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恩與奮興 
 編者的話 
 
   首先祝各位  新年快樂  主恩常在。 
 
 2012年過去了，不知你是否過了得勝的一年？相信當中一定有

很多感恩的事。踏入2013年，正好是重新起步，立志計劃的好
時機。今期的e成長在神家，以「感恩與奮興」為題，一方面請
來蔡少琪牧師、李葉小燕執事、馮錦鴻傳道分享神在他們身上
的作為和領受；同時介紹成年部2013「同獻美祭」培靈奮興系
列，鼓勵大家透過立志委身、祈禱運動、專題週會、競技同樂
日和奮興晚會，在靈命及事奉上更進深。當然還有成長班的專
訪，包括何西阿、以西結和但以理成長班，以及成年部的資訊
和花絮。盼望大家在新的一年裡，同心協力、委身基督，散發
基督的香氣。 

 
 

   「感謝 神、常帥領我們在基督裡誇勝、並藉著我們在各處顯
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林後 2:14) 

 

e成長在神家 
(Vol.3   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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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此期刊的文章均是於2012年12月或之前完成的，請閱讀時留
意文中提及的「今年」、「十二月」等是指2012年而非2013年。） 



全是恩典： 
愛事奉、愛親友、愛同工 
                                                                       蔡少琪牧師 

            摩西說得好，我們要學習『數算自己的日子』。今年自己進入半

百之後，正式進入人生下半場，更多思想為何『珍貴』。世界充滿動盪，

時代競爭激烈，今天可誇的成就、能力、身份或亨通，在明天可以轉眼

成空。基督徒最寶貴的財寶就是我們是屬主的。無論順逆、疾病康健、

富厚貧窮，天父仍深愛我們，主耶穌仍是我們的大牧人，聖靈永不離開

我們，弟兄姊妹仍能彼此相愛！沒有必這些更寶貴了！ 

 

               進入人生下半場，更珍惜能事奉的日子。人越成熟，越看過不少老

同學、老同事、老家人、世人和眾多弟兄姊妹起起伏伏的故事；更明白

『世人都有罪，都虧欠了神的榮耀』這真理。年輕時，人可能以為因我

們『有忠心、有恩賜、有委身』，所以神用我們！但經歷多了，便深深

體會到，能蒙拯救，能被神用，全是白白的恩典。滕近輝牧師晚年說得

好：『向後看，都是恩典；向前看，也都是恩典。感謝神，恩待一個不

配的人。』讓我們珍惜能事奉，能行善，能祝福，不作惡的日子。能事

奉全是恩典！ 

 

               對很多老年人來說，生命中大多數的知己和好友，都不在地上：

『在天家，我有很多好友。』賽43:4曾大大感動我：『因我看你為寶為

尊！』我們忙忙碌碌，往往忽略了身邊人。過分看重成就、成績和成效，

卻往往忽視身邊人。『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不單父母， 



而是我們的配偶、親友、孩子和弟兄姊妹，我們都往往忽略了他們。神重視

『人』多與重視『事』和『物』。浪子能回頭，縱浪費眾多家財，仍是寶貴。

主耶穌要要離別時：『祂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主最關心

的是：我們有否彼此相愛。讓『愛』成為我們生命的標記！讓我們從心底裡珍

惜身邊人。 

 

        當自己要進入另一事奉崗位時，最難忘和最珍惜的，就是每一個曾同工的

弟兄姊妹。特別是想念在艱難的日子彼此扶持的片段，各人靠主發出的美麗香

氣。神讓我們同工，不單是要帶出更美的果效，而是要我們在磨合中成長，更

體會天父和主耶穌愛的心腸，並得著生命一份大的禮物：屬靈戰友！生命最美

的處，不單有神永遠與我們同行，更有屬靈的戰友！『愛戰友、愛同工』是生

命的福氣，是神給我們極寶貴的禮物。讓我們存著感恩的心：能『愛事奉、愛

親友、愛同工』實在是極大的恩典！ 

 

 

 

 

 

2012年12月 

 

 

 

 

 

 



感恩不停  事奉繼續 
李葉小燕執事 

 
     十二月是教會的感恩月，提醒信徒在年終要數算主恩。去年十二月份是我

們一家難忘的月份，因外子家暉十二月八日在身體檢查後被驗出他原來是患了

血癌而即時要入院接受治療。還很清楚記得當報告出後主診醫生向我們講解的

一番說話，他說：「不好的消息是證實患了血癌，好的消息就是檢驗結果是屬

血癌中較有把握治療的那一種。」聽完醫生所講的報告，我們夫婦表現却出乎

意料地平靜，我深信那份平安是從信神那裡來的！ 

 

