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建生命樹 

e成長在神家 

vol.7  2014年5月 

編者的話  

明媚的五月，繁花正茂，你有否思想到教會大堂的生命

樹也長得茂盛，結滿果子嗎？年初的立志至今實踐了多

少？正值教會75周年，我們要趕緊為主作工，呈上最好

的。今期「e成長在神家」以「共建生命樹」為題，走

訪了哈巴谷、以斯拉和以賽亞成長班，分享他們追求生

命建立、榮神益人的見證。同時，我們邀請了吳彩虹牧

師教授我們「護心術」、成年部第二副部長張啟文弟兄

分享心聲、另外還有成年月簡介、75周年果子呈獻活動

的進展、成展十周年感恩派對的資訊，以及其他精彩活

動花絮和預告。希望你喜愛這期「e成」為你所準備的

內容，請細心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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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心術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或作你
要切切保守你心〕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
發出。」（箴4:23） 

最近不少同工到醫院檢查心臟，希望病向淺中醫，結果有不
少發現開始有小毛病，需要特別留意每日的飲食習慣及恆常
規律運動。 

 

箴言提及「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發出。」(4:23) 心乃生命的泉源，可指思想、情緒、
意志或內裡的動機，一生的果效，由心發出，可見其重要性。
若我們的心健康純正，行為也有健康的道德力量。究竟我們
可以用甚麼東西來護衛自己的心呢？ 

 

答案很簡單，就是神的話語。上文提及「要留心聽我的言詞，
側耳聽我的話語」(4:20) ，「不可離你的眼目，要存記在你
心中」(4:21)。「因為得着它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醫全
體的良藥。」(4:22) 箴言第一章至第九章述及揀選智慧，拒
絕愚昧，第四章展示了智慧的道與惡人的路，作者更在 

4:20–27 節中呼籲讀者要專注自己的心、耳、口、眼和腳，
堅定不移的走這條生命道。 

吳彩虹牧師 

牧者心聲 



 

你今天讀了神的話語嗎？或許你已讀了頭條日報！ 

 

你今天留心聽了甚麼資訊？或許是馬航客機失蹤或劉進圖事
件！ 

 

你今天注目在甚麼事上？或許是恆生指數，又或者是股市的
升跌！ 

 

你今天存記了甚麼東西在心中？或許別人對你負面的批評，
又或是對你讚賞的說話！ 

 

我們要以大警覺去守護自己的心（參呂振中譯本），每日都
要進行護心術，有神的話語進入我們的內心，生命泉源便會
生出美善的嘴、健康的眼、正直的腳來。與此同時，也要操
練除掉欺詐、說謊、是非的嘴唇，雙眼要向前正視，謹慎自
己的腳遠離惡事（參 4:24–26）。這樣，我們個人的生命不
但健康，且在在影響我們周邊的家人、社群及城市。 

 

病向淺中醫，請你也簡單評估一下自己的屬靈情況。你今天
讀了神的話語嗎？你今天輸入了甚麼資訊？不要讓你的心血
管充塞著脂肪及膽固醇積聚物，導致心肌缺氧及壞死。趕快
改變你的生活方式，維持每天規律的護心術！ 



共建生命樹 

 

今年適值城浸家的75周年堂慶，為了回應父神在過去日子的一
直眷顧、使用和所賜厚恩，堂慶籌委會要求教會十三部都認真考
慮，可以在堂慶年獻呈甚麼給恩主？ 

 

成年部獲採納獻上三個聚會 ∕ 行動，分別是去年10月19日舉行的
「同獻美祭」培靈奮興晚會、今年年初開始為期一年的「共建生
命樹～呈獻福音果子」福音行動、及將於今年5月25日舉行的
「成展十周年慶典」。 

 

其中，成年部佈道組在構思「共建生命樹～呈獻福音果子」時，
考慮到教會存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建立生命和廣傳福音。在建
立生命部份，教會已於二零零零年全面推行「按齡牧養」，主要
透過聖經教導，幫助弟兄姊妹紥根真理；更鼓勵眾肢體透過參與
事奉和生活見證，踐行真理，不但能將領受的恩典與同行者 ∕ 後
來者分享、更能促使靈命持續成長！ 

  

