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的成年月 
 編者的話 

 美麗的五月，是教會的成年月，亦是一個屬於我們的月
份。今期的「e成長在神家」介紹了成年月裡的各項安
排，包括大堂展板、五月十八∕十九日的成年主日，以
及五月十九日的成年發展中心開放日 —「成展體驗工
房」，希望大家支持。此外，我們邀請了陳沛偉傳道分
享牧者心聲及部員林寶興博士談及團隊建立的關鍵；成
長班專訪方面，我們走訪了三個「大家庭」，包括阿摩
司、基甸和大衛成長班，他們是如何維繫眾多弟兄姊妹
的關係？有甚麼持續增長的秘訣？相信其他成長班可從
中借鏡。還有豐富的資訊，包括「同獻美祭」的最新情
況、七月十四日（主日）舉行的「競技同樂日 — 齊心
協力大比拼」，以及其他成年部活動花絮及預告等。請
即細閱，共享我們的成年月。 

e成長在神家 
(Vol.4 2013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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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道心聲 

 早前一口氣看完了福音派教會所敬重的斯托得牧師 (Rev. John Stott) 晚

年的遺作《心意更新的教會》，當中有很多值得今天教會學習的地方。

書中提到一間真正的教會、有活力的教會，必然帶有一些重要的標記，

包括：敬拜、傳福音、事奉、團契、講道、施予、影響力。這些標記不

單關乎教會的整體，也很值得我們在成長班中彼此提醒、勉勵。在此短

短的篇幅中，我特別希望跟大家分享其中兩項，就是與我們成長班息息

相關的團契，和最終達致的影響力。 

 

       團契的真義應包括三個重要元素：第一，「共同的承傳」。這是有關我

們信仰的內涵，我們聯合在一起，靠的是我們在神（父、子、聖靈）裡

面一同有分。所以在我們當中，必須要重視神的話和真理，否則便與其

他外面的俱樂部沒有分別了。第二，「共同的服事」。團契不單有一同

的領受，也有一同的給予。弟兄姊妹除了有物質上的分享外（感恩我們

常有很多愛心美食啊），也必須要有「屬靈財富」的分享。當我們在神

的話語上有裝備，或者在靈修中有美好的領受，請不要吝嗇，快快與弟

兄姊妹分享，共證主的信實。第三，「共同的責任」。弟兄姊妹要對成

長班都有一份投入感、責任感，以致我們能切實彼此相愛，各人的重擔

互相擔當。試想，若我們對成長班若即若離，班員間便很難一起在天路

上扶持同行。今年成年部推行的「巴拿巴運動」，正正就是要體現肢體

間彼此支持、同奔標杆的珍貴情誼。 

 

心意更新的成長 
陳沛偉傳道 

 



弟兄姊妹在成長班追求穩定的成長、高舉主名，是很美的事。但我們在

社會中（所謂的公共空間中）有多少影響力呢？我們能否吸引人來到神

面前呢？這關乎我們能否為主作鹽作光，透過日常的生活見證，滲透世

俗文化。作鹽作光的含義，在於我們必須保持基督徒與眾不同的特質，

這些特質在登山寶訓中可以找到（太五-七）。斯托得牧師把它們歸納

為三點，包括：要有「更大的義」（發自內心，勝於法利賽人的義）；

「更廣闊的愛」（愛仇敵），和「更高貴的雄心」（先求神的國和神的

義）。這些特質是基督對我們的呼召，我們只有這樣遵行，才能保持鹽

的特質，我們的光才會繼續發亮，成為有感染力的基督徒群體。 

 

在教會面對建堂和種種時代的挑戰時，我們確實需要存著一顆敬畏、感

恩的心，追求在基督裡不斷更新、成長，一同活出神所喜悅的群體應有

的標記！ 

陳沛偉傳道 (Ray) 於去
年九月加入城浸成年部
團隊事奉，現在參與牧
養三個成長班，包括所
羅門、希西家及約西亞。
Ray 在入讀神學院前為
希西家成長班班員。 



團隊建立的關鍵階段 
林寶興博士 

 