    首先感恩的是外子的身體檢查報告一出便可以即時被安排入院治療，而入

住之醫院病房又剛做好了翻新工程，環境與設備都與私家醫院沒有分別，醫護

人員的照顧也很週到細心，這一切都看到神的預備是超出人所想所求，因為化

療的過程對病者是不好受的，若有舒適的治療環境確可有助病者康復。外子本

身已是清瘦型，化療後的他看來更瘦弱，但他對神的信心和生存意志是堅強的，

而我們也知道背後實在有眾多的主內弟兄姊妹為外子和我一家禱告，所收到的

慰問卡無數，叫醫院的醫護人員也感特別。 

 

    此外，我們得著親人的支持，為減輕小燕的負擔，不時送上飯餸湯水給正

在留院之外子，神也預備了許多天使幫助我們，除了得到肢體引荐專家指導外，

還有難忘的是其中一個覆診日期是安排在大年初一的大清早，那時我正為往醫

院交通問題而躊躇，誰知神卻為我預備了一位天使主動提出幫忙。我們深深感

受到主的眷顧和主內肢體的關懷和支持。時至今日，無論在教會或在路上仍有

不少慰問送上，實叫我們感動和感恩。我們的兒子對父親也照顧有加，而我們

一家三口的關係也比前更親蜜，感謝主！ 

 
 



     一年日子好不容易過去了，靠著主外子走過針藥化療的日子，現仍要作兩年

口服化療來鞏固病情，當然間中血指數也有上上落落情況出現過，但至今情況已

穩定下來了。神的恩典實在足夠我們用，回想當日外子患病住院期間，本人一身

要兼數職，既要照顧在病中之丈夫，也要處理公司業務，還有教會的事奉崗位，

雖然同工和肢體也很體諒我可以請假，但我却堅持出席各聚會和事奉，當然這也

是出於神對本人額外的祝福。還記得外子入院後一個星期，我在醫院探望完丈夫

後如常趕回教會出席是晚執事會，雖然身心靈是感到疲倦的，但我知道眾多執事

們除了關心外子的病況，也掛念本人的情況，故本人能出席希望成為一個見證，

就是靠著神就有力量面對逆境，感謝主讓我有機會見證祂的大能。另一方面，外

子在教會擔當的事奉崗位比本人多和繁重，尤其差傳是他從神那裡領受的負擔，

他雖身在醫院心却記念差傳事工，臥病中還不時打聽有關工作，並揚言對差傳至

死忠心，真叫聽者也感動呢。 

 

     我很愛唱一首詩歌“時刻蒙恩”，其中有一段這樣寫著：「無有一懦弱我主

不扶助，無有一病患我主不看顧，時時而刻刻遇福遇禍，耶穌我救主時常保佑

我！」這詩歌道出我們已蒙救贖恩典的人，還會在生命或長或短的日子裡蒙恩，

這莫大的恩典我們只好以蒙祂喜悅的事奉來回應，並以生命的故事來訴說祂的恩

典。親愛的弟兄姊妹，繼續事奉，加油吧！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神人家庭箴言 
馮錦鴻傳道 

       一位德國神學家潘霍華 (Dietrich Bonhoeffer, 1906 – 1945) 寫了一本有關
團契的書 ──《團契生活》1，其英文名字就是 Life Together，意思為「在一起
的生活」，書名簡潔明確地道出團契的真義。一位牧者亦曾指出：群體的價值
無庸置疑，在其中我們經歷到獨處無法獲取的成長經驗。然而，這並非意味群
體生活必然令人神往欣悅，剛好相反，我們往往會受傷。成長與受傷，是否很
吊詭？2 他指出在群體生活中，往往存在著兩大的危機：「朋友」和「敵人」。 
 
        回顧過去教會的團契生活，我們很容易選擇了與自己有同一觀點、同一生
活方式的人走在一起。然而因著彼此欣賞（或是互相吹捧），人與人的相交可
能無法深入，繼續成長。信徒間祇建立起「友誼」，卻缺乏了在屬靈上進深的
關係。另一方面，群體中的「敵人」，就是反對我們的意見，擾亂我們生活自
由的人。有些「敵人」，他們毫無敵意，卻因才智過人，表現出色，以致反托
出我們的貧乏和無能，使自己無地自容，激發出無謂的敵意和抗拒。當然，這
只是隱藏著的、屬心理而非道德上的恨意。 

