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獻美祭
編者的話

首先在此代表成年部恭祝各位，聖誕蒙福、新年進步。

「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脂油。」（詩65:11）神
的恩典是給予我們的禮物，我們又送甚麼給神呢？不錯，就是呈獻福
音果子，努力侍奉，彼此相愛。今期「e成長在神家」亦是送給大家
的禮物，內容豐富，包括多位傳道同工和部員分享他們2013年的感恩
事，成長班專訪 ── 撒母耳、那鴻、尼希米，75週年堂慶活動介紹，
四位新按立牧師的難忘時刻，以及成年部其他活動的花絮，正在展示
一幅同獻美祭的圖畫。希望神悅納這份禮物，亦盼望各位喜歡！請細
心閱讀吧！

e成長在神家
(Vol.6  2013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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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是感恩的一年 余金蘭傳道

失去了聯絡的一群中學同學重聚了；昔日未信主的同學
現在成為初信者；迷途的家人亦重回神的懷抱中；一起
侍奉的主內肢體戰勝病魔，重回侍奉崗位；本是肝炎帶
菌者的我得著神的醫治，也不藥而癒了……所以這是充
滿感恩的一年！昔日，奉獻作傳道是由於感到傳福音的
逼切需要，主的恩典夠用，多年蒙神的恩典及保守！今
天心中那團火仍在燃燒中，感到周遭還有很多人需要福
音，就如聖經所說：「祂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
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於是對門徒
說，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太9:36–37）

今年是我在城浸侍奉了26年的日子，也是被教會按立成
為牧師的日子，祈禱神讓我成為好牧人，學效耶穌的榜
樣，「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
」（約10:14）在未來的日子，願帶領更多人認識神！讓
他們有著更豐盛的生命。

我的2013 ──全是恩典 吳彩虹傳道

年初因喉嚨不舒服，到醫院專科應診，檢查後
醫生吩咐要入院抽組織，頓時嚇得半死，驚覺
自己的信心何其貧乏不足（後來才知道是患了
咽喉炎）。

年中驚聞被提名按牧，感謝教會對自己的侍奉
的肯定，戰戰兢兢中以甘心樂意侍奉主來迎向
挑戰。「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
的……」（林前15:10）深盼神額外的恩與我
同在。

今年暑假期間，帶領我信主的挪威宣教士，闊
別數十年後重遇，大家互相數算恩典，肯定自
己是蒙恩的人！此外，家人都從外地回港，十
六年來首次整整齊齊，拍了一幀家庭照，父母
笑逐顏開，盼每年都有此機會，一起感恩一起
歡聚。



豐碩的一年

現在很多國家或團體在週年回顧時都喜用一個「漢字」去表
達。就著今年侍奉感恩這方面，我想用一個字來形容：
「碩」。碩就是豐盛或巨大的意思。感恩的事數不盡，我只
提出兩點和大家分享。

在構思同獻美祭這意念時，真的沒有想過今年是教會進入75
週年，心裡只想鼓勵班員將果子呈獻給神。在部會提出時，
各部員都十分支持這個構想，並身體力行的推動這個運動。
在整個過程中感受到部員同心協力，由祈禱運動預備人心開
始，直到十月舉行的培靈奮興晚會上得以圓滿收割，真的看
到神的同在，大家親身嚐到主恩的滋味。

另外，當自己的侍奉越多時，遇到的困難就越多，無論是工
作本身的難度，或受到別人的不理解甚至批評等。感謝神加
添我的能力及愛心，讓我得到很好的操練，感到自己的生命
也成熟了一些。讓一切的榮耀歸與賜恩典的神！

部長李少強執事

能夠在城浸大家庭中參與侍奉，是何
等的有福氣，每次接受一些新嘗試總
會有點兒憂心能否安排妥善，時間是
否足夠去處理等等，但靠著那加給我
力量的神，並弟兄姊妹們的配搭，往
往就成為一件件美麗的事情，感謝主
不嫌棄卑微的我，讓我能經歷侍奉的
喜樂。

