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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要做基督的精兵，是容易嗎？是困難嗎？神給予我們全副軍裝
（以弗所書6章10-18節）、又與我們同在，我們當可勇往直前！
剛過去的數月，成長班努力為大佈道會推動基甸三百的預工；未
來數月，教會推出「佈道雙月」，不少成長班會聯合舉行中小型
佈道活動。另外，九月份是職員會改選月，新一屆的職員即將誕
生。今期的ｅ成長在神家便以「基督精兵」作題，內容豐富，包
括成年部副主管同工饒炳德傳道及第一副部長方慧雯的心聲、三
個成長班－撒迦利亞、所羅門及路得－的專訪、基甸三百活動拾
趣、以及佈道雙月、福音大旅行和其他成年部活動花絮及預告。
但願大家在傳福音及事奉上互勉、彼此緊扣相連，作主精兵！

(「e成長在神家」是一本屬於成年部的刊物，以e形式發放，歡迎於成年
部資源中心「通訊」一欄下載：http://adr.baptist.org.hk/adult15.php)



牧者心聲牧者心聲 成年部副主管同工成年部副主管同工‐‐

饒饒炳德傳道炳德傳道

有天晚上與小兒子一起靈修，讀到保羅書信一節經文「不要自欺，神是輕
慢不得的。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順著情慾撒種的，必從情慾收
敗壞；順著聖靈撒種的，必從聖靈收永生。」(加6:7-8)這是一節警告的經
文，但同時也是鼓勵的經文。

記得小時候，第一次學種植，我找了一個小罐子及泥土，
把母親給我一粒綠豆埋在泥土裡，開始每天澆水，每早
晨上學前，總會看看這個小罐子，期望著裏面的綠豆能
夠長出來，等了一天、二、三天，還未見有任何動靜，
我開始疑惑這粒小種子是否已經死了，但我仍然堅持
每天澆水，過了幾天後，我終於發現泥土裏有小嫩芽破土而出。從這件
事，我明白到由播種到收成，是需要等待，在忍耐等候時，信心會因環境
的改變而受到考驗，甚至會動搖。

上星期看到一則新聞，美國佛羅里達州一名救生員在泳灘範圍外救起一名
遇溺泳客，但他的盡責表現未獲公司賞識，公司反而官僚地引用員工守則
，指他違規越界救人，將他即時解僱。他的兩名同事力撐他救人有理，同
被公司辭退，另有4名救生員聲稱已辭職抗議。當這名救人英雄接受訪問
，他表示若重新選擇，他也會這樣做，「…我不會犧牲道德而選擇工作」
。這位救生員的行為讓我想起一句話 –「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
，到了時候就要收成。」(加6:9)，在事奉過程中，不被欣賞、不被肯定、
被批評等等或許會使我們灰心喪志，但保羅提醒我們行善，就如撒種子一
般，需要耐心等待，因為到了時候，就有收成。

前幾天接了一個投訴電話，來自一位不願揭露姓名的會友，他投訴一位傳
道同工，說這位傳道同工曾在言談中，傷害了他一位慕道朋友，但根據我
的認識，這位傳道是一位非常有愛心、盡責的同工。這事件說明，即使你
如何盡心盡力在成長班事奉，批評和誤會總是不能避免，這實在是會使你
感到洩氣，但你有沒有想過，這或許是主給你的功課，就讓這些批評、誤
會成為磨練生命成長的機會，保羅提醒我們堅持事奉(行善)，因為到了時
候，就有收成！



謝謝謝謝您您們們--福音使者福音使者
成年部第一副部長成年部第一副部長 黃方慧雯黃方慧雯

很多時候聽到外界對城浸的評語是一間熱愛傳福音的教會，既是如此
成長班也就是由一群實踐傳福音使命的弟兄姊妹組成了。實情也是每
個成長班均設有福音部負責擔當推動，鼓勵班員積極參與傳福音的事
情，不單投入在本地佈道事工，也關心差傳訪宣行動，另一方面又不
時提醒眾人報讀三福、成長八課等課程，好裝備自己成為傳福音的精
兵。真是一年忙到晚，同心為神家努力，在此衷心的感謝您們付出的
心力和時間。