       潘霍華看的教會並不是一個簡單的社團，而是
一個個體，是一個具有獨特意義的人，是一個「新
人」(A New Human Being)，而不是許多的人（雖
然教會是由許多個人組合而成），這個「新人」是
藉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而創造出來的。換句話說，
這「個體」是被釘了和復活了的基督藉著聖靈作為
新人類（即教會）現存於世上。因此，這「個體」
既是新人，就有舊人，而那個聯合在亞當裡的舊人
因著罪不斷解體化，基督藉著聖靈的工作使這個有
罪的團體創造成一個聖徒相通的團契。因此，團契
不是一項活動或工作，而是信徒群體的生活。 

1 潘霍華著，鄧肇明譯：《團契生活》。香港：文藝，1993。 
2 黎昇輝：《群體就是照妖鏡》，下載自：
http://58.177.250.1/web/www/phpBB/viewtopic.php?t=163&sid=83d0c1603e6b8790e45f9d70

2266af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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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前文所言，信徒一起生活時，當然存在著不少難處，有弟兄姊妹在享
受團契生活的甜蜜快樂，也有肢體在團契生活中失望受傷。甚至有牧者指出：
「群體真叫人深感戰慄？」3 因為人性一切的軟弱、醜陋、限制，都會如實地
呈現出來。只要嘗試真誠又完全地與人相處，就必然發現自己的貧乏和不足，
一切未滿足的慾望、挫敗、嫉妒、憎恨、惡毒、破壞的力量，都會無法自控
地，在人際關係種種矛盾中浮現。 
 
       然而，潘霍華卻認為這正是信徒生活努力的方向，是共處的操練，是愛和
委身所在。他指出：「信徒的團契之得以存活，有賴於彼此的代禱，不然就
會崩潰。我若為一個弟兄禱告，即使他給我多大的麻煩，我也再不能責備他，
痛恨他了。他的容貌雖然一度使我感到陌生和不可忍受，但在我為他禱告的
時候卻變為弟兄的臉孔，使我醒悟主耶穌基督也是為他而死的……」 
 
       教會是「一個」彼此相屬、相顧，以真理互相建立的群體（也是基督的身
體）。團契生活就是體現真理的最有效途徑，是我們實踐「彼此相愛」的地
方，真的盼望信徒能多禱告代求，互相扶持，儆醒守望。最後，與你們分享
一個來自 Facebook 的轉載： 
  

 

3 同上 



「同獻美祭」 
2013成年部培靈奮興系列 

          為鼓勵班員靈命日長、在事奉上進深，成年部於2013
年推出一系列名為「同獻美祭」的培靈奮興活動，內容包
括立志委身、祈禱運動、專題週會、競技同樂日和奮興晚
會。一月份的祈禱立約，成年部牧養組及行政組已擬備了
指引供成長班參考，另有宣傳海報及立約咭等，均已於較
早時派發，希望大家可暢順地讓班員立約並推動整年的活
動。但願我們彼此同心，委身基督，把最好的獻給神！ 

 

同獻美祭培靈奮興系列籌備委員會 

 余金蘭傳道    李少強執事 

 

 

 

立志委身 曁 巴拿巴運動 

日期：全年活動 

目的：透過整年恆切禱告與禱伴互相守望
各人的立志，最終期望各人都能靠著神的
恩典竭力實踐所立的志願 

內容：成年部提供立約咭，鼓勵班員靈命
成長、生活見證、裝備侍奉、栽培肢體及
領人歸主等方面立志；並透過祈禱小組恆
常禱告交託及守望。詳情請參看「立志委
身及巴拿巴運動」指引（已派發給各成長
班導師和班長）。 

競技同樂日 ─ 齊心協力大比拼 

日期： 2013年7月14日（主日）下午 

地點： 培道中學或其他地點 

目的： 透過集體活動，讓班員能各按恩賜，
建立團隊，配搭事奉。 

專題週會 ─ 將心獻上 

日期： 2013年8月17（六）或18日（主日） 

目的： 鼓勵班員積極參與新一屆職員選舉 

內容： 週會內容由成年部行政組提供 

「同獻美祭」奮興晚會  

日期： 2013年10月19日（六）晚 

地點： 大禮堂 

講員： 待定 

目的： 呼召班員參與教會各崗位的事奉 

備註： 成年部週六（10月19日）及主日
（10月20日）成長班暫停聚會，以便班員積
極參與大禮堂聚會。 



宣傳資料及立約咭已派發給各成長班，請善加使用啊！ 



佈道雙月傳真 

 2012年11至12月的福音雙月，成年部有接近二十個成長班聯合舉辦了佈
道活動，內容各適其適。一方面邀請了數以百計的來賓出席教會活動，
結果子、埋道種之餘，也發掘了許多弟兄姊妹不同的恩賜。感謝神，讓
各成長班能參與佈道事工。 

