各位「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
有福了！」（詩34:8）

� 成年主日成年主日成年主日成年主日 － 5月19-20日是成年主日，四堂崇拜的讀經及祈禱均為成年
部的部員，崇拜的主席會呼籲成長班班員歡迎及邀請同齡的會友參加成長
班，所以請各位成長班班員在成年主日崇拜時段把「成年部的標貼」貼在
襟上。有關襟貼會於前一個星期經成長班派發。另外，成長班可設計邀請
卡，在成年月作招募用，每班津貼$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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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城浸大支持城浸大支持城浸大支持城浸大佈道會佈道會佈道會佈道會！！！！

2012年5月份是城浸大佈道會的日子，在過去3、4月份成長班都花了
不少心思推行「基甸三百」的預工，希望大家繼續努力，邀請未信親友出
席佈道會，以及5月13日晚上佈道會暨母親節聚餐。詳情如下：

主題：「「「「亂世尋真亂世尋真亂世尋真亂世尋真」」」」 講員：：：：羅祖澄牧師

見證嘉賓：王祖藍弟兄、蘇錦樑局長及沈祖堯教授

日期：5月11日(五)、5月12日(六)、5月13日(主日)

時間：晚上7:30（11-12日）；13日下午6:00佈道，8:00聚餐*

地點：本會大禮堂

*亂世尋真佈道會暨母親節聚餐亂世尋真佈道會暨母親節聚餐亂世尋真佈道會暨母親節聚餐亂世尋真佈道會暨母親節聚餐（（（（請到會友服務處購票請到會友服務處購票請到會友服務處購票請到會友服務處購票，，，，額滿即止額滿即止額滿即止額滿即止））））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5月月月月13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佈道會佈道會佈道會佈道會︰︰︰︰下午下午下午下午6:00（（（（大禮堂大禮堂大禮堂大禮堂））））
聚餐聚餐聚餐聚餐：：：：晚上晚上晚上晚上8:00（（（（地庫地庫地庫地庫））））
餐費餐費餐費餐費︰︰︰︰每位每位每位每位150元元元元 聚餐內容聚餐內容聚餐內容聚餐內容：：：：點唱點唱點唱點唱、、、、遊戲遊戲遊戲遊戲、、、、聚餐等聚餐等聚餐等聚餐等

請各成長班注意請各成長班注意請各成長班注意請各成長班注意：
佈道大會之電子邀請咭佈道大會之電子邀請咭佈道大會之電子邀請咭佈道大會之電子邀請咭可在以下連結下載可在以下連結下載可在以下連結下載可在以下連結下載：：：：

http://www.baptist.org.hk/ecard/index.php?x=23



活動預告

第六屆成長班第六屆成長班第六屆成長班第六屆成長班

乒乓球比賽乒乓球比賽乒乓球比賽乒乓球比賽
期待已久的乒乓球比賽即將舉行，請各成班多多支持！

比賽日期︰ 2012年6月10日（主日）、 6月17日（主日）及 6月24日（主日）

時間 ︰ 下午二時至六時正

地點 ︰ 九龍培道小學 — 馬頭涌福祥街3號

參賽資格︰ 青少部以上之成長班均可參加，每隊最少六人，最多十二人。

比賽項目︰ 成長班團體組（混雙、男單、女雙、女單及男雙）；

以上比賽項目均設團體冠、亞、季軍獎。

比賽方式︰ 於5月月月月30日日日日（禮拜三）查經祈禱會後，簡介會*公佈。

報名方式︰ 所有參賽隊伍必須透過成長班代表報名—每隊報名費100元。

每隊的領隊或聯絡人必須有代表出席5月月月月30日日日日簡介會。

欲參賽之單位，請於5月月月月20日日日日（主日）前交回報名表及費用。

查詢︰

鍾基業弟兄 27674256  或 冼文諾傳道 27674221

備註︰

大會可因應實際參賽團體情況修改以上各項的權利。

* 2012201220122012年年年年5555月月月月30303030日日日日的簡介會亦同時是成長班聯誼部的交流會的簡介會亦同時是成長班聯誼部的交流會的簡介會亦同時是成長班聯誼部的交流會的簡介會亦同時是成長班聯誼部的交流會，，，， 具體詳情請留意有具體詳情請留意有具體詳情請留意有具體詳情請留意有
關通告關通告關通告關通告！！！！