靈命成長所帶來的必然果效，就是結果纍纍，且能立己立人。 

聖靈所結的九種果子，能提升信徒的生命質素，是立己的 

果子；另外，就是透過福音行動，引領更多生命遇上主耶 

穌，接受福音得永生，是立人的果子。 

部員的話 

張啟文 

成年部第二副部長 



主耶穌曾吩咐祂的跟隨者，要使萬民作祂的門徒；所以在75

周年堂慶年，推動及鼓勵城浸家全體會眾向恩主「呈獻福音
果子」，是自然不過的選擇。一方面，相信這能適切地回應
了主耶穌的命令；另一方面，這也是最佳的方法，將城浸家
在過去所白白領受的恩典，與更多的生命分享。 

  

就這樣「共建生命樹～呈獻福音果子」便成為了城浸家75周
年堂慶慶典之一。若您有感動要為呈獻福音果子而立約，可
以盡快向所屬成長班的主任導師 ∕ 傳道同工索取立約咭，並
在填妥後，將代禱咭部份撕下，投入設於禮堂正門入口處的
收集箱，讓其他弟兄姊妹也能協助守望您的福音對象，同心
合意興旺福音！ 

 

在75周年堂慶年之際，祈求恩主將得救靈魂天天加給城浸家。
阿們！ 



75周年 

呈獻福音果子運動 
75周年呈獻福音果子運動開展了四個多月，感謝神的恩典，
教會共收到各年齡部成長班，及女傳道會的立志咭總數有
1029張，立志人數及福音對象人數分別為1011人及2766人。
為配合本年大佈道的祈禱運動，所有已填寫福音對象名字的代
禱咭，由3月起已分發給參與周三祈禱會的弟兄姊妹代禱，願
神感動他們的心靈，接受福音與神和好，得享永恆的福樂。 

設於大堂的生命樹，您有呈獻上果子嗎？
大家繼續努力，落實：(1) 經常與人分享福
音；(2) 領人出席教會聚會；和 (3) 領人決
志信主。加油啊！ 

75周年活動快訊 



 

成年部成年發展中心自2004年成立至今已經十年，在這十年間，我們成
功開辨超過600個課程，約6000人次參與，課程多元化，不僅讓成年弟
兄姊妹從中學習到新的東西、紓解壓力，亦使中心成為福音平台，帶領
未信親友接觸教會。藉著教會75週年，成年發展中心謹訂於2014年5月
25日（禮拜日）舉行感恩派對，誠邀弟兄姊妹踴躍參加。 



成年月 

 

5月份 

大堂展板 

主題：「廣傳福音、多結果子」 

設計理念：為了慶賀教會75周年，成年部全力推動「呈獻福音果
子」運動，鼓勵弟兄姊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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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3) 領人決志信主。 

配合教會發展，三個主日早堂時段的成長班（包括所羅巴伯、哈
伯谷、基甸）已開始於培道中學聚會，加上新成立的「米該雅成
長班」，神給我們看見有更多事奉、傳福音的契機。 

過去十年，本部所設立的成年發展中心亦不斷努力舉辦各類活動
來吸引人認識教會、認識福音，今年更增設「福音在成展」承包
計劃，以幫助成長班促進福音工作。5月25日將會舉行成展十周
年感恩派對，願同賀主恩、榮耀歸予神。 

甚願我們都能承先啟後、繼往開來，廣傳福音、多結果子、共建
生命樹，以報答這位愛我們、救贖我們的神。 

5月17–18日 

(主日)崇拜 

– 成年主日 

1. 各堂司職人員由成年部部員擔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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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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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主日) 

下午2:30–5:00 

九龍城太子道379

號外展中心 

 

「成展十周年感恩派對」 

內容： 

成展事工回顧、作品展覽、各項課程示範及體驗， 

包括：讚美操、馬賽克、國畫、曲奇餅製作等。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與饒偉利傳道及鍾基業同工查詢。 

* 成長班可獲額外津貼每班$150 

成年月安排 

5月是教會的成年月。今年成年月，成年部將以「廣傳福音、多結果子」為主題於
大堂設立的展板，另外於5月17–18日（成年主日）崇拜有特別安排及5月25日（下
午）於外展中心舉行「成展十周年感恩派對」，詳情如下： 





「米該雅成長班」成立了！ 

2014年2月9日，蒙神的恩典，並在眾嘉賓、導師及班員的見證下，
安提阿A成長班正式從青少部升上成年部，蛻變為米該雅成長班。 

 

