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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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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沒有參加成年部於7月14日舉行的「齊心協力大比
拼」？這個活動正好提供成長班一次同心展現活力的機會，
亦得到很多正面的廻響。今期的e成以「齊心協力」為主題，
讓大家回味當日的花絮；此外邀請三個活力充沛的成長班 
── 約西亞、以利沙、及俄巴底亞做專訪，看看他們在不同
領域裡如何齊心協力。我們還邀請冼文諾傳道及蔡永姚執事
撰寫文章，加上有關調遷培中及10月19日培靈奮興晚會的詳
情等，請各位慢慢細閱！ 



 
  30的思緒與感恩 

冼文諾傳道 

 
 
 
 

《論語．為政》：「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
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前人的智慧甚堪思量，吾已過
「立」與「不惑」之年久矣，而人生另一個「30」也剛過去不久（筆者三
十週年結婚紀念 ── 珍珠婚 Pearl Wedding），首先的30寒暑是人生新里
程碑的開始（結婚及初為人父），轉眼已過「知天命」之年（蒙神恩典，
早年歸入主的名，是真的知天命）！ 
 

「知天命」給我其中一個思緒乃是 ── 我活得快樂嗎？但甚麼是人生的快
樂呢？聖經中神清楚願意人活得快樂，傳11:9-12:1「少年人哪，你在幼年
時當快樂。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歡暢，行你心所願行的，看你眼所愛
看的；卻要知道，為這一切的事，神必審問你。所以，你當從心中除掉愁
煩，從肉體克去邪惡；因為一生的開端和幼年之時，都是虛空的。你趁著
年幼、衰敗的日子尚未來到，就是你所說，我毫無喜樂的那些年日未曾臨
近之先，當記念造你的主。」傳道書提醒我們，活得快樂的秘訣是： 

 
1) 要承擔後果 ── 尋求快樂，享受快樂的人生是對的，神造人並不是要

人憂愁地度日，而是要賜人快樂美滿的人生；不過在追尋快樂的同時，
要謹記，你所作的一切，神必審問，意思是你要為尋求快樂的行動付
代價！智慧書具體指出人尋求快樂的態度—說：「在幼年的日子，使
你的心歡暢，行你心所願行的，看你眼所愛看的。」年輕人認為甚麼
是快樂，就是令我們心歡暢的事，說得簡單一點，就是令自己開心的
事，終日就是想辦法令自己開心。所以人很容易會行心所願︰想做就
去做，不想做就不做；看眼所愛︰喜歡看就看、不喜歡看就不看，也

即是「啱」聽就聽，「唔啱」聽就不聽。人全都按自己的意願 ∕ 感覺
去做，這未必是錯，但重要的乃是要為自己的選擇承擔責任，因為神
必審問。 

 



2) 充滿與倒空的法則 ── 人生活得快樂，首要清除內心一些質素，然後注
入另一些元素，令我們生命有享受真正快樂的條件。傳11:10「所以，
你當從心中除掉愁煩，從肉體克去邪惡；」然後12:1「你趁著年幼…當
記念造你的主。」這裡提到的愁煩，是指那些令人不開心，煩惱和憂
愁的事。「除掉愁煩」就是要學習清除這些內心的負面情緒。清除的

含意是用正確態度去處理 ∕ 面對，將內心的鬱結，怨氣清除，不要讓這
些負面的情緒變成苦毒，傷害心靈。邪惡乃是指敗壞及罪惡的意念，
我們要承認今天的社會充滿邪惡，道德與價值的標準變得模稜兩可，
人隨心（罪）歡暢來決定。克去邪惡，意思是我們要跨過，越過邪惡

的意念（像約瑟面對主母的誘惑〔創39:1-20〕），不要讓自己停留在
邪惡的意念 ∕ 事情 ∕ 處境之中。 
 

3) 記念造你的主 ── 甚麼是記念？你有這樣向神禱告嗎？「主」你的意思
是甚麼，你想我如何回應你的心意。」在我們還有生命氣息的時候，
就多記念主，而不只思想如何使心歡暢，聖經清楚說明「你要在年青
的日子，就是在衰敗的日子還未來到，在你所說對於毫無樂趣的那些
年日還未臨近之先，想念著創造你的主。」當我們常常想念造你的主
的時候，就會知道神是要你的生命活得豐盛及快樂，因為這是祂造你
的目的。 

 
 