 

       首先打響頭炮的是尼希米和耶利米成長班，在2012年11月4日於培道小
學禮堂舉行才藝同樂日「平安喜樂何處尋？」，內容包括唱歌、各種樂
器演奏、朗誦。同樂日氣氛十分熱鬧，因為表演者不但有嘉賓所熟悉的
親友，甚至包括嘉賓，所以大家份外投入。當天共170人（包括班員116

人，來賓54人）在培道小學禮堂，度過了一個歡樂的週日上午。表演過
後，有見證和講道，最後，十多張回應表當中有2人決志。求神繼續使
用弟兄姊妹，做跟進工作，叫埋下的道種能發芽結果。 

 

       經統計，整個佈道雙月之中，共有12個項目涉及成年部成長班，各項活
動共有約1430人次參加，新來賓約518人，決志的有31位，反應良好，
亦大大增強成長班之間的合作和凝聚力，所以成年部已決定2013年會繼
續舉辦福音雙月活動，詳情容後公布。 

 

 

 

 

  

， 尼希米和耶利米成長班
舉行才藝同樂日「平安
喜樂何處尋？」的温馨
片段 

成年部活動花絮 

佈道雙月 



 
 
 

何西阿成長班 
愛.回家 

一邊聽著何西阿成長班的故事，一邊想起上帝對亞伯蘭的呼召：『你要離開本地
、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創12:1) 
 
何西阿的前身是啟福基址，因基址的發展有限，教會決定把他們從彩坪閱覽室遷
回城浸。早在1985年，教會派了12位弟兄姊妹往啟福福音堂，當時主要服侍該區
的青年人，26年來他們經歷了5次搬遷，感覺就像昔日以色列民的遊牧生活，現在
回歸城浸聚會，總算回家了！要離開熟悉的安舒區，放下一切，遷往一個陌生環
境，從新開始，談何容易！知道要「回歸」的時候，大家立時發出一大堆問號：
習慣了20多人的聚會，突然走進一所幾千人的教會，可以適應嗎？原址像家一樣
，這種感覺可以維持嗎？聽說是按齡牧養，我們會被拆散嗎？基址在家的附近，
搬了後會很不方便嗎？…….幾經掙扎，他們終於在2008年回歸。 
 
與神同行 
回歸初期，不適應的日子總是有的，接軌的過程需要磨合，彼此協調，但這正是
與神同行的美好經歷，透過禱告，以順服的心和對母會的信任，終於走到今天，
全是恩典。細想起來，大家發現神其實一早已為他們的「回歸」作了預備，那就
是興起鄧偉琪姊妹由城浸來到他們中間。偉琪姊妹原是以法他成長班的班員，蒙
神帶領，於2005年開始在啟福服侍，一年後決定全時間留在啟福，包括崇拜和聚
會，後來更成為他們其中一位導師，偉琪姊妹對城浸的認識，正好在何西阿回歸
和接軌的過程中發揮了很大效用。 
 

成長班專訪 

 
何西阿成長班小檔案 
聚會時間：上午11:45 – 1:45（主日） 
聚會地點：地庫小禮堂 
主任導師：梁桂華傳道 
正班長：林威儀 
副班長：劉少歡、陳素珍 
平均出席人數：35-40人 

2010年 中環半山遊 

2011年 班員浸禮 



 
感恩不盡 
回歸四年，何西阿成長班不忘數算神在他們身上的作為： 
一個資源有限的小組，靠著天父不斷的供應，今天變得十分充裕，為此獻上感恩！ 
教會安排了多位導師，悉心教導，讓各人在真道上扎根，感恩！ 
弟兄姊妹都比從前更願意學習，並且事奉，有明顯的個人成長，感恩！ 
按齡牧養給孩子和長輩們有更適切的看顧，感恩！ 
在平日開設查經班，讓未能出席週日聚會的班員也得餵養，感恩！ 
教會及傳道人（特別是譚毓璋傳道）一直不離不棄，時刻關顧，不但讓大家穩步
成長，委身的見證更成為眾人學效的榜樣，生命影響生命，感恩！ 
恩典越豐厚，心裡越覺虧欠，激發事奉心志，感恩！ 