先知米該雅 (Micaiah) 的名字是「有誰像耶和華？」的意思。他是
一個對神話語很執著，很有膽量的先知。米該雅是在北國亞哈王時
代的先知，同期的猶大王是約沙法。當時這兩個王打算聯手攻打敵
人，猶大王約沙法建議先求問耶和華。然而，亞哈王的四百個先知
都只會說「吉言」奉承國王，唯獨米該雅堅持一貫不肯說虛謊話的
原則。他有一名句：「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耶和華對我說甚
麼，我就說甚麼。」（王上22:14）。 

 

盼望每位班員都好像先知米該雅一樣，對神話語有執著、謹守 

和遵行的心志；並在神的愛中繼續茁壯成長，碩果纍纍。 

 

 

米該雅成長班 

聚會地點：培道中學藝術教育中心4樓 

聚會時間：逢星期日早上9時45分至11時30分 

對  象：未婚職青及年青夫婦 

主任導師：陳沛偉傳道 

班徽的意義：在
神的真光光照和
恩手保守下，弟
兄姊妹能像一棵
樹苗茁壯成長，
並按時候結果子。 

新成長班資訊 



哈巴谷成長班 

捨己的愛 
成長班小檔案 

聚會時間：主日上午9:45–11:30 

聚會地點：培道中學4樓B室 

導  師：饒偉利傳道（主任導師）、柳思
偉執事、林美倩、劉慶華、林
少芬、林月雲、梁兆輝 

正副班長：李喬奇、黄佩玲、林均樂 

平均出席人數：35人 

今年的目標：廣傳福音榮神益人，培中齊成
長共事奉 

1)  配合教會，推動領人歸主運動 

2) 加強關顧肢體生活 

3) 鼓勵大家多參與各項事奉，活出基督的
樣式 

急不及待要告訴大家：哈巴谷成長班已經進入流奶與蜜之地了！ 

 
啟迪人心   
去年的一個週會，哈巴谷播放了介紹培道中學的短片，席間柳思
偉執事分享了這個故事：一位牧師在德國開會的時候，趁著空檔
探訪附近的教會，來到一間頗大的教堂門前，裡面的禮堂比城浸
大得多，正坐著百多位會眾專心聽講，為此感恩之際，看到會眾
旁有一人站著拍照，牧師生怕這人騷擾聚會，於是上前勸止，豈
料近前一看，全是臘像！包括坐著的會眾和講壇上的牧者都不是
真人！後來跟當地牧者了解，才知道這是歐洲的普遍現象，來聚
會的人越來越少，許多基督徒都流失了。 

順服入美地 
想到城浸家正因人數眾多，以致聚會點不敷應用，我們該為此
感恩嗎？若因地方不足而容不下更多肢體，是對福音的攔阻嗎
？柳執事肺腑之言開了弟兄姊妹的眼，看到教會需要擴展的異
象，醒察到這是神的心意，超過九成班員毅然同意遷往培中聚
會，騰出空間給有需要的肢體，採訪的房間頓然出現一度耀目
的光彩，是基督的捨己得以彰顯的原故吧！哈巴谷的聚會點經 

成長班專訪 



歷多番變改，起初是在教會的地庫副堂台，繼而上了八樓禮堂，接著搬到馬頭
涌官立小學，之後去了城展，後來又返回馬頭涌官立小學，今年一月正式在培
中聚會；尤如昔日以色列的遊牧生活，蒙神引領，終於進到祂所賜之地。 
 

傾福施恩 

培中的環境清幽，合班地方、器材、分班班房都十分舒適， 
還有飯堂可以供早餐會用，促進肢體間的溝通。然而，這 
邊的設備有別於城浸，聚會的枱櫈要自己擺放，遇上學校 
考試或活動的日子需要早作安排，週會簡報必須準備妥當 
，因為這裡沒有詩歌集；增添了勞苦，反而激發團隊精神 
和凝聚力，明白到回來不是為享受，而是要盡上諸般的分 
，有參與自然有歸屬感，出席人數隱定，沒有流失，這豈 
不是神的祝福嗎？ 
 

 訓練有素 

廣闊胸襟與屬靈生命不可分割，短短幾年，哈巴谷已生了六位導師，一位傳
道人，還有一位準傳道人在學中，在同工和導師的鼓勵和推動下，班上願意
裝備的氣氛濃厚，七成班員曾接受教會的信徒訓練。 
 