 團隊建立的五個主要階段，其中兩個至為重要：暴風期 (Storming Stage) 和
規範期 (Norming Stage)。 

 

暴風期 (Storming Stage) 

 由團隊建立的形成期進入暴風期時，意味著其蜜月期 

 即將結束。團隊各人的角色逐漸被清晰地定義出來， 

 此時會誘發出角色的衝突；由於不能完全滿足自我的 

 期望，在心態上、實務上、從屬關係上的自我調整會 

 不斷出現，在團隊中為了要尋求解決的方案，便會在 

 團隊中提出訴求、或嘗試影響其他人的觀點，期望可 

 以改變現況。假若自我、或個人的價值觀、做事的風 

 格、不能夠與團隊合得來，最終或會決定退出團隊。 

 

            細心聆聽 

 在這個時期的團隊，細心聆聽所有的意見猶關重要，特別是擔當團隊的領袖
或被視為核心的隊員。聆聽的過程中，在言語上的表達，固然重要；無言之
音（身體語言），也不能忽略。 

 

            建立團隊為先的優先次序 

 此外，在這個時期，要健康的發展團隊，以團隊為先的優先次序是十分重要
的，這種自我或以團隊為優先的心態的比重，在不同的隊員有不同程度的表
現，比重的多寡亦受到每個人的價值觀所影響。如何讓隊員從自我邁向團隊
精神，可以從討論、選擇、訂定更適切的、或更新或重整願景開始。願景的
確立，好像是領袖的工作，然而，又不一定是他/她個人的責任，因為願景需
要團隊的認同；更重要的是把願景轉化為綱領、目標和方案。在這個過程中，
團隊對願景的討論便成為很好的溝通和共螎的工具，讓領袖把他/她認為重要
的、適切的和必須的價值觀，不刻意地影響著、帶領著、甚或改變著團隊的 

 

 

部員分享 



本文作者林寶興博士為前成年部副
部長，現為成年部部員、撒母耳成
長班及所羅巴伯成長班導師，並為
訓練事工組員及導師。 

思維，朝向更接近或相同的方向看事物。更重要的，是要以䦕明的態度來
處理衝突，嘗試以調解、協商或仲裁的方式，去建立關係、鼓勵團隊並提
升其表現。就好像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在馬太福音、登山寶訓中鈎劃出基
督徒的價值觀一樣，讓我們要更像天父。團隊從相似或相同的價值觀，孕
育出不同的可行性的事工方案來。這樣，團隊便有秩序地從暴風期進入規
範期了。 
  
規範期 (Norming Stage) 

在規範期階段，團隊已經發展出共同的行為模式和價值觀；團隊對事工、
服侍和一些基本的規則，也大致發展出來了。這些規則，往往是一些行為
模式，而不是一些用文字寫下來的準則。在資源上、互相協調上和團隊對
目標的承諾上，都得到認同；這共識是經過暴風期的階段而達成的，有著
共同的方向，留下來的隊員會慢慢地孕育出對團隊的歸屬感，而內在的規
範和凝聚力也會越來越強；這種行為模式被稱為群體思維 (groupthink)，如
果這種群體思維變得太強，團隊便會失去創意 (creativity)，也會影響新加入
的成員，更可能有格格不入的感覺、更甚的可能因此而離開這團隊。 

  
所以，團隊必須常常抱著更新而變化的動力和心思，使團隊更健康、更進
步和更有效率。 

 



成年部一年一度的導師、查經組長、職員退修會於今年1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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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耀的事奉」，講員是宣道會北角堂的主任牧師蕭壽華牧師。蕭牧師
用哥林多後書八章1-15節作講章的主線，並用輕鬆幽默的演譯方式帶
出保羅及馬其頓教會的信徒甘心樂意事奉主的美好榜樣，以提醒及鼓
勵弟兄姊妹也須竭力事奉主，用愛心服事人。出席眾人均獲益良多。 

 

當日出席的成年部導師、職員、傳道同工及部員超過三百位，場面非
常熱鬧。一些平日少有相聚弟兄姊妹都互相問候，一面享受精美的茶
點，一面暢談近況，既充實又輕鬆。成年部的聚會，果真不容錯過。
明年再見。 