 
挑戰與展望 
何西阿還有一個特色，就是他們在基址時成立的基督少年
軍第40分隊，也帶進城浸，所以現時城浸是有兩支基督
少年軍分隊。這隊基軍成立時，目的是為當時安置區的孩
子建立一個有紀律性的教導，他們的年齡介乎7-18歲，
男女比例是8:2，若能以神的話語從小養育，將來定能行
出合乎聖經的真理，造福社會和教會。他們當中70%來自
未信主的群體，所以這些家庭，特別是少年人的家長正是
何西阿今年的事奉重點，計劃安排更多探訪和關顧。然而，
面對廣大禾場，作工的人卻少，確實是一項艱鉅的挑戰，
盼望藉此呼籲有負擔的弟兄姊妹加入事奉，一同為主作工。 
  
展望將來，一班導師職員的心願，就是班員的靈命與日俱
增，作更多的裝備，在佈道事工上有份，就如經上說： 
 
『曾住在祂蔭下的必歸回，發旺如五谷，開花如葡萄樹。』

（何十四：7） 

 

何西阿與基督少年軍第
40分隊 (25週年) 

2008年道風山退修 2010年 清遠訪宣 



 

以西結成長班 

好鄰舍的榜樣 

   〈薪火相傳〉 
   電影｢烈火戰車｣的主題曲徐徐響起，畫面裡運動健兒手持火把，沿著公路

直跑，看清楚原來是以西結成長班男班長，提著自製火把經培道小學跑進
教會地庫小禮堂。頓時小禮堂正門打開，班長真人進場，一片驚喜夾雜著
歡呼，班長跑上講台接受紅袍加身（是鋼琴套！）。接著，娓娓道來今年
的侍奉心得、數算神恩，目的是為了鼓勵弟兄姊妹積極參與來年職員選舉。
如此有創意、充滿活力的改選前奏，你見過嗎？ 

  
   〈愛鄰舍義不容辭〉 
   以西結成長班的一大特色是，當一個肢體有需要時，其他肢體很快會義不

容辭伸出援手，並且全情投入。一位曾於以西結實習過的女傳道人，大半
年前發現患了癌症，弟兄姊妹馬上成立祈禱小組，定期探訪關顧。由於傳
道人在香港沒有親友，個別班員更將她當成自己的親人一般，照顧起居飲
食，可謂無微不至。除了送上愛心湯水飯菜，還悉心按摩，一同度過數月
化療的艱難日子。為了調養身體，傳道人需要搬離市區，弟兄姊妹更不遺
餘力地，從選址、看樓、簽約、搬家大小事情，都一手包辦。編輯部是得
聞以西結班員熱心照顧傳道人這件事而決定訪問的；結果，真是聞名不如
一見，筆者讚嘆弟兄姊妹在主內有何等大的愛心，也深深體會到這裡雖有

眼淚、苦難，但更多的是神的憐憫和恩賜，化身為眾多的「恩典姊妹」、
「良善弟兄」…… 

 

成長班專訪 

-- 

寶劍練習・努力參與 



    〈同裝備廣傳福音〉 
       大家的愛心絕不是空談的。幾年前班中一對夫婦蒙召到泰國服侍，班員除

了多次越洋探訪，小組代禱，幾位班員更自發地以奉獻支持。這對夫婦回
港述職時，在聚會上對大家說：｢好像從沒離開過以西結｣，可見彼此的關
係多麼緊密。今年的西安訪宣，行程有6天，但竟有26位班員能報名參加！
他們透過探訪教會、激勵愛心，回來不斷向其他班員分享經歷，結果影響
到其他班員也願意投身裝備。以西結班本年的新任導師有3位，多名教會
關顧大使，6位部員，包括兒幼部、成年部、關顧部、婦女部、資訊部和
差委，另外全班有近10位三福三階隊長，並有多位班員正接受三福訓練。
據說班裡有兩大家族，都是班員帶領親友信主，之後加入以西結班接受牧
養的緣故。不斷培養信徒領袖，廣傳福音，薪火相傳，大家合力見證著主
內的勞苦是不會白費的！ 