迎向新關口 

哈巴谷的事奉心很強，每年會有訪宣，務求每位班員都有機會到內地教會體
驗；此外，會定期探訪深圳女子監獄和樂富中心的長者；每年有三次為兒幼
部的喜樂成長班安排週會，以活動形式配合孩子好動的個性，反應不俗。今
年四月有一連串的預工以響應教會領人歸主的主題；誠然，對慕道者來說，
若有一座教堂，吸引力會較大，因此，現在來慕道班的人數確實少了。另外
，培中的崇拜尚未有詩班，習慣了城浸敬拜模式的弟兄姊 
妹會感到欠缺，願天父祝福為祂擺上的，引領哈巴谷紮根培中，有 
美好的適應與成長，以新思維面向天國。 

教會75週年了，哈巴谷祝賀城浸家人數日日增添，積極領人歸主，
活潑生命成長，在主裡得更新。 



以斯拉成長班 

紥根主內 

 

「以斯拉呀，以斯拉；唔好以為我地係師
奶；玩起遊戲勁過哥斯拉；唔會同人拖拖
拉拉；加油贏你一條街。Yeah！」 
以斯拉成長班去年在「齊心協力大比拼」
競技同樂日，榮獲啦啦隊比賽亞軍，當中
的口號，盡顯班員的創意，也道出以斯拉
成長班的特色 –火熱的以斯拉，更勝過哥
斯拉！ 

以斯拉成長班小檔案 

聚會時間：逢主日上午10:00–11:45 

聚會地點：培道小學禮堂Ｂ 

導  師：李瑞科傳道（主任導師）、鄧錦輝
執事、鄧徐君韻、方慧雯、何家強、
胡路雲、敖卓綝、陳瑞儀、黃嘉韾 

正副班長：張惠賢、何嘉樂、李家聲 

平均出席人數：60人 

今年的目標： 

1) 火熱事奉 

2) 全心關懷 

3) 活出信仰 

4) 共建神家 

與時並進，廣傳福音 

以斯拉成長班鼓勵班員以家人及同
事作為傳福音的對象，並經常會透
過探訪活動、專題講座、大食會及
福音旅行，推動個人佈道，過去曾
經有接近一百人參與懇親旅行。成
長班亦關心國內福音的需要，過去
兩年參與訪宣。為了配合大佈道會
，本年度基甸300舉辦健康講座，
由註冊美容營養師從中、西醫學角
度探討身心靈健康的重要，藉此傳
福音。 



火要經常燒 

為了建立班員的屬靈生命，靈修部推出有一系列主題性週會
「火要經常燒」，隨後亦以此源於利6:9–13的主題，舉辦一
系列的週會，幫助班員在靈裡面紥根。例如在第2013年初的
週會中，就送每位班員一支柴枝，以提醒班員，當作活祭獻
與主，壇上的柴火不可熄滅！碰上成年部在2013年的立約咭
以葡萄樹作封面，靈修部邀請姊妹修飾一下柴枝與立約結合
，最後成為枝子與葡萄樹的結合，藉此亦提醒我們，與主相
親，要常在主裡面！班員響應靈修部的呼籲，將立約咭放在
當眼的地方，以經常自我提醒與主相親！ 

心境年青、創意無限 

以斯拉班員心境年青，充滿活力，且創意無限， 

所以成長班也會特別安排一些週會，運用班員的恩賜來設計內
容，例如繪畫、剪頭髮、中藥介紹，讓班員善用恩賜，發揮所
長。此外，成長班亦會提供不同渠道，讓不同恩賜的班員參與
，如設計班衫、設計口號等，班員為「齊心協力大比拼」競技
同樂日所設計的口號，蠻有創意吧！ 

 

呈獻果子、送上祝福 

適逢本年是教會的結果子年，以斯拉成長班願意結果子呈獻給
神，並送上祝願：「願城浸上下一心傳揚福音，求主復興教會
，我們同獻身心感謝主恩。」 

團結友愛，消除隔膜 

成長班希望能夠團結齊心，帶領更多人歸主，
互相關顧。要維繫班員，必須先有一個穩固團
結的核心，在主任導師的帶領下，導師及各部
職員每天有美好的靈修生活，彼此溝通和支持。
大家願意付出私人時間，關心班員，聚會後也
經常會有活動，如一起出外午餐，讓班員感到
以斯拉是一個屬靈的「家」，無分階級，只要
有任何一個成員有需要，大家都會幫忙。 