 

成年部導師職員退修會員 



      
隨著2013年的到來，成年部〈同獻美祭〉培靈奮興系列也

正式展開。在一月份，大部份成長班都先後推行了班員的〈立志
委身〉行動；同時也組成巴拿巴祈禱小組，以禱告交託及守望組
員們的立志。 

 
轉眼間，〈巴拿巴運動〉已運作了數個月了。在三月底的

班長交流會上，與會的班長們都分享了運動的進行概況。大致上
，各班都積極配合了成年部的呼籲，在班內作出了相應的安排；
雖然仍處摸索階段 — 特別是在緊迫的週會流程內，如何騰出時
間予小組作禱告之用。但感謝神！各班在導師們悉心的引導下，
整體的反應十分正面，運作順利！ 

 
成年部會在今年的雙數月份，以電子家書形式，定期向各

班打氣；期望大家都能靠主恩典，眾志成城，堅持到底，同獻美
祭。 

 
各位弟兄姊妹：「你今日做咗巴拿巴未呀？」 

「同獻美祭」 
2013成年部培靈奮興系列 

— 資訊快遞 



競技同樂日 — 

齊心協力大比拼 

 日期：  2013年7月14日（主日） 

時間：  下午2時30分至5時30分 

地點：  培道中學 

目的：  透過集體活動，讓班員能各按恩賜， 

             建立團隊，配搭事奉。 

 
歡迎所有成長班組隊參加，另有啦啦隊比賽，詳情將於2013年5

月23日（四）晚上7時30分向各成長班聯誼部簡介（同日亦會簡
介羽毛球比賽及聯誼部交流會），隨後發放宣傳資料，並請成長
班於2013年6月19日或之前報名參加。 

專題週會 — 將心獻上 
日期：  2013年8月17（六） ∕ 18日（主日） 

目的：  鼓勵班員積極參與新一屆職員選舉 

內容：  週會內容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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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少琪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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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年 月 

5月份 大堂展板 主題：「同獻美祭」 

設計理念：成年部今年以「委身」為目標，
推動弟兄姊妹在教會、家庭和工作間等各方
面投入並忠心地服侍神。我們大力鼓勵成長
班班員參與伙伴祈禱計劃，名為「巴拿巴運
動」，藉以鞏固肢體間的屬靈支援網絡；在
本地和外地的佈道事工上積極參與，傳承福
音的棒。7月14日以聯合競技活動，凝聚團結
的力量；還會為成長班的接棒人作好準備，
並於10月19日培靈奮興會呼籲班員「將心獻
上」。期待弟兄姊妹以誠以靈，攜手向我們
至尊至榮的神獻上最美麗的活祭。 

 

5月18-19日（主
日）崇拜 

成年主日 各堂司職人員由成年部部員擔任； 

歡迎時間請成年部成長班班員站立； 

向未加入成長班的會眾作出歡迎邀請； 

可派發所屬成長班的宣傳咭片； 

成長班可獲額外津貼每班$150，製作歡迎小
咭片，以便於成年月作招募。 

 

崇拜周刊內夾附
成年部招募單張 

鼓勵有意參加成長班人士填寫回條交給會友
服務處。 

 

5月19日（主日） 

下午2時30分至 

5時 

成展開放日 

 

主題：成展體驗工房 

內容：成展事工介紹、課程示範 ∕ DIY、作品
展覽、會員招募。 

體驗項目：包括糕餅製作、太極、民族舞、
馬賽克、化妝、自製相簿、國畫等。 

 

凡於當天參加不同類別的體驗工房，有機會
換領報讀課程優惠劵。 

 

5月是教會的成年月。今年成年月，成年部將以「同獻美祭」為主題於大堂設
立的展板，另外於5月18-19日（成年主日）崇拜有特別安排及5月19日（下午
）於外展中心舉行「成展開放日」，詳情如下： 



成年月展板 





各成長班期待已久的成長班羽毛球比賽將於6月舉行， 

詳情如下： 

 