第一副部長 ──方慧雯

感謝主讓我在成年部侍奉，可以向一
群常以基督的事為念的同工、執事和
部員學習，我們之間也建立了一份深
厚的情誼和默契。今年推出「同獻美
祭」系列，包括多個項目，現在都逐
一完成了，尤其是七月舉行的「齊心
協力大比拼」，我們之前沒有類似經
驗，也擔心場地和天氣的問題，結果
神給予最好的預備，成長班的回應很
正面，這讓我深深體會到，只要我們
同心合意，神便會給我們成就。讓我
們一起努力吧，不要氣餒，因為主必
看顧。第二副部長 ──林文燕



「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林後
12:9）

踏入城浸侍奉第八年，今年的生活頗忙
碌：大女兒讀小一，各項要求比幼稚園
時倍增；自己進修輔導課程，感恩獲益
良多，深深經歷主恩夠用！

饒偉利傳道

活化心靈 ──梁桂華傳道

小僕和太太最近有機會到韓國首爾自由行，按著網上資
料，去到惠化駱山公園附近一個小區。原本是一個舊村
落，稀稀疏疏的近百間平房，殘殘舊舊，你怎麼想像也
不覺得這是旅遊點，但一些藝術家發起在這個老舊的社
區，加添了公共藝術，在房屋的牆壁上、在小巷間、在
樓級上，填滿了新鮮的色彩。此後這社區成為許多韓劇
拍攝場地，也吸引了國內外的觀光客，讓一個死氣沈沈
的社區，忽然間活化過來。

信徒的信仰生命有時也會死氣沈沈，好似一條鹹魚，遠
看像條魚，近看不是魚；每星期都返教會崇拜，遠看似
信徒，近看嘛……

保羅說：「使耶穌從死人中復活的神的靈，若住在你們
裡面，那使基督從死人中復活的，也必藉著住在你們裡
面的聖靈，使你們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羅馬書
8:11）我時常也提醒自己，必須活化過來，就好像那舊
社區，否則很容易變成一條鹹魚。願那住在我裡面的聖
靈，使我那快要死去的心靈又活化過來。



在侍奉的路上，2013年是滿有恩典的一年！
今年的活動及聚會較往常為多，過程中，也
曾感到吃力。但感謝神，祂的恩典夠用且有
餘；祂並賜下很好的團隊，彼此互補互助，
終可獻上了美祭來回應恩主的大愛。這都是
恩典，願榮耀歸神！

張啟文部員

2013年是成年部和成長班忙碌而又充滿挑戰的一年。
打從2012年11月新職員訓練日起，成年部展開了「同
獻美祭」的序幕。一整年的活動都朝著推動和鼓勵成
長班員投入侍奉的行列，是次以目標為本的全年活動
是成年部前所未有的，整個部都懷著戰競的心情一步
一步摸索前行。除了成年部的推動外，各成長班的配
合至為重要。感恩這個全年活動終於在神的恩典和弟
兄姊妹的配合下順利完成。雖然並不是所有的參與者
都能加入侍奉的行列，但得到各方的支持和認同，實
在是超出了所想所求。

何家強部員

感恩不停、侍奉繼續 ── 李葉小燕執事

感謝主！讓我在城浸按齡牧養成年部這個團
隊有份，由當部長至後來退居幕後角色，讓
我有機會與一班忠心的傳道及部員同工而感
恩，雖然各人恩賜各有不同卻可以合作無間
，成年部是「和諧團隊」實在當之無愧。願
我們繼續在神面前「同獻美祭」，服侍更多
成年群體。