  
    〈烹飪設計皆精〉 
       班員中也有廚藝高手，還是成年部的成年發展中心烹飪課程的老師，可想

而知班員肯定口福不淺；再看看那張設計精美的宣傳單張，是班員費盡心
思為吸引來賓而製作的，實在是別出心裁。另外，靈修部和聯誼部也常為
班員舉辦各種活動，幫助大家舒展身心，如日營、行山、聚餐，每次報名
都非常踴躍。有次大家在一位班員家的村屋頂，向山唱詩，一同靈修，身、
心、靈都得到復興，成為班裡一時佳話。 

  
  
 
 
 

生活營・舒展身心 

 

以西結成長班小檔案 
聚會時間：下午3:30 - 5:30（週六） 
聚會地點：地庫小禮堂 
導師：冼文諾傳道（主任導師）、余金蘭傳道、賴福笑、歐豔萍、
戚偉立、邱琳、錢景濤、李寶顏、劉麗卿 
班長：黃堅堅姊妹 
副班長：李美勝弟兄、熊頌緻姊妹 
平均出席人數：55人 
目標： 
1.以「神的愛」彼此聯繫 
2.全民皆兵，廣傳福音 
3.奮興：孜孜不倦，為神作工；積極裝備，事奉神人。 

新春團拜・福音龍 

〈目標達成、繼續承傳〉 
以西結成長班大部分的班員信主日子較長，靈命相對成熟，
班員之間即使有時意見不合，但修復力很強。由一班靈命較
深的弟兄姊妹帶動全班裝備、侍奉，是很健康的模式。今年
事奉的全年目標是：以「神的愛」彼此聯繫；全民皆兵，廣
傳福音；孜孜不倦，為神作工；積極裝備，事奉神人。從筆
者的角度看，他們已經做到了。願以西結班繼續心懷感恩，
努力奮興，一代一代地將愛主愛人的精神承傳下去。 



但以理成長班 
被神使用的大家庭 

       成長班的特色 
       但以理成長班是一個伉儷成長班，班員以夫 
       婦為主，所以班員在參與事奉時不但能得到 
       伴侶的彼此支援，而且如有新班員信主，亦 
       能更容易帶領他未信主的配偶參加成長班認 
       識神，另外很多班員亦帶領子女從小返教會 
       認識神，讓全家一同蒙神賜福。 
 
      馬頭涌官立小學的家長福音事工 
       由於班員多為伉儷，這成為神使用的地方，而且很多子女已畢業，因此夫婦二人

能有更多時間可以參與事奉，而且他們更可透過作為人父母的經驗去事奉神。為
配合教會的家長事工發展，黃淑霞傳道便帶領成長班開展了與馬頭涌官立小學的
家長福音事工，透過定期每年幾次安排成長班週會到該校舉行家長事工活動，主
題包括探討養育子女的內容，與學校家長們一同分享為人父母的經驗心得，不但
與家長們一同面對兒女的成長過程，亦可以藉此機會將福音帶給他們，感謝神過
去就曾有幾位家長因此而信主並參加成長班！ 

 
       積極參與訪宣事奉 
       成長班班員一直很積極參與訪宣探訪，這是受到過去曾是他們主任導師的彭滿圓

牧師所激勵，不少班員對差會工作亦十分關注，來年便有幾位班員將參與核心小
組的培訓工作。  

  
 

成長班專訪 

 
但以理成長班小檔案 
聚會時間：下午3:30 - 5:30（週六） 
聚會地點：四樓禮堂 
導師：梁桂華傳道（主任導師）、黃淑
霞傳道、梁金雄、丘佳華、曹祖泉、羅
榮方、徐志海、譚永昌、趙佩玲 
班長部：梁玉華、張月芳 
平均出席：65人 
目標：日日靈修、勤加裝備； 
             關愛社區、共傳福音 



      不斷追求成長 

   但以理成長班能夠被神使用，有賴
班員同心合力，並不斷追求成長，
過去三年的訓練事工課程成長班就
有四位弟兄姊妹已完成導師課程，
並有班員參加其他神學院的進修課
程，努力裝備被神使用。另外成長
班亦不斷鼓勵班員靈命成長，例如
靈修部透過每日發出靈糧經文資料
鼓勵班員每日靈修；查經組長、導
師不斷鼓勵班員積極備課；而成長
班亦透過不同外出聚會鼓勵班員邀
請未信的朋友返教會，讓班員能有
更多機會傳福音。 

  

 