真正的快樂是要計算責任，要付代價 ── 因為神必審問；其次要懂得倒空
內心的愁煩，放下負面的情緒 ── 免得苦毒在心中潛伏，最後要常記念造你
的主，讓神的心意充滿你的心靈，那麼你所得到的，就是真實永恆不變的
平安與喜樂。但願你能與我一樣，懂得享受主所賜的一切豐盛！不用到70
也能從「主」所欲！ 



美好的團隊 
蔡永姚執事 

「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
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以弗所書 4:1-3） 

 
我們既然蒙召，就要活出基督的生命，彰顯這些美德，並要竭力保守聖靈
所賜合而為一的心。有聖靈內住被聖靈光照的人，才能經歷合一的喜樂。 
 
 感謝  神賜給我們有一個美好的團隊 ——「成年部」，以致我們可以從這
個「部」散發出31個（成長班職員會）小團隊來。 
 
有人曾打過一個比方︰如果將100磅「沙」從40樓倒落地面，這對地面的
衝擊大概不會太大，但如果把這些「沙」凝固成整塊的混凝土，其結果就
大不一樣了。團隊，就是這塊混凝土。將一群人聚在一起只是一個「群體
」而不是一個「團隊」。團隊是由一些抱着共同理想和目標的成員所組成
，彼此分工合作、承擔責任，發揮互補不足的團隊精神。 
 
今天希望在這裡與各位談談團隊怎樣才能達到發揮各人的恩賜，合成一股
力量，達致應有的果效。 

 

團隊成員應充分瞭解共同的目標與願景 
團隊的目標不是單單由領導人決定的，每位團隊成員亦應參與釐訂。 



每一位成員都應該明白自己的角色與任務 
神賜我們有不同的恩賜，目的是要我們分工合作，唇齒相依，傾 
聽彼此的意見。要知道自己的有限，要互補不足。 

 

成員應彼此信任及支持 
特別在意見不一樣的時候，要求同存異，保持團隊的和睦氣氛。 

 
成員之間應保持一種真誠相向的溝通 
抱持開放的胸襟，心平氣和地解決問題。溝通永遠是團隊解決問 
題的最佳途徑。 

 
 

成員之間要彼此認可與讚美 
互相欣賞，願意攜手合作，從而發揮團隊的整體優勢，這樣才能 
真正做到整體能力大於個人能力，達到一加一等於三的效果。 

 
給予成員挑戰性的使命 
人總是熱衷於新鮮及挑戰性的任務，因為這樣才能讓成員發揮個         
人的創意理念。 

 
 
成年部7月14日舉辦的競技同樂日，不但看見部員同心籌備，充分發揮團
隊精神，就是各參與的成長班也相當投入項目中。大部分的班員都盼望將
來能再舉辦同樣的同樂日，讓班員有機會操練合一的團隊精神。 

 

 

（本文取材自林耀華的《王牌團隊》） 



2013同獻美祭培靈奮興系列 – 

 

感謝神！在2013年7月14日（主日）賜下美好的天氣和各方面的
保守看顧，讓當天的「齊心協力大比拼」競技同樂日得以順利舉
行。弟兄姊妹都十分投入，並發揮了非凡的團隊精神，彼此配搭，
一同享受了一個快樂的下午。同樂日在一遍熱鬧、汗水、笑聲和
打氣叫喊中圓滿結束。願一切榮耀頌讚全歸至高真神！ 



全場總冠軍及「快快攜手
傳佳音」冠軍（約西亞） 

及「超越自我
取佳績」冠軍（尼希米） 

（耶利米） 「合力把愛傳地極」
冠軍（所羅門） 

「傳福音分秒必爭」
冠軍（撒母耳） 

拔河邀請賽 

（成年部同工、
部員、執事聯隊） 



轉眼間又到了2013年第三季季末，很快便要進入一年的尾聲了！
成年部在今年所推動的培靈奮興系列亦進入高潮，就是於10月19日（六）
7時45分在城浸大禮堂舉行的「同獻美祭」培靈奮興晚會。這個活動亦
是成年部為慶祝明年城浸家七十五週年的呈獻，除成年部成長班外，亦
歡迎青少部及耆壯部參加。 

 