日期︰ 6月9日（主日）、6月16日（主日） 及6月30日（主日） 

時間︰下午二時至六時正 

地點︰ 6月 9 日 — 土瓜灣體育館 （土瓜灣下鄉道66號）  

             6月16日 — 紅磡市政大廈體育館 （馬頭圍道11號紅磡市 

                                 政大廈三樓） 

             6月30日 — 九龍城體育館 （衙前圍道100號九龍城市政 

                                 大廈三樓）  

 

欲參賽之單位，請於5月12日（主日）前交回報名表及費用，並
出席5月23日（星期四）晚上簡介會。詳情請參閱已派發的報名
表。 

第十四屆成長班羽毛球比賽 

成長班羽毛球比賽 暨 競技同樂日 

「齊心協力大比拼」簡介會及聯誼
部交流會 
 

日期︰ 5月23日（星期四） 

時間︰晚上七時三十分 

地點︰教會四樓禮堂 

 

請各成班的聯誼部職員踴躍出席，推動事工。 



阿摩司成長班 
〈工業助道會起步  

扎根真理   迄立三十年〉 
 

三十周年重聚日  

30年前的你在幹甚麼呢？去年阿摩司成長班滿30歲了，恭喜恭喜！也許大家會問，
從前的侍奉人員、班員現在如何呢？如果你出席了該班於2012年11月舉行的30周
年紀念慶祝會，你會見到梁明財牧師、黃嘉樂牧師及師母、郭建民牧師及師母，前
顧問李榮健，還有來自哥尼流、何西亞、俄巴底亞等成長班的班員，和其他久違的
弟兄姊妹，共聚教會6樓禮堂，一片喜氣洋洋。當晚除了聚餐，還播放了歷屆聖樂
同樂日比賽片段，大家在熒幕前玩｢猜猜他 ∕ 她是誰｣的遊戲，場面熱鬧興奮，不言
而喻。懷緬過去令人陶醉，30年的主內情誼，實在難得又寶貴！ 

 
 

為牧養工友而成立，結出非一般的果子 

80年代香港經濟以工業為主，不少藍領人士來到本會參加聚會，為了牧養這群工友
，教會於1982年成立了阿摩司工業助道會。成員主要是任職製衣廠、電子廠的女工
、技工，也有受過大專教育對藍領人士有負擔的基督徒，而會長則必須由工友擔任
。30年來，孕育出許多牧師、傳道人，服侍於本會、香港甚至海外教會，可謂非一
般的果子。 

 

今天阿摩司成長班的班員來自各行各業，包括30年來一直緊守崗位的資深班員和導
師，和新來的初信者。由於人數不斷增加，曾經歷幾次分班。最近一次是2009年，
當時恆常出席人數已超過70人，於是分出半班來成立了俄巴底亞成長班（取名自聖
經阿摩司書之後一卷書）。現在，恆常出席的班員約有50人。聚會地點一直是6樓
禮堂，當6樓裝修時，也曾遷往7樓和8樓。6樓禮堂肯定留下了阿摩司班員無數的回
憶和足印。   

成長班專訪 



 

全情投入無壓力 

提起阿摩司成長班，相信不少會友印象最深的是，每年聖樂同樂日都會出現兩支結他
伴奏，班員唱詩非常活潑，有時加上動作，很有特色。的確，他們在聖樂同樂日常有
佳績。但班長謙卑地說，班員只是喜歡唱詩，練習起來並沒甚麼壓力，為免加重班員
的負擔，也不會特別加練。原來是因為真情流露，歌聲自然能打動人心。除了唱歌，
班員也喜歡運動，教會的羽毛球、乒乓球、足球比賽，都有他們的蹤影。沒壓力、志
在參與，令班員能投入和享受活動，這就是竅門，也是阿摩司成熟的表現！另一特色
是，曾參與或現為班員的本會同工特別多，原來郭建民牧師和葉觀蓮傳道都曾是阿摩
司的成員呢！ 