      未來展望 

      雖然但以理成長班在多方面不斷成長
及被神使用，但同時成長班亦仍然
有進步成長的空間，如事奉班員青
黃不接，職員崗位欠缺承接，因此
展望末來，但以理成長班希望能鼓
勵培養更多班員願意起來參與事奉
，另外成長班亦期望來年能配合教
會2013年方向，鼓勵班員積極傳福
音，帶領更多未信親友認識神；同
時成長班亦希望初信的班員能穩固
成長，並期望能鼓勵更多班員裝備
培訓，而且學以致用，身體力行為
主發光，委身參與事奉，回應神的
召命。 

 



新成長班誕生－ 所羅巴伯 

 聚會地點：城浸八樓 

 聚會時間：主日上午11:45 - 下午1:30 

 導師：冼文諾傳道（主任導師）、林寶興、
黃伊群、馮潤娣、何惠珍、余詠卿、李少強 

 班長：蔡承泰 

 副班長：孫莉、胡永定  

 

 

  

 

分班部署 
所羅門伉儷成長班經過8年時間，已由最初平均出席人數32人升至現今超過70
人，有分班的需要。趁這次分班機會，一些年輕的夫婦將留在所羅門成長班，
其他班員（大部份已年屆壯年）則分往所羅巴伯成長班。往後所羅門成長班
將主要吸納年輕的夫婦，其次是一些年輕的已婚人士（配偶未信主），由陳
沛偉傳道擔任主任導師。而所羅巴伯成長班的吸納對象則是一些壯年或接近
壯年的信徒，部署日後升上壯年組。 
 
名字意思 
所羅巴伯是神重用的僕人，揀選他重建聖殿，作震動天地的事（該2:21,23）。
他有很多屬靈的特質：勇於承擔：當哈該、撒迦利亞先知傳建殿信息時，他
立即行動（拉5:1-2）；不怕艱辛、滿腔熱情、智勇雙全：在敵人阻攔時，他
有智慧及信心，排除萬難（拉4-6章）；倚靠神的靈行事：（亞4:6-10）。選
擇所羅巴伯為新班班名的原因，就是上述的屬靈特質切合新成長班的使命 ─ 
希望班員不怕艱辛、滿腔熱情、勇於承擔、靠聖靈侍奉等。神堅立及悅納他
所作的工，他沒有什麼軟弱及負面的信息，並繼承了所羅門為神建殿的工作，
也可視為所羅門的延續。所羅巴伯的名稱使人聯想起所羅門，是所羅門成長
班分出來的班。 
 
使命宣言 
所羅巴伯成長班是以壯年的弟兄姊妹為骨幹，每個班員竭力追求靈命成長，
積極裝備自己及提升事奉質素，透過不同的崗位或事工，委身服侍人、事奉
神；使神的國得以擴展，榮耀主名。 
 

踏入2013年，成年部的成長班由29班增至30班，
因為所羅門成長班又開枝散葉，由它分出所羅巴伯
成長班。 



2013年成年部 
行事曆 

日期 活動名稱 

1月內 週會：〈立志委身〉曁〈巴拿巴運動〉啟航 

1月27日 
(主日下午) 

導師職員退修會 

3月21日(晚) 班長交流會1 

4月 「基甸300」：大佈道會預工 

5月19日 成年主日 及 成展開放日 

6月9,16,30日 羽毛球比賽 

7月14日 
(主日下午) 

〈齊心協力大比拼〉成長班競技日 

7月28日 班長交流會2 

8月17/18日 週會：委身也要委心〈將心獻上〉 

9月28/29日 成長班新職員選舉 

10月19日(晚) 〈同獻美祭〉培靈奮興晚會 

11–12月 佈道雙月 

11月10日 
(主日下午) 

2014年新職員訓練日 

11月16-17日 婚姻、家庭牧養工作坊 



活動預告 

 導師、查經組長、職
員退修會 

       還記得去年的「導師、查經組長、職
員退修會」、共有370多位主內的事奉
人員聚首一堂的情景嗎？今年的退修
會即將於2013年1月27日（主日）於沙
田馬鞍山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順利
舉行。今年的主題是「榮耀的侍奉」
，講員是蕭壽華牧師。請立即透過成
長班報名。 

日期 項目 

2月9日(六)  – 

2月10日(主日) 

農曆年廿九及年初一 

3月16日(六) 週六下午成長班暫停，請參加輔導講座。 

5月11日(六) 大佈道會期間，週六晚上的成長班暫停聚會，

下午成長班可自行決定。 

8月3日(六)、 

8月10日(六) 