信仰班會舉辦一些戶外活動，例如行山、打羽
毛球、大食會及個别探訪，讓班員與初慕道的
朋友多些接觸，減低疏離感，增加慕道朋友對
成長班的歸屬感，日後能順利融入成長班。另
外，由於有些班員已提早退休，生活模式有所
轉變，因此成長班也會在星期三舉辦球類運動
及姊妹組聚會，讓班員有機會帶領未信主的親
友參與不同類型的活動。 

 



以賽亞成長班 

如鷹展翅 
以賽亞成長班小檔案 

聚會時間：逢主日上午 10:00–11:45 
聚會地點：外展中心 
導  師：陳詠恩傳道、吳健森、莊英明、

劉彩英、陳錦波、余佩玲 

正副班長：周艷玲(正)、陳偉權(副)、曾淑
敏(副) 

平均出席人數：45人 

今年的目標： 

1) 內地訪宣 

2) 本地宣教 – 院舍探訪（一年四次） 

3) 事奉服侍 – 以聯組合作各項服侍 

4)   牧養栽培 – 希望培訓每位組員帶領查經，
彼此服侍，牧養他人，並掌握傳福音的
能力，嘗試將查經部分分為四節，每位
組員負責一部分，逐漸培訓他們有帶領
查經的心志。 

實力與活力兼備  

以賽亞成長班雖然是伉儷成長班，但由於新來賓的加入，現班中
約有三分一為未婚。大部分班員信主十年以上，靈命成熟。訪問
當天大家準備了豐富的資料，彩色印製圖文並茂，令筆者感受到
他們的認真、專業，可謂實力派的成長班。但當提到是否刊登年
輕主任導師的花下微笑圖，大家又變得活潑調皮，氣氛輕鬆。 

 
行出教會合一 

今年成年部有3個成長班搬到培道中學聚會。以賽亞動員探訪，
參與所羅巴伯的差傳週、西萊雅（壯年部）的開班禮、米該雅 
的新班成立禮，以行動送上祝福，發揮共建生命樹的精神！ 



熱心侍主神恩豐 

班員熱心領人歸主，探訪長者、街頭派單張都不遺餘力。以往基甸三百曾舉辦
過攤位同樂日，在輕鬆氣氛下傳福音；也曾在酒樓舉行聚餐會，邀請了兒童節
目主持Sunny哥哥講見證；也辦過財經講座佈道會，由班員主講，吸引了很多未
信朋友出席。有新來賓因此留下參加信仰班，其後受浸加入教會繼續追求。 
 

最驚心動魄而又感恩不斷的莫過於今年3月30日的福音旅行。聚會在涼快舒適的
天氣下順利完成。18位班員陪伴22位來賓同證神恩。班裡有2個親善家庭，邀請
到9位留學生及適逢來港探親的家長一同出席。旅途上來賓與班員交流融洽，最
感恩的是，各人能在酒樓安靜聆聽陳詠恩傳道分享「生命信望愛」的信息。有
來賓表示對教會留下美好的印象，願意繼續認識基督教。大家安全回家後，黃
昏開始落冰雹，暴雨警告不斷升級，全港都為市區商場天花墜落而驚愕，但神
所保守的能安然歸家。大家為著神奇妙的安排而讚嘆不絕！ 

 
聚會地點利與弊 

在外展中心聚會前後6年了。比起當中2年在教會地庫開班，這裡的設備完善，
環境舒適。可是，為了配合參加清早堂崇拜後趕來的班員，開班時間延至上午
10時，但結束後又有不少班員要匆匆前往教會本部參加午堂崇拜，尤其是在本
部有事奉崗位和需要照顧長者和孩子的導師、班員們，以致實際分享時間減少
。正因場地局限，不能吸納一些參加教會崇拜而沒有參加成長班的新來賓。 

 
展望 

以賽亞的資源豐富，班員的成熟程度甚至可成立一間小型教會，因此 
導師期望每位班員都能帶查經，發揮恩賜，延續教會75年愛神愛人的 
力量，薪火相傳。求主堅立班員的勞苦、事奉心志，讓更多人看見侍 
主蒙福的見證！ 