今年五月份大佈道會事前的基甸三百的行動，有賴福音部的策劃和安
排，弟兄姊妹的參與率也提高了，其中有些福音性活動很有創意，讓
參加者有段美好的時光呢。

十月份成年部的福音大旅行，佈道組剛剛與
九個成長班的福音部商議分工，彼此有美好
的配搭，各人都願意負責不同的職事，感受
到在主內和睦相處何等美善。留意到當晚福
音部參加會議的姊妹有12人，而弟兄只有一
人，盼望日後有更多弟兄願意承擔福音部的
職份。

執筆之日正是倫敦奧運會開幕的日子，各方健兒將在運動場上把 好
的發揮出來，盡力爭取殊榮。這讓我想起保羅的話語，願以此共勉：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
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奬賞。」(腓3:13-14)



基甸三百活動拾趣基甸三百活動拾趣
為了5月份的大佈道會，成長班都盡顯他們的恩賜才幹和心思意念，辦
好一個又一個精彩的「基甸三百」活動，趣味盅然，亦大收「預工」
的果效，且讓我們回味一下當中的點滴！

哥尼流 -「齊齊煮---靠主得滿足」

活動以日本菜為主題，「滿足」兩字
在日文(manzoku)和中文的意思和發音
都非常接近，有飽足、滿意的含意。
亦取「靠主」能使肉體與心靈皆得滿
足之意。請來日籍太太教授大家烹調
三款菜式（草莓大福、照燒雞、牛肉
飯）皆是極受港人歡迎的食物。參加
者有25人，當中有12位未信親友。

哈該 -「如何吃得健康」

活動以「身、心、靈」為主題，首先由
註冊護士分享「如何吃得健康」，再進
入心理健康（藝人韓馬利小姐分享見
證）， 後以靈性的需要（傳道人的總
結和呼召）作結。參加者有35人，未信
親友12人。全班共邀得15未信親友參加
佈道會。



大衛 -「一家大細樂悠悠」

藉著一天遊的戸外活動，讓一家大細一起親
親大自然，共建美好的家庭關係，遊覧了羊
仔樂園，天水圍綠田園及紅磚屋，並於流浮
山品嚐美味海鮮。當天出席人數有120人，
其中未信親友有68人，其中15人出席了大佈
道會，感恩有4位未信親友決志信主！

希西家 -「破解健康之迷」

基於班中大部份弟兄姊妹的父母年邁
還未信主，並且許多家人有或重或輕
的病患困擾，故此盼望通過健康的話
題，由班中一位營養師弟兄主講，吸
引他們來到教會，認識信仰。當天出
席人數有70位，來賓4位，盼藉此撒
下福音種子。

耶利米 -「美麗人生等待你」

用DIY製作美容面膜的方式吸
引 女士參加。首先介紹外在
美 ，護膚常識、調教面膜方
法。在敷上面膜的等候期間，
兩位班員以對話形式講解內在
美，並加入見證和福音元素，
讓參加者明白美麗人生的真正
意義。來賓有2位，其中1位出
席了大佈道會，並且決志。



福音活動停不了！繼成年部去年成功舉辦福音大旅行，我們今年又會於福音活動停不了！繼成年部去年成功舉辦福音大旅行，我們今年又會於
20122012年年1010月月2323日（重陽節公眾假期）舉行「尋幽探秘沙頭角」大旅行，日（重陽節公眾假期）舉行「尋幽探秘沙頭角」大旅行，
行程豐富，請把握機會，帶領未信主親友參加，詳情請參閱下列宣傳海行程豐富，請把握機會，帶領未信主親友參加，詳情請參閱下列宣傳海
報，或向你們的福音部查詢：報，或向你們的福音部查詢：



佈道雙月佈道雙月
Q&AQ&A

Q：什麼是佈道雙月？這個構思有什麼好處？
A：教會在今年五月份舉行了大佈道會，下半年則鼓勵兩、三個成
長班在10月中至12月中兩個月期間，聯合籌備中、小型的佈道
會，這兩個月便稱之為「佈道雙月」。由數個成長班共同協作籌
辦佈道活動，舉行的時間及形式都可以更有彈性、更適切班員的
需要，同時班與班之間可互取所長，發揮更大的果效，同時亦是
很好的操練機會。