承接年初的「立志委身」行動（其中立志方向有五個：靈命成長
、生活見證、裝備侍奉、栽培肢體及領人歸主），經過超過十個月以「
巴拿巴運動」的禱告交託及行動實踐後，是合適時候將美好的果子獻呈
給恩主；並藉此聚會鼓勵弟兄姊妹在未來日子（特別明年是城浸家七十
五週年的會慶），將立志層面提升：願意更被神所用，更委身於城浸家
，積極參與侍奉，造就更多生命，將更多更美的果子獻給神。 

 

晚會將緊接週六晚堂後於7:45開始。主要內容會有李瑞科傳道帶領
會眾唱詩讚美神、男聲小組獻詩及蔡少琪牧師分享訊息。另外，大會也
會特別安排一個簡單而隆重的差遣禮，祝福及歡送在明年轉往培道中學
聚會的三個成長班 ── 所羅巴伯、基甸、哈巴谷。 

 

10月19日及20日所有成年部成長班聚會將暫停一次，以便各弟兄
姊妹一同參與是次屬靈盛宴。請各位繼續以禱告記念各人的委身心志和
教會需要，並務必預備心靈及預留時間出席10月19日的奮興晚會。讓我
們齊心同獻美祭，以委身行動回應為我們創始成終的主耶穌，將最好的

獻給神。讓我們齊心「同獻美祭」！ 

「同獻美祭」 
2013成年部培靈奮興系列 

培靈奮興晚會 



調遷培中使命計劃 
成年部部長李少強 

 

隨著教會的發展，教會大樓及其他地方如培道小學、外展中心、馬頭涌官小等
地方已趨飽和，只有培道中學這個地點尚可用作紓緩地方的使用。青少部約六
個主日成長班已於兩年多前遷往該處聚會及崇拜，運作漸上軌道。為了更善用
地方，教會希望在2014年落實調遷三個成年部成長班、一個壯年部成長班、
以及青年部安提阿分班上成年部的一個成長班，將會有五個成長班加入在培中
聚會及崇拜。青少部成長班仍然先崇拜後聚會，而新調遷的成長班則先聚會後
崇拜；這個模式可盡量使用每一個合班及分組的地方。 
 
調遷成長班往培道中學聚會及崇拜對成年部來說，絶非一件容易的事。在十六
個主日聚會的成長班，應選哪三班去呢？每班的班員都有自己的困難 ── 要照
顧本部聚會的長者及年幼子女、要在本部服侍如耆英、兒幼、詩班等崗位、已
習慣了大堂的崇拜等等。我們在常務及部會作了多次討論，最後我們決定以公
開的方式，與成長班坦誠溝通，除了製作影片介紹培中的狀況及積極呼籲班員
承擔使命外，我們更在5月24日舉行異象分享會，直接解答成長班的疑問；在
5月26日開始向成年部主日的成長班派發調查問卷，收集班員的意願。感謝主
，成長班的回應十分積極正面，結果所羅巴伯超過九成班員及所有導師願意調
遷，而基甸及哈巴谷成長班約有七成的班員表示願意回應使命，於是成年部順
利地揀選了這三班明年遷到培中聚會。 
 
在安排上，我們鼓勵這三班中的所有班員均可大夥兒遷往培中；如真的不能，
主任導師將安排這些班員參加別的成長班。我們也鼓勵其他成長班班員可自由
參加這三班的其中一班。在8月16日成年部部分同工及小弟召開了第一次籌備
工作會議，很多運作細節的安排要解決，希望各位為我們代禱，靠主賜恩克服
眾多的困難。我謹代表成年部會向接受調遷使命計劃的班員致敬及表示讚賞，
希望班員有「艱辛靠主奮前進，千斤擔子兩肩挑」的精神面對未來的挑戰。我
又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我說：「我在這
裡，請差遣我！」（賽6:8）。 

 



約西亞

成長班專訪 

約西亞成長班為2006年新成立的成年部成長班。由於人數增長及很多初生幼童，於
2012年分班，讓大部分已婚有年幼子女的夫婦分到柏齊雅成長班，留下的成員包括
未婚及年青夫婦。訪問開始，主任導師陳宇恩傳道不斷強調，約西亞成長班沒有甚
麼特別，週會形式簡單，班務行政一切從簡，開會次數少且必在1個半小時內完成。
可是，細問之下發現內裡並不簡單。 
 