成展好嘢話你知

2012第第第第3季季季季（（（（7-9月月月月））））成年發展中心（成展）課程即將推出！一如以往，成
展的課程包羅萬有，例如人氣的糕餅製作班糕餅製作班糕餅製作班糕餅製作班、、、、太極班太極班太極班太極班、、、、國畫班國畫班國畫班國畫班等。還有，
外展中心最近添置了又新又快的電腦，大家報讀電腦課程時，更可一人一一人一一人一一人一
機機機機！這些課程不但可讓大家舒展身心、學習新的知識和技能，亦可藉此機
會帶領未信親友報名參加課程，接觸教會。詳情請留意五月底夾附在崇拜
週刊的成展2012年第3季課程表。有關課程將於由2012年年年年6月月月月9日日日日（（（（六六六六））））起起起起
開始於以下時間/地點接受報名：

� 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8:30-1:30（（（（九龍城浸信會九龍城浸信會九龍城浸信會九龍城浸信會408室室室室））））

� 平日平日平日平日（（（（除禮拜三外除禮拜三外除禮拜三外除禮拜三外）：）：）：）：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2:00-5:30（（（（外展中心地下外展中心地下外展中心地下外展中心地下））））

� 逢一逢一逢一逢一，，，，二晚上二晚上二晚上二晚上 7:00-9:00（（（（外展中心地下外展中心地下外展中心地下外展中心地下））））

另外，2012年年年年6月月月月9日日日日及16日日日日（連續兩個禮拜六）會於晚堂後，特別在大禮
堂入口設報名處，方便大家報名。

[一領一優惠]： 如本中心會員帶領未信親友報名參加課程，該親
友可以會員收費報讀課程

2012第3季成年發展中心課程

6月9日（禮拜六）開始接受報名啦！



耶利米成長班小檔案耶利米成長班小檔案耶利米成長班小檔案耶利米成長班小檔案
聚會時間：主日，上午9:55–11:30
聚會地點：教會九樓
主任導師：余金蘭傳道
導師： 葉小燕執事、黃文威執事、

張寶珠、吳國培、劉文輝、
朱在慈（實習神學生）

正班長：馮苑萍
副班長：盧莉餘、陳碧琪
平均出席人數：50人
今年目標：「加強班員間的凝聚力，
鼓勵班員更多參與侍奉」

成長班專訪

和諧和諧和諧和諧是耶利米成長班的標誌，關顧關顧關顧關顧是他們的強項。耶利米班不但有多位關
顧部部員，更有超過10位教會關顧大使；在職員會中，每位導師都負責關
顧一至兩部職員，難怪這股愛的凝聚力實在揮之不去。

盡心盡意為凝聚盡心盡意為凝聚盡心盡意為凝聚盡心盡意為凝聚
為了鞏固班員之間的聯繫，班長部花了不少心思。過去曾舉辦一整年的
「相聚一刻相聚一刻相聚一刻相聚一刻」清晨聚會，每週日利用成長班開始前的半小時，進行不同形
式的活動。包括專題講座、語言教室、手工藝工作坊、影音和屬靈書籍分
享，也試過齊唱經文詩歌、跳讚美操，有時是早餐會、祈禱會等等應有盡
有。為了響應成年部推行的佈道事工，大家齊來學習各種佈道法；母親節
臨近，班員又聚在一起親手製作愛心紙花送給媽媽。這些活動吸引了不少
班員提早回到成長班，彼此相交、靈裡互勉，大大增進了班員，以致導師
之間的溝通。另一個驚喜是，由於主持大部份由班員擔任，藉此發掘了弟
兄姊妹許多鮮為人知的恩賜。