港九培靈研經會，週六晚上成長班暫停聚會，

下午成長班可自行決定。 

10月19日(六) 培靈奮興會，成年部週六及主日成長班暫停聚

會，積極參與大禮堂聚會。 

2013年成年部成長班暫停
週會的日子 

 



來成展…充實生活，
加添生活姿彩 

  有無發現成展2013年第一季課程表換了新裝？ 

對，我們的課程表不但設計精美，外型亦由摺疊式 

的單張改為Ａ5小冊子，讓成展的活動資料更能清楚 

顯示，而且還加入一些生活小貼士，例如第一季的 

課程表便加入由我們成展其中一位負責同工羅萃賢 

NANCY 傳道教大家切割水仙頭的方法，迎接新春 

（見另頁）。課程的分類亦更貼近大家的生活需要， 

包括： 

 「康體篇」（強身健體、朝氣勃勃） 

 「消閒篇」（調劑生活、最合減壓） 

 「滋味篇」（烹調美食、與親友共享） 

 「事奉／職場篇」（掌握技巧知識、做好侍奉與工作） 

 

   2013年第一季課程有不少新課程（例如聖經漫畫班、個人化妝班

、相簿DIY、社交網站和辦公室軟件）和季節限定的課程（例如賀年中
式糕點）推出，現已接受報名，反應熱烈，欲免向隅，報名從速。 



NANCY 傳道教你 

切割水仙頭，迎接新春 

1. 揀水仙同買鮑魚一樣，
分5頭、8頭、10頭同20
頭等，花頭愈大愈矜貴
，而水仙花頭嘅浸養期
，一般為20至25日，所
以現在是浸水仙嘅最佳
時間。 

 

2. 先去泥，除去啡色外衣
，然後切走底部枯根。 

 

3. 用指頭按壓花頭，每個
凹陷處都係落刀位，中
型水仙大約開4刀，方法
同上。 

  

 

4. 把花頭反轉浸養3日，
將潺浸出，把棉花浸濕
覆蓋喺花頭根部。３日
後把花頭正常擺放，浸
曬，整個步驟就完成！ 

 

5. 想它健康成長，記得日
日換水！ 

 
  

成展課程是一個很好的福音平台，可以善加利用，邀請未信主的親友參
加，我們「一領一」的優惠仍然繼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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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成長班有班員可以擔任
導師或有課程建議，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絡。 
 
查詢：楊麗群姊妹（電話：27133662；電郵：leona.y@baptist.org.hk） 
 

mailto:leona.y@baptist.org.hk


謝謝您，白智信傳道！ 
 
白SIR白智信傳道由2012年9月起已由成年部調住耆壯部，這次
的調任是基於耆壯部的需要，亦是出於白SIR對長者的負擔。在
此成年部感謝白SIR對成年部所付出的努力和貢獻，亦祝願他在
耆壯部的事工順利。白SIR承諾會繼續發放「信簡」和查經資料
給我們啊！ 

 

成年部向白智信傳道致送紀念品 

    悼念 ─ 杜淑慧姊妹 
 
       前成年部部員及撒母耳成長班導師杜淑慧姊妹於2012年9月30日猝
然離開我們，返回天家。愛她的家人朋友當然感到婉惜，但亦深深被她
那短暫郤充滿光輝的生命所觸動，當天出席她安息禮拜的親友和教會弟
兄姊妹充斥於禮堂內外。正如她妹妹的悼文所提到：「你的離開，我們
感到十分傷心、捨不得及惋惜，但我深信你積極正面的性格、對家人的
關心、對朋友的關愛、對神全心全意的依靠及積極傳福音的見證，會縈
記在我們心裡。『常常喜樂！凡事謝恩！』是你的座右銘，我們會時常
記著。我亦深信，當你返回天家後，一定會繼續做我們的守護天使，為
我們的家人及未信主的親友能信主祈禱。」淑慧姊妹，謝謝你愛主愛人
愛教會的見證為我們樹立美好的榜樣，我們永遠懷念你，亦願主親自安
慰和祝福你的家人。 



• 聯絡我們 
 

成年部事宜，請與鍾基業弟兄聯絡： 

- 教會408室；電話：27674256； 

電郵：kichung@baptist.org.hk 

 

 

成展及優美績點事宜，請與楊麗群姊妹聯絡： 

- 外展中心地下；電話：27133662； 

電郵：leona.y@baptist.org.hk 

 

你亦可瀏覽以下網頁，以獲取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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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ult
21.php 

http://adc.baptist.org.hk 

mailto:leona.y@baptist.org.hk
mailto:leona.y@baptist.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