競技日奪冠非偶然 

本年7月14日的競技日，約西亞成長班勇奪冠軍。原來他們得知遊戲內容之後，立
即拿來呼拉圈、麻包袋，於成長班前一小時進行練習，並甄選適合班員參加各項比
賽；啦啦隊也預先排好舞步、口號，努力操練。當天得勝的關鍵是皇牌用在傳呼拉
圈的強項上，眾志成城，終於得到成果。體現出「口號」的合作精神。此外，今年
成長班足球比賽和羽毛球比賽，都分別得到亞軍、季軍。據說將於11月舉辦的生活
營，將有紮木筏、競技等集體活動，以建立班員的合作精神，真是活力十足。 
 
聯絡得宜．一呼百應 

讀者可能會問，這班活躍份子該如何統籌呢？不用擔心，他們活用現代科技，以
Whatsapp為主要溝通方式，每隊、每部職員都有各自的群組，整班又有Facebook

作為通訊園地，一呼百應，自然齊心就事成。班務運作上，職員會每年都能培訓新
葡，職員人數眾多，每部都有2至3人，侍奉機會多，新葡也願意加入，是非常健康
的團隊。 

 
 
 

 

約西亞成長班小檔案 
聚會時間：逢星期六下午 3:30-5:30 
聚會地點：教會703室 
導師：陳宇恩傳道（主任導師）、陳沛偉
傳道、李志輝、陳永華、梁婉馨、黃美思、
姚潔芬 
正副班長：陳震銳、馮恩賜、徐振華 
平均出席人數：45 
今年目標：主愛裡合一成長 



 

受浸新葡，同心成長 

約西亞大多數班員是受浸1至3年內的新葡，
對於唱詩歌雖缺乏經驗，但仍繼續努力在聖
樂同樂日創出佳績。聖經知識也有待增長，
於是今年度有10位願意接受裝備，報讀了信
徒領袖證書基礎班課程（另有5位正修讀中級
班及領袖班）。那份火辣辣的侍奉熱情，筆
者已經親身感受到了。訪問期間，筆者想到
的不是約西亞王，而是新約中，保羅的真兒
子提摩太，雖然年紀輕輕，努力學習成長，
絕對不可小看。 

內外兼顧，服侍大專生 

班員積極參與教會普通話事工，服侍來自國內的留學生。當中有10多位班
員是廣東話班義工，6對夫婦參與親善家庭行動。除了邀請內地學生出席
佈道會和祈禱會，還在成長班時段特別為他們舉辦了「愛裡尋城」專題週
，當日有20多位留學生參加，以10人為一小隊，每隊由留學生和班員組成
，由教會出發在九龍城一帶找尋4個定點位置 (check point)，藉此互相交流
、合作；這天也將近元宵佳節，因此也有猜燈謎活動，有動有靜，歡慶之
餘，更重要是能分享基督的愛。 

到達｢愛裡尋城｣的check 

point，大家都很興奮！ 

投入地
猜燈謎 

親善家庭活動 



 
以利沙成長班 
躍動的心 

 
活力充沛 

活動多籮籮的以利沙，無論是足球、籃球
、保齡球、羽毛球、遠足、旅行、騎單車
、聚餐等都不缺乏，就是連賞魚也有呢！
活動的數量雖然多，卻絲毫不損其認真的
態度，籌備工作從不苟且；以遠足為例，
這些年來所走過的每條路徑都經過精心策
劃，沒有重覆，探路的還會拍下短片，供
兄弟姊妹參考。久而久之凝聚了一群運動
愛好者，他們有的是班員，有的是未信主
的朋友。除了班上的活動，以利沙也積極
參與教會的各個項目，城浸的競技日和浸
聯會的運動日都少不了以利沙。 
 
毋忘使命 

曾有牧者說：教會的任何一個環節都不能
偏離福音，否則，充其量只是一所聯誼中
心，算不上教會。以利沙盡心盡力地安排
活動，當然也不是單單為了滿足大夥兒的
片刻歡聚，更希望吸引弟兄姊妹未信主的
伴侶前來參與，透過活動提供彼此認識的
平台，讓他們瞭解和接受信了主的伴侶的
教會生活，為福音撒種。事實上，以利沙
的信仰班是全年無休的，時刻歡迎未信主
的親友。對於那些初信和剛受浸的班員，
以利沙正在努力幫助他們穩定成長，盼望
能夠早日生根。 

 