悉心栽培屬命悉心栽培屬命悉心栽培屬命悉心栽培屬命
去年，班長部以「生根建造生根建造生根建造生根建造、、、、齊奔主路齊奔主路齊奔主路齊奔主路」為全年主題，每季
舉辦一次「為天父多走一里路」的專題週，呼籲班員悉心栽
培靈命，扎穩根基結出屬靈果子。為此，派給每人一套工
具，包括蠶豆種子、棉花和杯子，讓班員回家種植，並設立
分享平台供大家暢感受。眼見小種子由沉默到發芽，大家不



禁讚嘆生命的奇妙，寓意著我們若悉心栽培靈命，定能在基督裡健康成
長。當然也有十天都不發芽，屈屈而終的例子，這也提醒著我們，屬靈生
命的成長需要不斷追求，絕對不可怠慢。

不一樣的耶利米不一樣的耶利米不一樣的耶利米不一樣的耶利米
耶利米先知以愛哭聞名，但耶利米成長班卻
充滿歡樂。有一年班裡有五對弟兄姊妹先後
共諧連理，班員奔跑於五個婚禮，幫助佈置
場地、獻詩，忙得不亦樂乎，卻是喜氣洋
洋、難忘的一年。也許經過這種訓練，一向
不擅唱歌的耶利米班，居然在去年聖樂同樂
日中取得安慰獎，那種感恩和興奮實在難以
形容。

目標是全民侍奉目標是全民侍奉目標是全民侍奉目標是全民侍奉
在愛與和諧當中，耶利米班需要的是奮興。整體來講，專題週的出席率往
往比不上查經週；多數班員都願意謙卑地領受教導，卻稍欠侍奉的動力和
熱誠。今年班裡推行全民侍奉計劃，每個週會合班時段，大家都會看見一
塊別緻的活動展板，上面寫著巨大的耶利米英文字樣。班員每逢參與了一
項侍奉，就可在上面填一格顏色，目的是激勵各人行動起來，回應神的大
愛。第一季過去，這塊展板上的色彩漸漸增加，一點一滴見證著班員的付
出，但大家仍須努力。耶利耶利耶利耶利米米米米！！！！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這是Ｊ字型
坐法，表示
Jeremiah



希西家成長班是由撒母耳成長班分班出來
的，於2008年1月1日成立，過渡順利，班
員人數已由原先55人增加至現今75人，見
證著神的施恩與保守。希西家的班員普遍
較為年輕，勇於分享，班裡總是充滿活力
生氣。

為主走多步為主走多步為主走多步為主走多步
希西家成長班能夠不斷成長，除了是出於
神的恩典外，亦有頼一班弟兄姐妹一直同
心追求，各人都願意為主走多步、不計
較，建立家的感覺，學習彼此包容，彼此
相愛。每位導師、職員都願意盡心盡力地
服侍，著緊關心班員屬靈生命的成長，而
各組長亦在小組中發揮聯絡關顧的功能，
幫助組員彼此相交；信仰班的隊長亦會盡
心地幫助慕道的朋友投入成長班。為鼓勵
每位班員都參與侍奉及投入，希西家每一
組都會輪流包辦一個週會所有的侍奉崗位
（包括主席、領詩、司事等），好讓同組
的每位班員，包括新入隊的弟兄姐妹，都
能一同參與學習侍奉，照顧成長班的需
要。

希西家成長班小檔案希西家成長班小檔案希西家成長班小檔案希西家成長班小檔案

聚會時間：週六晚上7:45-9:45

聚會地點：教會地庫
主任導師：饒炳德傳道
導 師：陳沛偉、黃贊科、

李佩如、吳瑰媛、
麥偉民、盧燕芬

正 班 長：黃敬珊
副 班 長：莫志成、許海穎
平均人數：75人
今年目標：「事主愛人、

作個認真的基督徒」

成長班專訪



適切的牧養適切的牧養適切的牧養適切的牧養
作為一個綜合的成長班，希西家自包括已
婚和單身的弟兄姐妹，因此有需要在牧養
模式中花點心思，例如已婚並育有子女的
班員會被編在同一組，因他們在教養兒女
方面有很多共同話題，容易產生共鳴，有
助互相分享勉勵，組員亦不時安排家庭組
聚(POTLUCK)，即由每個家庭負責預備一
道菜色，到其中一個家庭聚餐，讓組員與
家庭成員都能一同建立關係。此外，年初成
長班亦鼓勵班裡的每個小組都一同寫立志咭，讓整組人一起立下共同目標、追求
真理，大家不但能有效地養成備課的習慣、亦促進了班員對隊及班的歸屬感。