 
熱心侍奉，彼此分擔 

對外，一年四次探訪國內教會，已經維持了5年。福音部鼓勵班員一年至少參加一次，
果效有目共睹，熱心的班員漸漸增加，一些班員開頭不敢承擔，後來漸趨投入，現在
可以負責一個聚會。訪宣能促進班員的團結和靈命成長。至於留港班員，以往會取消
週會，鼓勵家訪。最近由傳道人帶領主題式查經，如以｢珍惜｣為主題，從多角度查考
聖經真理，大家都獲益良多。對內，阿摩司的導師、班員活躍於教會不同的崗位，除
了成年部，還有兒幼部、耆壯部、關顧部、個人佈道組等。週會方面，除了查經和專
題週外，每季會主辦一次｢愛筵週會｣，當中大家分享生活點滴，自由奉獻食物，並無
特別程序，氣氛較為輕鬆。由於成長班是在週六晚上，週會前後彼此交流的時間有限
，因此這種輕鬆的週會，就能發揮調和作用，讓班員多溝通，互相代禱，增進聯繫。
筆者覺得這種週會形式，非常值得介紹給其他成長班。 

 

阿摩司的智慧 

分班後人數減半，需要多些新班員填補侍奉崗位。為了達至全民皆兵，職員會每個崗
位除了職員外，另設不同人數的｢侍奉小組｣，責任比委辦大，推行兩年來效果不俗。
訪問過程中，班長輕描淡寫地道出侍奉上的心路歷程，流露著對成長班的愛護和承擔
，一切付出像是理所當然，不須標榜，令筆者感受到阿摩司是一個有內涵、成熟又好
玩的成長班。成年人壓力大，如果上教會只會加增壓力來源，就很容易耗盡，阿摩司
的智慧實在值得與各成長班分享。 

阿摩司成長班小檔案 
聚會時間：禮拜六，晚上7:45~9:45 
聚會地點：六樓禮堂 
導師：冼文諾傳道（主任導師）、葉觀蓮傳道、 
             鄭啟和、梁鈞良、李妙好、梁道明 
正副班長：陳智豪、黎秀娟 
平均出席人數：45人 
本年目標： 
1)  建立互相支持及勉勵的肢體關係 
2)  建立班員的禱告生活 
3)  從成長班中學習事奉，經歷靈命成長 
4)  見證並傳揚基督 



基甸成長班 

五星級「神的家」 

歷史悠久，成績驕人 
 
「基甸十載孕育了教會執事、傳道人、成長班導師和查經組長外，還繁衍了以賽亞
和尼希米成長班，各領風騷，成為教會的支柱。」 
 
這是由《基甸成長班十週年紀念特刊》節錄的其中一段，概述了基甸引以為傲的成
就。事實上，基甸早於助道會時代已經成立，適逢城浸於1999年試行按齡牧養，基
甸被選為試點之一，自始多次分班，可謂成長班的始祖。伴隨基甸一起成長的弟兄
姊妹很多都相識超過十載，班員的流失率甚低，週會的出席人數一直保持在高比率
，當中不乏委身事奉的肢體，要締造出如斯驕人成績，究竟有何秘訣呢？ 

 

 

基甸成長班小檔案 
聚會時間： 主日早上9:45~11:45 
聚會地點： 培道小學地下大禮堂 
導師： 盧娟芬傳道（主任導師）、饒
炳德傳道、陳克正、何建宗、黎耀民、
鄭坤英、饒麗嫺、鄧榮仲、梁力恆 
正副班長： 黃雪玲、余家瑋 
平均出席人數 ：54人 
本年目標： 
1)  彼此關懷   2)  廣傳福音 

3)  共同成長   4)  活出基督  

基甸初三行山 — 索罟灣 

從基甸衍生的成長班 

 



培育新人，薪火相傳 

基甸看重每位新朋友，並提供貼身關顧，使他們 

有歸屬感，容易投入，務求人人都能感受到家的 

溫暖。基甸喜歡鼓勵新班員先以委辦作平台， 

參與成長班的事奉，好讓他們學習一起事奉， 

並且更能投入班內。正如十週年特刊所言，許 

多基甸的弟兄姊妹都曾接受裝備，人才濟濟，盼 

望基甸能夠成為一個栽培的基地，培育弟兄姊妹， 

衝出成長班，在教會的不同層面事奉，成為多人的 

祝福。 

 