班長交流會 
日期：2014年3月20日（禮拜四） 

時間：晚上7:30–9:45 

地點：地庫小禮堂 

出席：50人（成長班的代表、部員及傳道同工） 

主題：共建神家 

這是今年第一次舉行的交流會，各成長班的班長出席支持。聚
會開始，以「互相認識」遊戲打破彼此的隔膜，現場氣氛充滿
歡樂，各人不期然地投入整個活動中。然後由李少強部長介紹
本部的架構，最新的動向及未來發展的計劃。哈巴谷成長班的
班長分享「如何帶領班員往培中聚會」，神的引領過程及導師
們的鼓勵；剛從安提阿A班升上成年部「米該雅成長班」，是
成年部最年輕的成長班，該班兩位正副班長簡介及分享成長班
的情況。成長班分享後，安排班長們分組討論，他們投入參與
，坦誠分享，氣氛融洽。 
 

其後，是饒炳德傳道的信息分享，坦言成年部出現老化的問題
，「同齡佈道」在職場、家庭年輕的成員傳福音，帶領未信主
的同事、朋友及家人返教會，穩定出席成長班聚會，能幫助成
長班年輕化，並強調我們傳福音，舉辦不同活動的目的，是要
藉著福音大能，改變人的生命。饒傳道提出，事奉團隊成員的
生命質素。透過「門徒訓練」尋求生命的師傅，建立好的關係
，向好師傅學習，能培育有質素的生命。成長班職員事奉生命 

活動花絮 



的根基於那人愛追求神的說話，並願意遵行，鼓勵作為事奉者，每日要靈修親
近神，思想神話語的教導，實踐生活中，才能培育有質素的生命。 
 

誠盼如饒傳道引用經文「他們在原有的根基上築壇，因懼怕鄰國的民，又在其
上向耶和華早晚獻燔祭。」（斯3:3），以色列人被擄回歸，重建聖殿，面對
很多的艱難和挑戰，在建殿前，他們在根基上築壇，雖然心裡懼怕，「懼怕」
是事奉的心態，堅持需要勇氣，他們仍然有勇氣事奉；他們向神獻祭，重建生
命的祭壇，與神建立好的關係，有力量建聖殿。面對同齡佈道、職場佈道，我
們會害怕遭人拒絕，盼望能像以色列人有那份勇氣，堅持下去；向神獻祭，重
建生命的祭壇，與神建立好的關係，愛慕神的話語，幫助我們的事奉。 

成長盃籃球公開賽 

專為青少部及成年部而設的兩年一度「成長盃
籃球公開賽」於本年二月至四月舉行，成年部
各成長班的反應相當熱烈，大衛、以斯拉、柏
齊雅、希西家、所羅門及約西亞成長班均派出
隊伍參加男子組比賽，姊妹也不示弱，尼希米
和柏齊雅也派隊參加女子組比賽。激烈的比賽
在黃嘉樂牧師祈禱後正式開始，並在梁明財牧
師主持頒獎後圓滿結束。在此恭喜各得獎隊伍
，也勉勵各參賽者再接再厲！但願成年部的弟
兄姊妹們在事奉中也能效法運動員的精神：目
標清晰、全力以赴、合作無間、活力四射！ 

女子組 男子組 

尼希米 

柏齊雅 

路司得 腓立比 

安提阿 

柏齊雅 ∕ 拿
撒勒聯隊 

冠軍 

亞軍 

季軍 

比賽結果 



隊長交流會 

日期：6月10日(二) 

時間：晚上 7:00 

地點：外展中心 

活動預告 

靈修部交流會 

日期：5月20日(二) 

時間：晚上 7:30 

地點：八樓禮堂 

成年部交流會 

期待已久的成長班乒乓球比賽將於7月
舉行，共有15隊參賽，較早時已透過
抽籤方式編配對賽路線，相信各班都
會加緊練「乒」，大家記得來捧場打
氣啊！比賽日程如下： 

 

日期︰7月6日、13日及27日（主日） 

時間︰下午二時至六時正 

地點：培道小學 

乒乓球比賽 
查經工作坊 

講者為播道神學院副教授趙詠琴博士
（《聖筵共享》作者），相信參加者
到時會獲益良多。屆時還可用優惠價
購買《聖筵共享》，好「著數」！ 

 

日期︰6月22日（主日） 

時間︰下午二時半至五時半 

地點：四樓禮堂 



聯絡我們 
 

成年部事宜，請與鍾基業弟兄聯絡： 

– 教會7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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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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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國莉  劉啟光 

麥偉民  蔡玉玲  沈紹麗  張少儀 

朱在慈傳道  饒偉利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