臨別贈言：一個小工的反省── 馮錦鴻傳道
（註：全文以口語化形式表達）

每天都是塞滿著不同的事情，完成工作就好似做緊填充題，要盡快
填滿佢！然而年紀越大，手腳就越慢，眼又睇唔清，要接受自己做
嘢要慢番D！現在多了D時間想一想，究竟以前係太快，還是現在的
速度才是正常呢？以前做得咁快又為咗乜呢？答案就係做得快，自
然做得多（當然質素都唔差），很自然就會得到別人的稱讚！唉......
又係嗰個自戀自大狂！（應該係自卑至真！）

人真係需要成功感（別人的肯定）才覺得自己有存在的價值（人所
以生存的空間），人若面對他人的批評或否定時，不管是針對人或
祇是針對事，被批評的人（我個人認為 ∕ 當然我都係咁）一係覺得
自己有問題，一係佢哋唔明我！因為被人責罵（可能係恨批）時，
感覺就係被人完全的否定，整個人都好似冇哂咁！幾年前在母會的
事情，我想我最不開心的，就是這樣！然而，當時上帝提醒我：你
不是透過侍奉（教會的工作）去建立你個人的形象或甚至是你的地
位，單單侍奉神就是你侍奉的唯一原因！在神學院的靈命操練營中
，祢也提醒我：不是你出去拯救人，乃是你要被我拯救！

感謝上帝的帶領和教會的厚愛，讓我能在城
浸這個大家庭開展我全時間侍奉之路，我深
信這是一條恩典之路。但願我能成為神喜悅
又合用的器皿，使更多的人認識主耶穌基督，
得著今生的豐盛和永恆的福樂。阿們。

朱在慈傳道

感恩！回歸城浸這個大家庭已四、五個月，除了成
年部恆常的工作外，更有機會主講多個家長講座、
以家庭方向主講的佈道……。近年的侍奉心志，希望
是以家庭事工為主，讓我們的下一代，也跟隨我們
所信靠的三一上帝敬虔度日。在這世代中，建立更
多的基督化家庭！

陳詠恩傳道



2013培靈奮興系列 ──

「同獻美祭」培靈奮興晚會

2013年10月19日，緊接在週六晚堂崇拜後，城浸家舉行了「同
獻美祭」培靈奮興晚會，是整個培靈奮興系列的高潮，亦掀起
了城浸75週年堂慶活動的序幕。感謝神！當晚共有超過800位
弟兄姊妹出席，遠遠超出會前的估計，這反映出弟兄姊妹對
「同獻美祭給神」的踴躍回應，並對追求靈裡得到復興的熱切
渴慕！

蔡少琪牧師透過約翰福音21章的經文，向會眾提出了兩項挑戰：
(1) 你願將餘生被神所用嗎？ (2) 你打算有哪種人生下半場呢？
最後蔡牧師呼召會眾以行動去積極回應，結果有五位弟兄姊妹
願意立志接受神學裝備，並投入全時間侍奉；又有接近100位
弟兄姊妹願意立志以餘生委身服侍神的教會。其後，大會也收
回共91份回應表，願意參與城浸家十三部的侍奉。

隨著培靈奮興晚會的結束，成年部2013年培靈奮興系列亦已完
成。期盼貫穿整個系列的主要元素，能在城浸家弟兄姊妹的心
中扎根 ── 立志委身於神家、與同行者成為恆常的禱告伙伴，
撇除個人成見，以團隊精神參與及投入神家的服侍。願恩主大
大使用城浸家和厚厚賜福給眾弟兄姊妹。



75週年「呈獻福音果子」運動
──共建新命樹

目的：藉城浸家建堂75週年慶典，鼓勵弟兄
姊妹以行動來回應神的厚恩，在2014裡以禱
告為福音對象恆常守望，並具體落實以下三
項行動：(1) 經常與人分享福音；(2) 領人出
席教會聚會； (3)領人決志信主。

內容：
(一) 立約咭

2014年1月派發立約咭。該咭分為三部
分：(1) 個人立志 ── 由參加者自行保管；
(2) 果子 ── 若立志者在2014年內成功
帶領福音對象決志，將來便可把決志者
的名字寫上，下款寫上自己的名字，撕
下並掛在大堂壁報板之生命樹上；(3) 代
禱咭 ── 立志者可將福音對象名字寫上，
撕下並投入教會預設於大堂的代禱箱內。