同心的果效同心的果效同心的果效同心的果效
希西家成長班在聖樂同樂日中屢屢有出色
表現。但他們強調這絶不是因為個別班員
的技巧，而是全體班員在唱詩時團結同心
，各人願意謙卑自己，甚至「犠牲小我」
（唱得小聲點），虛心聽從教導，不斷改
善、並以輕鬆的心情參與，所以才能唱出
和諧的歌聲、為神所悅納！

期望與方向期望與方向期望與方向期望與方向
希西家成長班現正面對人數增長而地方不夠使用、導師不足的情況，故此期望
能有更多導師被栽培起來參與班裡的侍奉。展望未來，希西家成長班希望能更
加鞏固新班員的信心，幫助他們投入成長班，並繼續牧養班員，鼓勵大家紮根
真理，一同在主裡茁壯成長！

難忘的經歷難忘的經歷難忘的經歷難忘的經歷
希西家成長班成立以來有很多難忘的經歷，
其中最讓他們津津樂道的一次參與北京交流
團，當時有13位弟兄姊妹出發往北京，當中
只有一位班員能講流利普通話，但靠著神的
恩典大家都能被神使用！回程時還有驚險的
遭遇，就是飛機突然延誤了一晚，需要即日
找尋酒店住宿，雖然行程被打亂，但大家都沒有怨言，發揮「多走一步」的不
計較本色，處變不驚，並且為能參與這次旅程而興奮感恩。



柏齊雅成長班-由家出發
柏齊雅成長班小檔案柏齊雅成長班小檔案柏齊雅成長班小檔案柏齊雅成長班小檔案

聚會時間：週六 下午3:30 – 5:30

聚會地點：培道小學禮堂

主任導師：李瑞科傳道

導師：許嘉諾、葉浩樑、吳秀娟、

黃伊群、馮潤娣

正副班長：洪永強伉儷

平均出席人數：25對伉儷

全年目標：“We are family in 
Christ”

2012年有一個新的成長班誕生，就是以牧養婚
齡0-7年的年青伉儷為目標對象的柏齊雅成長
班。且看看這個強調「由家出發」的成長班的理
念和特色：

名字的由來名字的由來名字的由來名字的由來
柏齊雅，一個連網上搜尋器也沒有的名字，源於
希臘文πατριά (Patria)，在新約出現了三次，意思

是後裔、家族和家。中文譯名取材於『香柏柏柏柏樹』-

象徵堅毅、穩妥和獨立；其幽香尤如帶著基督的馨香、『禮記』-『 齊齊齊齊 家 治 國

平天下』之意，和『雅雅雅雅歌』- 聖經中的雅歌，婚姻不單浪漫和美好，也會遇上
眾水，但雅歌強調愛是無價的，既不會因困難所滅，也不能被財寶所替代。

回應時代的需要回應時代的需要回應時代的需要回應時代的需要
大部分香港人都很忙，一個「忙」字把不返教會、不親近神也「合理化」起
來。今天家庭崗位及角色都出現不少變化、例如太太要外出工作，職位和工資
有可能比丈夫的高，按時下的價值觀，一家之主便落入賺錢能力較高的一方，
丈夫與妻子的角色因此變得含糊。另外，由於每個家庭只有一至兩名子女，家
長都會事事以孩子為重，過份的專注，形成『怪獸家長』的出現。柏齊雅的異
象就是要回應這個時代的需要，把家庭帶回神裡面去。

預防性牧養預防性牧養預防性牧養預防性牧養
跟據中西方統計，『七年之癢』確實存在，婚姻初期會出現種種的困難和磨
擦。柏齊雅就是要為這群0-7年的初婚家庭提供預防性牧養，幫助他們在問題出
現之先，用神的話語和適切的課題去鞏固他們。