優良傳統，溫暖的家 

全賴一班願意委身的弟兄姊妹，不惜付上時間心思，籌備策劃，基甸才有林林
總總的活動。也許並非每次活動都反應熱烈，但無論結果如何，大家都一樣開
心，原因是他們心中都有愛。唯有愛和包容，明白肢體各有長短，大家才會彼
此配搭、互相扶持和提醒。這就是基甸的傳統文化，也打造了一個五星級的家。 

 

2013年3月的受浸新葡 

姊妹的父母灑水禮 

姊妹會 
多元活動，聯誼暢聚 

深知道單靠每星期一次的週會，很難有足夠機會凝聚各人，因此，基甸有很
多週會以外的活動，曾經舉辦過的有：行山、羽毛球、籃球、保齡球、高爾
夫球、飲茶、飯聚、BBQ、探訪、家聚、弟兄會和姊妹會等等，可謂動靜皆
宜，有好些甚至成為了基甸的傳統，例如：每年初三行山、農曆年第一個星
期日團拜、還有就是每月一次打羽毛球。全部活動都歡迎新朋友參加，藉此
播下了不少福音種子。曾經有一位姊妹的親人離世之後，家人因著弟兄姊妹
真誠的幫助，給了她們莫大的安慰，最終被感動返了教會認識神，現在已經
受浸並穩定地出席成長班了。 

 



 
大衛成長班 

開枝散葉的恩福 

 

大衛成長班由2005年成立至今已八年，起初是由安提阿成長班分出來，希望由此
開枝散葉。至今成長班出席人數已達到60人，並且增加了來自不同群體的班員，
令成長班變得更多元化。 
 

多元化的成長班 
現今的大衛成長班除了原本一班來自安提阿的班員，八年來不斷有新班員加入，
由初信到成長，現在不少事奉的弟兄姊妹都是信主幾年的新力軍。而今年初更加
入了一群來自以法他成長班的班員，因此在牧養方面，成長班要配合不同班員的
需要，以幫助大家能互相維繫支援，其中一個途徑就如成長班能很有效的透過 
facebook group 平台，讓班員在其間可以互通訊息分享，成為成長班以外一個很
有效的輔助聯繫工具。 
 
對於一些喜歡戶外活動的班員，成長班亦有一群由喜歡打羽毛球的班員組成的小
隊，這個小隊由起初一位班員任教開始，到這一兩年間已恆常有10幾位固定參與
的班員，於星期六下午一起打羽毛球，不但大家可以透過運動舒筋活胳，聯繫感
情，也能藉此機會聯絡一些新朋友或很久未能返成長班的班員。 

 

大衛成長班小檔案 
 
聚會時間： 主日上午9:45~11:45 
聚會地點： 培道小學301 - 302室 
導師： 黃榮基傳道（主任導師）、羅萃賢 
             傳道、陳國華、何進紅、謝利成、 
             羅榮方、姚鳴德 
正副班長： 彭志雄、曹漢寧 
平均出席人數：  65人 
本年目標：「靈命有增長，主恩常分享」 
 



家庭牧養 

大衛成長班另一個特色是有很多育有年少子
女的班員，在牧養方面成長班特別安排了一
個由有子女夫婦組成的小組，透過組員有共
同的經歷，在其間可以更多互相支持和關懷。
成長班亦會不時安排家聚，期望能更有效的
關心和維繫這些有子女的家庭。 

 

此外成長班在安排聚會方面，亦會經常舉辦
一些適合單身及家庭一同參與的活動，例如
天才表演，煮食比賽，戶外燒烤活動，打邊
爐，Art-jamming，一齊整糕點，行山等等
不同類型的豐富活動，讓無論單身或有子女
的班員都可以一同投入參與。 