(二) 統計決志人數「福音果子」
預計全年共兩次統計決志人數：(1) 2014年5月大佈道會後結
算 (中期收集)，2014年6月公佈；(2) 2014年11月30日後結
算 (最後收集)，2014年12月中公佈總數。2014年6月及2014

年12月在崇拜場刊內公佈最多「領人歸主」的首10個成長班
名稱 (排名不分先後) 及全教會整體決志人數的總數。

(三) 設立「最多領人歸主」獎
每部選出三個成長班 (排名不分先後)，以示鼓勵。

堂慶活動預告 城浸家即將踏入建堂75週年，各部陸續籌辦一系列堂慶活
動，成年部在2014年有兩個項目，包括推動75週年「呈獻
福音果子」運動及舉辦成年發展中心十週年聚會，詳情如
下：



成年發展中心十週年

「福音在成展」計劃
成長班承包課程計劃

為協助推動75週年「呈獻福音果子」運動，及落實成為福音平台
的使命，成年發展中心（成展）特意推出「福音在成展」計劃，
讓成年部的成長班可以用優惠價格承包成展的精選課程，並可自
訂細節及加入福音元素，藉此推動班內弟兄姊妹邀請未信親友參
加，領人歸主。要參加這個計劃，成長班須注意有下列條件：

1. 課程參加者必須有1/3或以上為班員的未信親友；

2. 成長班傳道同工 ∕導師必須出席；
3. 課堂中必須加入福音元素（例如：見證分享、見證短片、導
師短講等）；

4. 同一個成長班一年內只可承包相同的課程一次；
5. 成長班須於申請表內列明福音元素，參加者身分（班員 ∕ 未
信親友）、人數等計劃內容；而課程完畢後三星期內須提交
實際參加者名單及回應。

有意參與此計劃的成長班，可向教會楊麗群姊妹索取申請表格，
填妥後交回楊姊妹。如超額申請，成年部成展及活動組會按有關
計劃書進行甄選。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 2767-4239 與楊姊妹
聯絡。

成年發展中心（成展），自2004年成立，到2014年便滿十
歲了！感謝主！成展在這些年來舉辦了不同類型的課程和
講座，弟兄姊妹藉此學習了新的東西和技能，導師學員之
間也建立了珍貴的友誼，更重要的是透過這些課程，弟兄
姊妹邀請未信親友參加，讓他們接觸教會、繼而參加成長
班及加入教會的例子不少。為了進一步落實成展作為福音
平台的工作，2014起會推出「福音在成展」計劃，鼓勵成
長班承包課程（詳情請參閱下表）。適值教會堂慶75週年
，成年部謹訂於2014年5月25日(主日)，舉辦成展十週年慶
典暨開放日，具體安排容後公布，請各位先行預留時間！



撒母耳成長班 ── 不平凡的2013
苦難中經歷神同在 造就生命祝福別人

筆者第一次接觸撒母耳成長班是在2012年10月，以部員身分出席了撒母耳
一位導師的安息禮拜。當晚出席者過百，筆者只能擠在電梯口聆聽儀式進行。
雖素未謀面，但感受到班員突然失去導師的哀痛，不禁悲從中來。一年後，
聽到他們今年聖樂同樂日的參賽歌曲 ──「別無他名…惟有主耶穌聖名…」
彷彿看見天開了，神的榮光臨在，天地一同讚美；想到死亡不是終極，逝者
與我們會在天家重聚，永遠向神獻上讚美！

淚水多，恩典更多
繼一位熱心侍奉的年青女導師，沒留下一句話就安息主懷後，2013年撒母耳
班經歷了無數離別的哀傷。許多班員的親人相繼與世長辭；甚至有遺下年邁
母親，因病悄然離世……這年來，不知出席了多少次安息禮拜獻詩，唯悲中
亦有喜，年底亦有為班員的婚禮獻上動聽的樂章。