Q：佈道雙月有哪些成長班參與？有什麼主要活動？
A：現時已有十多個成長班表示會在佈道雙月期間，聯結成不同組
合，一起籌備佈道會及福音活動，這些組合包括：耶利米和尼希
米、哈該和約西亞、以賽亞和拿鴻、以利沙和哥尼流，阿摩司和耆
壯組成長班、拿單和大衛等，形式則包羅萬有，例如才藝同樂日、
專業人士講座、懇親會、聚餐等，當然少不了見證分享及信息。此
外，在2012年12月2日，所羅門、撒母耳及男士事工會聯合籌備在
教會地庫擺設圍菜。詳情日後公布，敬請留意。

Q：成年部對成長班舉行佈道雙月活動有何支援？
A：成年部支援班與班之間的配搭，並就地方、形式、聚會
時間等作出協調，另外亦會協助物色迎新禮物等。財政預
算方面，教會會為活動每位參加者提供津貼。

Q：作為成長班班員可以如何支持佈道雙月？
A：成長班班員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既要協助籌備活動，亦要
積極善用這個平台邀請未信親友赴會，當然更要為活動以至整個
「佈道雙月」禱告。



撒迦利亞成長班撒迦利亞成長班
發亮發光發亮發光

成長班專訪

短短的訪問，深深感受到撒迦利亞成長班的每一個「細胞」，都在為傳揚福音
而躍動！

心思創意‧基甸三百
撒迦利亞成長班為傳福音不僅付出努力、也花了不少心思，他們在過去的基甸
三百活動中曾得到 具創意奬，今年繼續別出心裁地舉辦了五項活動，由一名
導師專責統籌和協調，避免活動的日期或形式太接近而影響參加率，另鼓勵每
名班員 少邀請一位親友出席福音聚會或佈道會，結果一共邀得100人次未信
親友出席相關聚會，當中19位出席了五月的佈道大會，8位未信親友更決志信
主。這些活動充分利用神給予班員的專長和恩賜，使之成為別人的祝福：

「睡眠測試、為何會失眠？」講座專題及遠足運動
「遠足運動」在坪洲室內運動館，望著大海做運動
「如何製造潤唇膏」工作坊及美容講座
「欣賞大自然的美麗」行山樂活動
「音樂會知音」（七位熱愛音樂的班員攜手演出）

積極參與‧訪宣實踐
撒迦利亞成長班參與差會的使命小組，一年四次到清新教會服侍，視此為 好
的傳福音的實戰機會，並鼓勵每位班員一年 少參加一次。宣傳活動亦早於年
初便開始，福音部和資訊部會透過不同渠道，不住地提供訪宣的訊息，邀請班
員分享傳福音的喜樂和見證，激勵各人心志。報名隨宣傳一併展開，四次的訪
宣可以在同一時間報名，以便各人能早作安排。

撒迦利亞成長班小檔案
聚會時間：周六晚 7:30-9:30 地點：城浸九樓
主任導師：白智信傳道（至2012年8月），梁桂華傳道（由2012年9月起）
導師：何鏡明執事伉儷、趙麗文執事，池美貞，鄭敏儀
正副班長： 阮啟明、李志敏、陳瑞芬
平均出席人數：55人
今年目標：1) 推動班員把信仰從生命中活出見證，為基督作鹽作光；
2) 以情以愛緊扣的肢體關顧； 3) 推動新人參與事奉，栽培事奉神的接班人





所羅門成長班所羅門成長班

所羅門成長班無論在傳福音及關顧牧養上都忠心投入，因此從他們身上不斷
看見神的賜福，人數也不斷增長，果子纍纍！

彼此支持
所羅門成長班主要是由伉儷班員組成，透過夫
婦一同參與事奉與活動，更能互相推動及支持，
很多時只要一位班員參加活動，其伴侶以至整
個家庭往往都會一同參與支持。班中亦因應家
庭設立不同特色的小組，例如子女年幼組別、
男士組別、年長組別等等，讓班員更能投入參與。

廣傳福音
由於一班導師與班員的同心參與，所羅門成長
班的福音事工非常興旺，現在成長班每年都安
排四次探訪國內兩間教會，而每次均有廿多位
班員參與；其他活動如探訪老人院、關心來港
內地生等，班員亦同樣願意付出時間，踴躍參
與。在「基甸300」行動中，成長班透過不同
活動如健康講座、旅行、燒烤等，讓班員能與
親友建立關係，並善用這些行動播了的種籽，