以利沙成長班小檔案 

聚會時間：逢星期六下午3:30-5:30 

聚會地點：六樓禮堂 

導師： 饒炳德傳道（主任導師）、饒吳瑰 

 媛、梁勞家怡師母、張啟文、陳佩
清、葉文娟 

正副班長：鄧民超、張樂峰、王俊賢 

平均出席人數：56人 

今年的目標： 

1) 身心關顧：聯同聯誼部策劃有益身心的
康體活動，讓班員加深認識，彼此相交、
相愛。 

2) 與神相交，與主聯合：聯同靈修部推動
成年部巴拿巴運動，能在主內相交、相
愛、相助，以基督為主，保持緊密的靈
交。 

3) 口對口，頭對頭，心對心：以不同形式
設計週會和活動，切合實際生活需要，
將聖經真理直接應用在生活中。 

2012年靈實恩光學校義工服務 



恩典祝福 
微電影《科之戀》是以利沙動員了二十多位班員的傑作。這是城浸資訊部的一
項比賽。起初大家都覺得挑戰太大，卻因為一位姊妹從神而來的感動，決定全
力支持；結果一呼百應，由籌備、拍攝到完成，一幕一幕的彼此接納、包容、
忍耐、分享、支援、使整個流程變得豐豐富富。眾人齊心協力，如同一人，合
一的心只有一個目標 ── 就是把影片拍好。因為這部電影，大家都走近了，許
多的學習，還發掘出一些弟兄姊妹在這方面的恩賜。雖然比賽結果尚未揭曉，
天上的奬賞卻早已經臨到。 

彼此聯結 

以利沙的每位職員除了負責本部的事工外，同時會替另一部作支援，而每
一部又會有一位導師提供幫助。以資訊部為例，聯誼部是它的支援，而班
長部則是聯誼部的支援，這樣，一部扣住一部，沒有人會孤軍作戰，一來
可以讓各人的擔子輕省，二來可以起協調的作用；滿有心思的安排，把職
員會中的各個肢體緊緊地聯結在一起，心連心猶如家人一樣，盼望這個家
的感覺由職員會蔓延至全班。 

  

透過侍奉可以加強大家的歸屬感，自己成長之餘，也幫助別人成長。這個
班是屬於每一位班員的，正如今年的主題「以利沙‧你我家」；既是家的
一份子，就不應計較在家可以得著甚麼，反倒要思念能夠為這個家付出甚
麼，期待來年有更多弟兄姊妹願意加入這個侍奉團隊。 

由助道會的阿摩司到今天，以
利沙經歷了三十多個寒暑，數
次分班。 

2011城浸羽毛球比賽冠軍 

微電影《科之戀》
的拍攝 

齊心協力大比拼當日，啦啦隊即塲排練，成績不俗呢！ 



俄巴底亞成長班 
建立一個愛成長的成長班 

 
俄巴底亞成長班小檔案 
聚會時間：逢星期六晚上7:45–9:45 
聚會地點：培道小學  
導師：吳彩虹傳道（主任導師）、羅明
遠傳道、劉子炎、呂杏華  
正副班長：何笑馨、黃美玲  
平均出席人數：28人  
今年目標：鼓勵班員堅持靈修及禱告，
重新建立與神及與人的關係  

俄巴底亞成長班自2009年從阿摩司分班出來，人數雖然不多，但每位班員
都有清晰的異象和目標，就是同心協力地建立一個愛成長的成長班。 
 
以真理彼此相愛 

成長班今年的目標，是希望鼓勵班員堅持靈修及禱告，重新建立與神及與
人的關係。為此，成長班每月都有一段互相禱告的時間，在禱告中可以互
相關懷和支持。另外，鼓勵班員參加教會的週三祈禱會，多為教會禱告。
成長班也定時舉辦班員退修會，為班員提供一個安靜環境禱告及靈修，重
建與神的關係，像今年農曆新年假期，成長班到長洲舉行退修會，連主任
導師吳彩虹傳道也說，這是她多年來最能從中得著更生的一次。 
 
重視栽培及訓練 

俄巴底亞成長班非常重視栽培及訓練，
成長班除了使用教會提供的查經課程外
，今年特意為有心志追求靈命成長者設
立了一個為期一年的栽培式「門訓課程
」，參加者要堅持每週最少五天靈修、
寫靈修筆記，分享筆記，彼此代禱支持
，當中參與教導「門訓課程」的弟兄姊
妹，也同時得到訓練，達致教學雙長。 