成長班專訪

撒母耳成長班小檔案
聚會時間：逢週六晚上 7:45–9:45

聚會地點：外展中心禮堂
導師：羅萃賢傳道 (主任導師)、李少強、林寶興、

余詠卿
正副班長：許偉恩(正)、張寶玉(副)、梁小京(副)

平均出席人數：36–40人
今年的目標：
1) 班員人數增長，目標全年增長10–20%；
2) 推動班員靈命茁壯成長、積極裝備；
3) 帶動弟兄姊妹事奉心志；
4) 鼓勵弟兄姊妹之間多些互相關心及守望祈禱。

文：沈紹麗



有活力、專注認真
撒母耳成長班於2003年由青少部升班，2009年分出希西家成長班。班員
動靜皆宜，成年部主辦的羽毛球、足球、乒乓球比賽，都積極參與，亦曾
獲獎創下佳績。7月參加成年部的齊心協力大比拼時，班員更拿來道具努
力練習。9月排練聖樂同樂日曲目時，班員出席率也甚高，態度認真，今
年亦獲得優異獎項。是次獻唱的詩歌，是由一位導師悉心編曲，之後還釘
裝樂譜給每位班員留念，令筆者嘆為觀止。

建立自己，祝福更多人
來年撒母耳成長班有5位新班員加入職員會侍奉，亦增添3位班員報讀信徒
領袖課程接受裝備。看見班員的成長，導師們也甚感安慰。明年期望再提
升班員屬靈生命的質素，鼓勵成立祈禱小組互相守望，推動更多班員接受
裝備、委身侍奉。今年筆者有幸陪伴撒母耳成長班走過一段短短的路程，
為此衷心感謝神。從你們身上，看見神的大能、和祂奇妙的作為。你們在
苦難中所得的安慰，為的是要安慰別人，求神繼續大大使用你們！

死亡並沒有令班員意志消沈，反而明白到生命的無常並要珍惜眼前人，更
要把握光陰領人歸主。於是逆境中重新振作，齊心關顧患難中的班員、逝
者的家屬，帶領了許多親友信主。導師們悉心鼓勵，並身體力行作好榜樣，
將班員團結起來，以致週會出席率甚高。11月更舉辦了一個懇親福音聚會，
有48人參與，其中新來賓佔22人，可見神讓苦難變成了祝福。



那鴻成長班 ──清晨的翅膀

那鴻成長班小檔案
聚會時間：逢主日上午 8:15–9:45

聚會地點：地庫B區
導師：饒偉利傳道 (主任導師)、譚永雄、余佩玲
查經組長：黃偉業、梁翠宜
正副班長：趙恩澤(正)、李志恆(副)、李贊寧(司庫)

平均出席人數：32人
今年的目標：
1) 多靈修、多親近神、建立屬靈生命；
2) 提升班員間之關懷及服侍；
3) 鼓勵班員接受栽培訓練，接受裝備；
4) 參與教會事奉及傳福音。

看著上面的小檔案 ── 聚會時間為「主日上午8:15」，啊！真是個挑戰！那鴻原是從
以賽亞分出來的伉儷成長班，由於別的時間可使用的地方已滿，所以他們樂意地在這
個清早時段聚會，是成年部第一個也是至目前為止唯一一個在這時段聚會的成長班。
單憑這份「願意」的心，已經有理由蒙神祝福了，難怪那鴻在侍奉的路上，處處經歴
神的大愛。

上帝早已預備
2012年的佈道雙月，那鴻跟以賽亞並哥尼流成長班合辦了「黃金歲月、豐盛人生」，
是次聚會，邀得Sunny哥哥作主持，共203人出席，當中137位是新來賓，3位決志信
主，42位願意留下聯絡作日後跟進。得此果效，全是恩典，因為籌備的過程，由選址
、邀請嘉賓、安排食物、音響設施、到弟兄姊妹間的合作和參與，都幾經波折，藉著
信心與禱告，最終順利完成。原來一切都在主手中，只要我們願意擺上，事就成了。