邀請他們參加教會的各樣佈道會，感謝神今年就有四位親友是透過這樣的途
徑在佈道會中決志了！另外，班中也有七位關顧大使於崇拜時接待新來賓，
亦有助邀請新人參與成長班。由於班員在傳福音的事工上都有共同心志，因
此推動福音工作往往能一呼百應，齊心參與！神亦將得救的人數不斷加添。

良善忠心的僕人良善忠心的僕人

成長班專訪



牧養成長
面對人數的增長，所羅門成長班在牧養的工
作上就要適切不同班員的需要，例如未信的
新朋友可參與信仰班，由兩位組長跟進他們，
亦會經常邀請他們參與組聚、行山等活動，
讓他們能容易適應教會生活。已受浸的新朋
友，則可參與班內不同特色的小組，讓初
入班的弟兄姊妹更能投入成長班。至於穩定
出席的班員，成長班就會鼓勵他們裝備起來事奉，透過互相鼓勵感染，形
成一股渴望裝備的氣氛，感謝神今年班裡就有3位班員完成導師訓練，另
外亦有不少班員進修三福及各級領袖課程，作好事奉裝備！

團隊精神
所羅門成長班能夠不斷成長，亦有賴班員的團結
同心，像在2005年以林寶興導師創作的高難度
詩歌「十誡」奪得聖樂同樂日總冠軍，得獎是其
次，可貴的是在過程中建立的團隊精神。另外，
2011年趁熱鬧參加成長班足球比賽，竟然以平均
50歲的出賽年齡得了冠軍，再一次展現團隊合作
的「傳奇」。又記得2010年成長班計劃了往容奇
訪宣，卻遇上超級颱風鮎魚，但在出發前一晚，
颱風卻突然走了，足證大家同心祈禱的功效！

未來方向
展望未來，所羅門成長班由於人數不斷增長，故計劃在2013年分班，現在
成長班人數約100人，恆常聚會有60人，希望在分班前人數能分別增長至
120及80人，分班後每班都有足夠班員聚會。有了這個清晰的目標，成長
班就要更積極鼓勵班員帶領會友及未信親友回成長班，投入神的大使命！

所羅門成長班小檔案
聚會時間：主日 11:45am-1:30pm
聚會地點：城浸8樓禮堂
主任導師：冼文諾傳道
導 師：余詠卿，饒麗嫺，何惠珍，麥偉民，

盧燕芬，黃伊群，馮潤娣，葉國華，
潘錦瓊，李少強，林寶興，羅寶儀，
何貝賢

正副班長：李卓維，羅淑鈿，陳玉泉
平均出席：60人
今年目標：明年分班



路得成長班路得成長班
神額外眷顧的一群神額外眷顧的一群

恩典滿滿
筆者在路得成長班一群孤兒寡婦身上，看到神偉大的作為！在這裡大家要緊記「
不要將別人的痛苦加在自己身上」，因為活著就是爭戰，姊妹們一人一故事，段
段皆辛酸。這些故事輯錄在《路得二十周年紀念特刊》中，圖文並茂，載滿了恩
典和見證。筆者逐頁翻閱，發覺傷痕累累但戰績彪炳，明白到姊妹們如何靠著神
的大愛，扭轉了人生的困局！

成立背景和牧養方向
多年前幾位婚姻上有困難的姊妹，在教會接受輔導之後，成立了一個治療小組。
其後小組人數增加，1991年成立了「路得助道會」單親團契，會員有17位。
2000年改名為「路得成長班」，成為教會成年部牧養事工的一員。除了本會會友
之外，也接受其他教會轉介的單親姊妹。至今受助者已超過一百位，平均出席率
約為30人，導師包括李馮普育導師、韋李碧璋導師和余金蘭傳道。其中李太和韋
太都是從1991年就開始服侍路得，余傳道於1995年加入。牧者要陪伴班員度過離
婚的劇痛期和復建期，因此必須具備愛心的接納、忍耐的輔導、忠心的侍奉。路
得的牧養方向包括：彼此關顧──鼓勵單親婦女互相支援，成為治療的群體；建立
自己──推動班員參與教會培訓課程，在真理上裝備；參與侍奉──鼓勵班員在教
會侍奉，發揮恩賜；基督化家庭──帶領子女信主，挽回捕風少年。