持續服侍，實踐大使命 

學習之餘，實踐也是十分重要。俄巴底亞
的班員均積極、持續地參與本地及 ∕ 或國
內的服侍。成長班每月會安排班員作外展
服侍，現時與耆壯部的成長班合辦長者學
習計劃，班員分組定期探訪長者，向長者
作栽培訓練，節期時會送上禮物關心，與
長者及其親友建立關係，傳講福音。另外
，部份班心員每月一次到國內教會訪宣，
也是一種對外的服侍。 
 

 

 

共拼美麗的圖畫 

俄巴底亞成長班現正處於裝備鞏固期，弟兄姊妹十分忠心，願意在侍奉崗
位上付出，接受栽培訓練，有同一侍奉心志，或有軟弱的弟兄姊妹，大家
都彼此接納、鼓勵、代禱、互補不足，成就一幅美麗的圖畫。深信在未來
的日子裡，班員的靈命及侍奉的質素會持續提升，成為更成熟的信徒，帶
領更多人歸主！ 

互相建立、改變生命 

在小組牧養方面，俄巴底亞成長班鼓勵組
員之間建立一種正確的態度，互相建立扶
持 ──「不是一齊聽教導，而是在真理中
彼此交往；不是發洩、訴苦，而是表白自
己真正的觀念和行為；不是評價別人，而
是支持和建立別人；不是用世界的價值觀
，而是用神（聖經）的價值觀；不是建立
知識，而是改變自己和組員的生命。」 



班長交流會 
 

 今年第二次舉行的交流會2013年7月25日晚上舉行，交流會的內容豐富，班長
們踴躍參與，投入聚會。當晚首先以破冰遊戲帶出團隊的合作精神，接著由李
少強部長報告成年部最新的動向，讓班長們對本部有更多的認識和瞭解；部員
簡介8月17及18日「將心獻上」週會設計的內容；所羅巴伯成長班分享「如何
部署及推動成長班往培中聚會」；分組討論的議題有關「明年往培中聚會的成
長班的安排」、「如何協助福音部推動合班籌備佈道雙月的福音活動？」、
「齊心協力大比拼」競技日，參與者在討論的環節，坦誠分享，氣氛融洽。最
後余金蘭傳道以「侍奉真義」信息回應，提醒及勉勵班長們。信息提及領袖應
以怎樣的態度來服侍，如何帶領跟隨者投入侍奉團隊？並引用以下幾節的經文
分享作為侍奉者的先決條件： 

 
          1）以聖靈作引導，不可一成不變、因循苟且 
               「但我們既然在捆我們的律法上死了，現今就脫離了律法，叫我們服事主， 
                 要按著心靈的新樣，不按著儀文的舊樣。」（羅7:6） 
          2）以愛弟兄姊妹的心作出發點，謙卑態度來服侍  
               「也把你們因聖靈所存的愛心告訴了我們。」（西1:8） 
          3）以活潑的生命作侍奉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 
                 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12:2） 
 
            侍奉者更要學習跳出自我的框框，尋求與人達成共識，建立清晰的目標。 

日期：2013年7月25日 
時間：晚上7:30-9:35 
地點：四樓禮堂 
出席：57人（成長班代表 ∕ 部員 ∕  
                        傳道同工） 

主題：獻上為神家 
 



 
感謝神，2013年6月23日差
傳晚會已順利完成，參加
人數超過預期達300名。當
中成年部成長班共有26班
合共178人參與，以約西亞
成長班的參與人數最多！ 

成展體驗工房 
 

成展開放日於2013年5月19日（成年主日）下午舉行，當日以介紹
成展事工開始，然後讓各來賓親身參與由成展導師帶領的各項體
驗工房，包括國畫、馬賽克、餐巾貼袋、高清化妝、糕點製作、
太極和讚美操等，參加人數超過七十人次，大家表現投入，氣氛
歡樂。透過這次開放日，來賓對於成展都加深了認識，不少表示
即將報讀課程，並會帶領未親友參加，讓他們藉此接觸教會。 



2013年羽毛球比賽結果 

 今年羽毛球比賽已順利完成，合共有26隊、28班參加，包
括成年部：18班、青少部：
9班、耆壯部：1班 

亞軍：阿摩司 

季軍：希西家 

冠軍：撒迦利亞 

季軍：約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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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會606室；電話：27674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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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文燕       沈紹麗 

 鄺青峰       張少儀 

 陳國莉       劉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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