成長班專訪



家的家的家的家的侍奉侍奉侍奉侍奉
柏齊雅提供一個以家庭為單位的侍奉平台，不僅導師、查
經組長是「夫婦檔」，領詩、司事等都是整個家庭一同參
與的。柏齊雅要求夫婦必需一同出席，拾起「家」的信仰
，一家人一起經歷神，一同成長。要是夫婦其中一人因事
未能出席，出席的一方有責任把當天的學習與缺席的丈夫
或妻子分享。柏齊雅鼓勵肢體帶同子女一同參與這個家的
侍奉，現時柏齊雅已有超過20名小朋友，年齡由初生至六
歲。主任導師李瑞科傳道及太太也一同實踐這個理念，在
兒子Ambrose兩個月的時候便開始帶返教會。

同路人經歷同路人經歷同路人經歷同路人經歷
禱告是柏齊雅牧養的首要模式，除週三祈禱會以外，家庭
與家庭之間亦會互相守望禱告，遇上突發事情，全班都會
同心禱告，因為凡事都不能單靠自己，必須靠著神的帶領
。最近有一對工作繁忙的夫婦，願意委身在柏齊雅侍奉之
際，神給了他們一個新生命，胎兒卻被驗出患唐士綜合症
的機會率甚高，醫生和專家們都建議他們三思，因為要帶
這孩子可不容易！經過全班的同心禱告，夫婦二人決定把
胎兒留下，欣然接受神所賜的產業 ， 因為生命是寶貴的。
當他們決定之後，奇妙的事發生了，那太太再作產檢時證
實胎兒完全正常和健康，患唐士綜合症的跡象不見了。這
次經歷，不是單純那對夫婦的經歷、而是整個成長班同行
的果效，肢體之間的距離也給拉近。

萬事互相效力萬事互相效力萬事互相效力萬事互相效力
成長班新成立，很多事情像是摸著石頭過河，但當大家一起同行，一起成長，
便能迎難而上。柏齊雅現時的平均出席人數已有25對夫婦，比預期的多，第一
次舉辦生活營，就有74人參加，實在感恩。在神家最美的圖畫在神家最美的圖畫在神家最美的圖畫在神家最美的圖畫，，，，不就是萬事互不就是萬事互不就是萬事互不就是萬事互
相效力相效力相效力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嗎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嗎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嗎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嗎？？？？



最新消息

成年部資源中心 (http://adr.baptist.org.hk/adult01.php) 最近就內容和版
面進行了改革，除了希望透過這個網上平台，向成長班提供有關查經
的支援之外、亦包括成年部的最新資訊（例如工作坊的講義、通
訊），以及有助職員會的運作的相關指引和常用表格等。同時，我們
亦鼓勵成長班上載週會及職員計劃書等，促進成長班之間互相協作、
分享資源及經驗。如果有好的週會計劃書、職員計劃書等，請立刻經
由主任導師以電郵傳送給鍾基業弟兄 (kichung@baptist.org.hk)，計劃書
上請提供聯絡方法，以便其他成長班查詢啊。

優美積點優美積點優美積點優美積點
優美積點的目的，是希望成長班及成年部在實質數據的基礎下，檢
視成長班在出席、崇拜、祈禱會、靈修、傳福音及關顧別人等六方
面的情況，從而制定相關政策。我們最近就優美積點的統計表進行
檢討，加入總數及平均值等、附以簡易圖表，隨入隨看，一目了然
，以便職員會應用及討論。新的統計表格由2012年4月起開始使用，
4月18日已向各班資訊部簡介。新的表格及相關資料可於成年部資源
中心 (http://adr.baptist.org.hk/adult01.php) 下載。每季填妥的統計表須
於 下 一 季 首 三 個 星 期 內 以 電 郵 提 交 給 楊 麗 群 姊 妹
(leona.y@baptist.org.hk)，即第二季的數據須於2012年年年年7月月月月22日或之前日或之前日或之前日或之前
就要提交。如有任何疑問，請與楊麗群姊妹聯絡（電話：27133662

）。



聯絡我們

如果想聯絡成年部，可以與鍾基業弟兄聯
絡（教會408室；電話：27674256）。

成展的事宜可與楊麗群姊妹聯絡

（外展中心地下；電話：27133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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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燕林文燕林文燕林文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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