成長班專訪

大澳旅遊留影



基督精兵
單親家庭面對的壓力，不為外人道。姊妹們經歷了被拋棄、心靈失喪、身兼父職撫
養子女，很需要多方支援，重建生命。每次聚會導師都會問大家有甚麼代禱事項，
班員輪流交託重擔、訴說感恩。有次一位姊妹講到心中的憂慮、對生活的無助，突
然激動起來，大家連忙過來安慰，送上暖水，輕撫背部。又體貼地告訴筆者不用害
怕這種情況經常發生。可是我不但沒害怕，反而強烈地感受到班員之間的愛和聯繫
，像一道暖流，彼此支撐著別人的生命。挽回一個家庭，能造就許多生命，這些年
來，她們實在果子纍纍：一班婦女熱心侍奉，在教會大小聚會中提供美食，幫助照
顧小孩，發揮母親的特長；沒特別音樂造詣，卻多次在聖樂同樂日得獎甚至奪冠；
積極參與宣教活動，各地工場都有她們的蹤影；至於下一代，昔日的反叛少年，在
教會弦樂隊受造就，今天是留學外地的音樂博士生；曾被校長、老師放棄的學生，
今天懂得自立、孝順，母親節買花去機場接媽媽外遊歸來；有的加入教會作同工，
有的熱心傳福音……

路得成長班是堂堂正正的基督精兵！熬過艱難的日子，許多過路人都留下幫助其他
有需要的姊妹，她們見證了神能化腐朽為神奇，苦難確是榮耀祂的機會！我們豈能
不高呼哈利路亞！榮耀頌讚都歸給天上的父神。

聖樂同樂日

新生代為李太慶祝生日獻唱

泰北醫療義診短宣

基甸三百 - 美容講座



乒乓球比賽結果乒乓球比賽結果
經過連番激戰，成長班乒乓球比賽的
冠、亞、季、殿軍經已誕生了！在此
熱烈恭賀各得奬單位，並多謝各成長
班的參與和支持，後年再接再厲！



2012年4月22日主日的下午，46位來自各成長班的隊長出席了由成年部牧養
組所主辦的隊長交流會。當日大會的主題是「隊長加油站」，目的就是為了替
隊長們打氣和加油，好讓他們得着激勵，力上加力，能在所屬班內更好的服侍
弟兄姊妹。交流會主要分為兩個環節 - 分組交流及成年部主管同工余金蘭傳道
的訓勉。其中交流部份，出席者分為八個小組，在成年部同工或部員帶領下，
彼此分享在關顧班員所遇上的難處及交換心得，大家都踴躍且坦誠地發言，甚
至出現感觸落淚的情況。當中 常遇到的難處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六大類：

缺乏經驗(凝聚及動員隊員乏力)，衍生無力感及孤單感
知識/技巧不足(如何關心情緒/長期病患/末期病患者等)
隊員期望迴異(喜愛/介意被關心、擔心私隱不保)
取得隊員的信任
性別拘限
時間管理

感恩的是隊長們能專心仰賴神，
加上其他隊長、職員或導師的協
助，問題都得着解決或紓緩。

成年部活動花絮成年部活動花絮

隊長加油站隊長加油站

余金蘭傳道接著以她的信息回應了隊長們的心聲，勉勵
他們能被揀選在教會服侍弟兄姊妹實在是莫大的福氣，
因在其中必能體驗到施比受更為有福是確實可信的。另
外，能在服侍過程中與其他職員、導師配搭，也是非常
寶貴的經歷。還有的是，能與神同工，更是好得無比，
縱使各人可能有着不同的局限，未必能處理在服侍過程
中所遇到的所有問題；但神的恩典卻是無限，在祂沒有
難成的事，祂能使「萬事都互相効力，叫愛神的人得益
處」(羅馬書8:28)。

交流會過後，隊長們都各自回到了自己的服侍崗位；在關顧班員上迎着他們
的可能是更多更大的挑戰，但神必與他們同在，祂的恩典必夠每一位隊長所
用，以致他們能在隊長的崗位上，忠心地幫助班員成長，自己也同步成長。