莊稼已經熟了
在今年的佈會活動中，那鴻深深體
會到主所說的：「舉目向田觀看，
莊稼已經熟了，可以收割了。」
（約4:35）壁屋監獄佈道是那鴻的
新嘗試，雖然經驗不足，也帶領了
7人決志信主。數次的醫院和街頭
佈道，共有14人信主，其中有些
人更是初次接觸，因著過往曾聽過
福音，在探訪當天決志，讓那鴻感
受到被主使用的喜樂。

文：張少儀



上帝聽禱告
不久之前，一位姊妹的姨甥，得了急病，必須在一個月內換心，年僅33歲的
他一家篤信別的宗教，眾人都為他能在離世前信基督而著急，可是弟兄姊妹
每次到深切治療部探望時，都被該宗教的人士搶先一步。謀事在人，成事在
天，切切禱告之下，他在世的日子延長至88天，且能保持清醒頭腦，讓他有
機會將基督教和別的宗教作比較，憑著姊妹早前對他傳講過有關永生盼望的
信息，他終於在返天家前受洗歸入基督。感謝聽禱告的主，人雖有限，祂卻
無限。

[1] Karl Barth, Evangelical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Michigan: Eerdmans, 1979, p.160.

信心走天路
「禱告」是神學工作中最基本和首要的行動[1]，也是這次訪問
中聽到最多的兩個字。那鴻十分看重禱告，除了鼓勵弟兄姊妹
出席祈禱會外，在週會前會有祈禱小組，也曾在早堂崇拜後設
有每月一次的祈禱聚會。

那鴻成長班，你們正展開清晨的翅膀，
朝著目標，帶著使命，飛得更高更遠！

守望的天使
那鴻有一支探訪隊，除探望有需要的肢體外
，也有探望幾位已返天家的班員的家人，並
予以幫助，使他們從弟兄姊妹身上感受到基
督的愛。今年初，有位弟兄因為試用新藥，
導致嚴重藥物敏感，弟兄姊妹和牧者輪流到
醫院探望他，現在他已經出院回家，盼望他
能早日康復，大家都會繼續以禱告搖動滿有
憐憫的主。此外，那鴻亦有參與普通話事工
，幫助從國內來港的留學生，使他們早日適
應這裡的生活，消減離鄉別井之苦。

彼此建立
那鴻的弟兄姊妹都很用心地策劃活動和週會
。像今年的靈修營就加入了很特別的立約環
節，每位弟兄姊妹拿著蠟燭，安靜地立於十
字架前默念，再一次用心靈向神立志，場面
令人感動。另外，每半年有一次聖經問答比
賽，讓弟兄姊妹重溫查經知識。今年還特別
成立了栽培小組，專為初浸班員而設，透過
講述耶穌生平，為他們打穩信仰的根基。



尼希米成長班 ──

委身跟隨基督的團隊

成長班小檔案
聚會時間：逢主日上午 9:45–11:35

聚會地點：教會710室
導師：吳彩虹傳道 (主任導師)、趙麗

文、龐志偉、龐黃迅恩、老咪
霞、司徒慶然、易婉雯、周貴
昌、吳傳坤

正副班長：廖志富(正)、梁錦雄(副)、
劉麗薇(副)

平均出席人數：60–70人
今年目標：尋求旨意敬拜追求神（甘

心學效基督）、立志委身
裝備見證神（甘心與神同
工）。

成長班特色
尼希米成長班有一個很別出心裁的口號：「尼接受裝備，希望傳福音，米疏於事
奉，班員靈命長」，這正好道出成長班的特色。成長班著重全人的發展，很多班
員都願意委身，參加教會的信徒領袖課程，從而得到很大的造就，為神工作，投
入成長班的活動。成長班中有很多年青夫婦，有不少小朋友，年齡由手抱的嬰孩
至幼稚園3年級，他們朝氣勃勃，充滿活力和喜樂。此外，每個班員都樂於參與宣
教工作，各人都心裡火熱，努力侍奉神。