福音工作 

在福音工作方面，由於大衛成長班有一群養育子女經驗的班員，因此成長班可
透過家長福音事工，在成長班週會安排一些與城浸幼稚園家長一起參與的聚會
，另外如果成長班有適合家庭參與的活動，也會邀請這班城浸幼稚園的家長一
同參與，藉此關心並將福音介紹給他們，感謝主至今亦有因此而留下來參與成
長班的家長。另外大衛成長班亦積極的參與宣教的福音工作，特別是在去年參
與雲浮訪宣後，大家更堅固了這個福音使命，今年開始成長班將參與短宣使命
團，計劃一年四次探訪羅定教會，希望藉此不斷開闊班員的事奉眼界與普世胸
懷。 

挑戰與期望 

在大衛成長班身上我們看見神不斷的祝福與恩典，
當然成長班亦面對著一些挑戰與困難，如班員來自
不同的群體，大家有不同的生活處境，需要與不同
班員磨合，部份班員有時亦會因照顧子女而未必能
常返聚會及參與事奉等等，這些都要有賴大家繼續
不斷共同努力去進步。展望未來，大衛成長班期望
班員能更投入教會，讓成長班開枝散葉，質量增長
，有子女的班員可成為子女的榜樣，並有更多的班
員成為向主委身的信徒，作基督發光發亮的燈臺。 



班長交流會 
 

今年的班長交流會已於3月21日（四）晚上舉行，
主題是「委身 — 成長在神家」，當晚有26個成長
班的正副班長、連傳道同工及部員，大約有60人出
席。交流會內容分開幾個部份，包括遊戲、哥尼流
成長班及希西家成長班兩位班長分享「如何建立有
效的侍奉團隊？」、分組討論有關「巴拿巴運動」
的推動情況、「聚會地方及時段」及「成長班牧養
年齡差距」的議題，由成年部的同工及部員負責帶
領，班長們投入參與、積極分享、饒炳德傳道最後
以經文羅12:1「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
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
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分享信息，
勉勵班長們，並帶著異象侍奉神。 

 



隊長交流會 
日期：  2013年3月12日（週二） 

時間：  晚上7:45~9:40 

地點：  地庫小禮堂 

主題：  如何成為委身的隊長 

出席：  56位代表 

 

交流會以兩首詩歌拉開序幕，分別是〈陶造我生
命〉 及〈Grace〉，藉詩歌說明每位參與服侍的
弟兄姊妹，個人生命能在服侍過程中，被主所陶
造而更成長；而服侍的路也是一條蒙恩的路！ 

 

然後由三位忠心侍主的見證嘉賓扼要地分享了他
們過去在牧養及關顧的經歷，道出了一段又一段
感人的助人助己成長故事！與會者在分組時段，
回應了見證嘉賓的分享內容；也交流了各人在隊
長崗位上，其中一次較深刻的經歷及箇中體會。 

 

最後，梁桂華傳道透過但以理及他的三位朋友對
神的信靠和堅持，在以下四方面鼓勵弟兄姊妹： 

1. 在濁世中委身給神 

2. 在濁世中一起委身給神 

3. 如何在濁世中一起委身給神 

4. 在濁世中一起委身給神的果效 

 

 

 

 



成長杯足球比賽 

每兩年一度的成長杯足球比賽在二月中開鑼。今屆共有十二隊參
賽，其中成年部佔了五隊，分別為撒母耳、約西亞、以利沙、阿
摩司-俄巴底亞聯隊，以及希西家。雖然成年部的平均年齡比青
少部的球隊較為成熟，在體力上未免有點吃虧，但成年部的隊伍
在整體合作、戰術運用和班員的支持上卻不遑多讓，且越戰越勇
，最終獲得了上佳的成績，分別為取得金杯賽亞軍及季軍、及銀
碟賽亞軍和季軍。盼望弟兄（加上場邊呐喊助威的姊妹）不單在
球場上攜手爭勝，也在奔走天路上彼此扶持，一同向著標杆直跑
，討主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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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年部資源中心網頁 成年發展中心網頁 

http://adr.baptist.org.hk/adult21.php http://adc.baptist.org.hk 

成年部資訊組 

e成長在神家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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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紹麗 

 鄺青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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