聯誼交流會聯誼交流會
「成展可以為我們做什麼？我們可以為成展做什麼？」「成展可以為我們做什麼？我們可以為成展做什麼？」

在2012年4月18日資訊部交流會上，成年部資訊組向各成長班資訊部簡介
優美績點的新統計表格，以及進行優美績點統計的目的，是要幫助成長
班在實際數據的基礎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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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制定相關的策略。新統計表格已
於2012年4月起開始使用，而有20班成長班準時在限期（2012年7月22
日）或之前提交了第二季（4-6月）的數據，在此深深感謝各位資訊部職
員的努力和合作。

2012年第三季（7-9月）的統計表格須於第四季首三週內，即2012年10月
21日（主日）或之前，電郵給楊麗群姊妹 (leona.y@baptist.org.hk)。如有
任何疑問，請與楊姊妹聯絡（電話：27133662）。統計表格則可於成年
部資源中心 (http://adr.baptist.org.hk/adult21.php) 下載。

優美績點優美績點

2012年5月30日祈禱會後，成年部成展活動組舉
行了乒乓球比賽的發佈會以及聯誼部職員的交流
會。當晚共有14班成長班的聯誼部職員出席了交
流會部分，負責同工冼文諾傳道以聖經話語勉勵
各人，而李葉小燕執事則對聯誼部職員的付出予
以讚賞、並為他們的侍奉祈禱，小組召集人陳國
莉姊妹則介紹了成展事工，呼籲聯誼部職員擔當
成展的「好拍檔」- 協助鼓勵班員參加成展課程
消閒減壓，亦可利用成展作為福音平台、帶領未
信主親友參加課程從而接觸教會，更可提出課程
建議，由班中有專長的弟兄姊妹作導師、其他班
員作配合、包辦課程。交流會有助拉近彼此的距
離，盼望將來有更多溝通聯繫的機會。



New!
ART-159 手繪賀卡班
SKI-209 菜肉包及腸粉SKI -212 電腦管理應用維修HEA-047 營養及運動講座

20122012第第44季（季（1010––1212月）月）
成年發展中心課程成年發展中心課程
就在這個秋冬季節裡，來…充實生活，加添人生姿彩！

季節限定！

SKI-205 焗聖誕布甸

SKI-207 覆盆子忌廉蛋糕

SKI-208 香橙朱古力蛋糕

SKI-210 秋冬滋補藥膳鷄

Special！(成長班職員減$10/$20)

SKI-213 「團隊建立活動」工作坊

SKI-214 PowerPoint 2010 初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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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地點/日期/時間
 主日：上午8:30 –下午1:30（九龍城浸信會408室）

 禮拜一、二：下午2:00 – 5:30； 晚上7:00 – 9:00（外展中心地下）

 禮拜四、五、六：下午2:00 – 5:30（外展中心地下）

 禮拜三：休息

 為方便大家報名，2012年9月8日及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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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楊麗群姊妹（電話：27133662；電郵：leona.y@baptist.org.hk）

還有其他精彩課程，詳情請參閱成展2012年

第4季課程表或瀏覽成展網頁： http://adc.baptist.org.hk

9月8日

(六)開始

接受

報名啦！



成年部活動預告成年部活動預告

新職員訓練日
成長班2013年度的職員會將於2012年9底誕
生。新舊職員即將進行工作的交接、以及訂
定明年的計劃目標。一如往常，成年部將於
2012年11月11日（主日）下午舉行新職員
訓練日，屆時會有聯合時間介紹整體方向，
然後按職位分組簡介侍奉要點。所有新一屆
的職員務必出席。詳情請留意成年部通告。



••聯絡我們聯絡我們
成年部事宜，請與成年部事宜，請與鍾基業弟兄鍾基業弟兄聯絡：聯絡：
-- 教會教會408408室；電話：室；電話：2767425627674256；電郵：；電郵：kichung@baptist.org.hkkichung@baptist.org.hk

成展及優美績點事宜，請與成展及優美績點事宜，請與楊麗群姊妹楊麗群姊妹聯絡：聯絡：
-- 外展中心地下；電話：外展中心地下；電話：2713366227133662；電郵：；電郵：leona.y@baptist.org.hkleona.y@baptist.org.hk

你亦可瀏覽以下網頁，以獲取 新資訊：你亦可瀏覽以下網頁，以獲取 新資訊：

成年部資訊組

e成長在神家編輯小組

 林文燕

 沈紹麗

 鄺青峰

 張少儀

成年部資源中心網頁 成年發展中心網頁

http://adr.baptist.org.hk http://adc.baptist.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