維繫班員的心得
要維繫班員的關係，班員使用 What’s App 建立群組互通消息，知
道了弟兄姊妹的情況，在成長班時段便能迅速地為有需要的人祈
禱，找尋幫助或解決方案，導師亦會貼身牧養，關懷班員。尼希
米設有信仰班，組員也會參與成長班的活動，因此，他們在信仰
班完成後便能隨即投入成長班的生活中。

文：梁鈞良、林文燕



著重團隊建立
尼希米成長班很重視團隊建立，有助
班員合一，集中力量侍奉神。班員熱
愛參與Team Building（團隊建立）活
動，班中各職員也踴躍參加，希望能
把班員組織成愛神的忠心團隊。在家
聚中，弟兄姊妹一起分享愛筵，孕育
出家庭之愛，亦有助建立團隊精神。
成長班也曾在專題週會中以播放電影
的形式，教授有關團隊建立的知識，
使班員對團隊建立有更深層的瞭解。

侍奉中難忘的經歷
成長班中有一位姊妹患上癌症，雖然她與母親和姐姐同
住，但是面對癌病，仍然有很多需要。當成長班知道她
的情況後，一起支援她，包括全班分個人和小組去探訪
她，關心她的需要，並且幫助她的日常起居飲食，又安
排接送她往返醫院接受治療，當中的扶持和守望從不間
斷，各盡其力，班員無私的付出正好將主耶穌的愛實踐
起來。感謝神，經過一年的治療，那位姊妹正在康復中
，並且參與侍奉。此外，尼希米成長班這兩年都參與了
每年四次定期的訪宣活動，每次都有二十至二十五人參
加，班員在訪宣活動中分工合作，建立良好的默契，除
了核心成員每次都隨隊出發外，班員亦輪流參與協助宣
教事工，他們侍奉的心志因而增強不少。

期望和展望
尼希米成長班恆常出席旳約有60至70人，主任導師期望成長班人數繼續增長，
可以分班。除了人數增長外，班員在屬靈品格上也不斷成長，勤於學習聖經，
實踐信仰生命。尼希米成長班時刻儆醒，基督徒的信仰不能只放在腦袋裡，而
是要在日常生活中活出來。就讓我們和尼希米成長班一起，委身跟隨主耶穌，
在屬靈生命上長進！



佈道雙月活動一覽表（2013年11–12月）

日 期 活動名稱 ∕性質 負責成長班 地 點 內 容

11月3日（日）
15:00–19:30

長洲燒烤樂悠悠 哥尼流
以利沙

基督教永光會堂 詩歌、見證、信息分
享、燒烤

11月24日（日）
9:45–16:30

喜樂繽紛美景遊
（福音旅行）

拿單
以斯拉
基甸

元朗南生圍敬輝
農場

福音信息、遊戲、食農
家菜

11月30日（六）
15:00–17:00

以「愛」建家
（小型佈道會）

路得
以西結
哈該

九龍城浸信會禧
年（恩平）小學

詩歌、遊戲、讚美操、
見證、信息分享

12月15日（日）
11:45–14:30

聖誕親恩樂融融
（福音聚會）

所羅巴伯
所羅門
以利亞

培道小學禮堂 班員表演項目、見證、
信息分享、愛筵

12月15日（日）
9:00–17:00

教我如何去愛他
（家庭日營）

撒迦利亞
但以理
何西阿

烏溪沙青年新村 見證、信息分享、享用
營內設施

12月15日（日）
9:00–17:00

福音旅行 約珥
哈巴谷

元朗 參觀蝴蝶園、享用農場
鮮奶及流浮山海鮮餐

喜樂繽紛美景遊（福音旅行）

基甸、拿單和以斯拉三個成長班在2013年11月24合辦福音旅行，當天有70多位新
朋友參加，先在培道小學禮堂集合，由李瑞科傳道宣講福音訊息，然後180人浩浩
蕩蕩由教會出發，往元朗南生圍食農家菜。到達目的地後，有些人往濕地公園漫
步，有些人在午餐地方閒談，氣氛融洽，負責人預備了很多禮物和遊戲，大家都
玩得很開心。

這次三個成長班一同策劃、籌備，透過會議，一同商討舉辦福音活動，見到弟兄
姊妹不分彼此、互相配搭、同心合意的侍奉，讓未信的親友能認識主耶穌，這樣
的齊心侍奉是何等美、何等善的事呢。



由成年部及輔導組合辦的「共建五星級的家」家庭講座及
工作坊，已於2013年11月16日（週六）下午圓滿舉行，當
日超過400人出席，先由講員區祥江博士以生活化方式作
主題分享，然後分成三個工作坊，分別探討「建立與原生
家庭關係」、「建立與配偶關係」和「建立與子女關係」，
台上台下討論氣氛熱烈，參加者均表示大有得著。講座及
工作坊當日的資料可於成年部資源中心網頁下載：
http://adr.baptist.org.hk/adult18.php

「共建五星級的家」──

家庭講座及工作坊

2014新職員訓練日

2014年新職員訓練日已於2013年
11月10日順利舉行，有關資料可
於成年部資源中心網頁下載：
http://adr.baptist.org.hk/adult20.php



成年部2014活動一覽表

日期 活動內容 日期 活動內容

1–12月 75週年「呈獻福音果子」運動 7月5–6日
堂慶週會：教會歷史回顧及
成長班班史（回顧、前瞻、
發展過程）

1月24–26日 教會75週年堂慶培靈會 7月6–27日 乒乓球比賽

2月1–2日 農曆年初二、三，成長班暫停 7月16日 福音部交流會（二）

2月19日 福音部交流會（一） 7–8月 班長茶聚交流會（二）

3月20日 班長交流會（一） 8月2及9日
港九培靈研經大會，晚上成
長班暫停、午間在地庫聚會
的成長班暫停

4月 「基甸300」：大佈道會預工 8月24日 堂慶活動及聚餐

5月18日 成年主日 9月27–28日 成長班新職員選舉

5月25日 成展十週年慶典暨開放日
10月1日
（公假）

家庭日營（建立家庭祭壇）

6月3日 隊長交流會 11月9日 2015年新職員訓練日



馬穎儀宣教士
最愛金句：「你要謹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訓，要在這些事上恆心；因
為這樣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聽你的人。」（提前4:16）

難忘一刻：1999年被差
往泰國宣教

攝於泰國侍奉的神學院

2013年12月26日牧師按立禮
── 四位準牧師的簡介



余金蘭傳道

最愛金句：「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
你們的道路。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
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賽55:8–9）

難忘一刻：（上）神學畢業預備
開始侍奉。（下）昔日與弟兄姊
妹往西安探訪（後排中）。

與家人歡欣合照



吳彩虹傳道

最愛金句：「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
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神的兒子而
活；他是愛我，為我捨己。」（加2:20）

難忘一刻：今年六月與昔
日領我信主的杜安謙宣教
士 Å SHILD BJÅ NESØ Y

（右一）在香港重逢。

今年11月10日與哈該成長班的手足一起感恩歡欣。



白智信傳道

最愛金句：「（萬軍之耶和華說）真實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裡沒
有不義的話。他以平安和正直與我同行，使多人回頭離開罪孽。」
（瑪2:6）

難忘一刻：
1983年在城
浸舉行婚禮

一家三口樂融融



聯絡我們
成年部事宜，請與鍾基業弟兄聯絡：
-教會408室；電話：2767-4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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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7-4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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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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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鈞良 張少儀

陳國莉 劉啟光

陳沛偉 朱在慈

饒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