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的話 
 

秋天是一個果子成熟、收成的季節。教會75周年的堂慶活動
由去年十月的同獻美祭培靈奮興會掀起序幕，到八月到達高
潮，藉著不同的活動，我們衷心地把收成的果子一一呈獻給
神。今期「e成長在神家」就以「呈獻果子」為題，報導了
75周年呈獻福音果子活動的進展、成展十周年感恩派對的盛
況、新按立執事譚永昌及張啟文的心聲、梁桂華傳道和林文
燕部員的分享文章，以及所羅巴伯和拿單成長班的專訪，還
有其他精彩活動花絮和預告。希望大家喜愛這期「e成」的
內容，繼續齊心結果子！ 

e成長在神家 
vol.8 2014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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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自己是我們的和平，使雙方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絕的牆，而
且以自己的身體終止了冤仇。」（弗2:14） 

 

人與人之間可否有和平？最近看了一齣電影「猿人爭霸戰 ── 猩凶崛起」
，故事說人類原本和猿人和平相處，但由於互不信任，開始產生了仇恨，從而
開展了人類與猿人的戰爭。這情況不單在電影裡人類與猿人中間出現，也出現
在今日人與人中間，上月在香港發生一宗命案，兄長不滿弟弟日日向母親攤大
手板索錢飲酒玩樂，當母親是「人肉提款機」，當晚弟弟帶醉回家，向母親稱
無錢支付的士費，兄長按耐不住心中怒火，失手殺了弟弟。 

 

保羅說：「基督是我們人與人中間的和平。」有時基督徒會自我麻醉，自
稱愛人如己，但當我們坦白面對自己時，我們知道頭腦上的認知，不一定會成
為我們心中的動力。最容易測試出我們是否與人不和的方法，就是主動向對方
傳福音，當我們發覺我們不能向某人、或某些人傳福音時，就證明我們和對方
中間有一面隔絕的牆。75周年呈獻果子運動的立約卡上，立約者須填寫福音對
象的姓名，我們填寫了沒有？有沒有一些名字，我們絕對不會考慮填寫上去？
假如有的話，求主憐憫，求主拆毀中間隔絕的牆。 

 

憑著自己，我們可能真的不希望再接觸對方，甚至很希望對方一直沉淪下
去。感謝主，基督以自己的身體終止了冤仇！試想想，基督已經為了我們的罪
釘死在十字架上，如今我們在基督裡，靠著祂的血，已經可以與上帝和好。保
羅說：「我們是受了聖靈的印記，一切苦毒、憤怒、惱恨、嚷鬧、毀謗，和一
切惡毒，都要從我們中間除掉。」（弗4:31）2014還有下半年，我們應該珍 

惜光陰，靠著上帝所賜的恩典，把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傳給我們身邊的人。 

 

拆 牆 
 梁桂華傳道 

梁桂華傳道伉儷 



結果子的生命 

部員分享 

「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
所作的，盡都順利。」（詩1:3） 

 

75周年堂慶其中一個活動，是各成長班在7月初舉行一個以教會及成
長班歷史為主題的特別週會。為了班史的一部分，我班資訊部的職員由
年初便開始搜集多年來的照片，而作為班內的「資深」份子，我和另一
位姊妹獲邀負責向班員介紹。 

 

雖然每張相片所捕捉的是某時某刻的情景，但把它們拼合起來，就
能展現出一條成長之路。我們由2000年教會實行按齡牧養前後的誕生篇
開始說起，成長班由當初二十多人到現在六、七十人，職員數目亦由當
初的十數人倍增至20多人，而從歷屆職員會名單中，不難發現當日的資
訊、聯誼、事務等職員，逐漸擔任不同的崗位，後來成為班長、查經組
長、導師、部員，亦有修讀神學而成為傳道人的；成長班透過不同的國
內訪宣、本地的外展服侍，如院舍佈道、報佳音、探訪、派糭、送湯等
服務，讓我們實踐傳福音的使命、也讓我們信心飛躍；在一些懇親會及
福音活動，班員帶來的家人朋友得聞福音，後來決志信主、加入教會、
投入事奉；縱然我們音樂造詣不高、運動健將不多，但在聖樂同樂日及
球類比賽中都曾得奬，想必是神因為我們同心而給予的鼓勵；肢體之間
建立深厚的情誼，在人生重要的時刻，或喜或悲的時候，總有弟兄姊妹
在身旁支持和鼓勵。 

 

相片以外，我們也邀請了昔日的導師回來聚舊，很是溫馨。這個週
會不僅勾起大家很多美好的回憶，也讓我們深深感受到這條成長之路滿
是祝福與恩典 ── 感恩我們小小一個成長班能在神的救贖計劃中有份，
感恩我們藉著不同活動發揮著不能言喻的果效。願主繼續加添我們的力
量，在未來的日子為主作更大的工，就像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樹，按時候
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 

林文燕 

（成年部部員、 

約珥成長班班員） 

筆者（前排右一）爸爸受浸
時與前導師葉小燕執事及成
長班姊妹合攝。 



75周年快訊 

75周年呈獻福音果子運動 
 

城浸75周年呈獻福音果子運動 ── 不知不
覺地已過了大半年，看見生命樹上的已經掛上
了一些果子，每個果子背後都有一個值得感恩
的故事，籌委會已將當中一些故事拍攝下來，
製成短片，並在八月底交與各成長班分享，讓
每個生命故事，能夠鼓勵班員繼續努力傳福 

音，祈盼在年底前，有更多的果子被獻上，將
榮耀歸給三一真神。 

城浸75周年的堂慶活動由2013年10月開始至今已陸續舉行，
其中成年部主力推動的「同獻美祭」培靈奮興晚會及成展十周年
感恩派對已分別於2013年10月19日及2014年5月25日圓滿舉 

行，另外呈獻福音果子活動亦如火如荼。堂慶活動進入8月可謂
到達高潮，教會在8月24日舉行堂慶感恩崇拜暨按立執事典禮，

當晚還有感恩聚餐，喜氣洋洋。 

75周年堂慶 

感恩聚餐 
 

城浸75周年堂慶感恩聚餐在
2014年8月24日（主日）晚上於倫
敦酒樓舉行，筵開百多席，大家聚
首一堂，同頌主恩，樂也融融！ 

http://www.baptist.org.hk/75/index.php


事奉主是每一個基督徒應做的事情，因為我們都是從神得著救
恩，成為了「有君尊的祭司」。能夠服侍這位萬王之王、萬主
之主，是何等美好、何等有福的事。在城浸這個大家庭中，神
給了我們很多學習事奉的機會。只要我們願意，神就必按祂的
時間表，為我們安排。而成長班正是我在城浸家事奉的起點，
當中弟兄姊妹互相關懷、互相代禱，使我感受到屬靈家裡的溫
馨。在不同的事奉崗位中，我從沒有想過「執事」這個崗位。
因為神要求作執事的要有很高的屬靈品格（提前3:8-10），而
我自問是極其不配。另一方面，在城浸，「執事」是個終生的
事奉崗位。當我知道被提名時，心裡確有點兒忐忑不安，因為
我怕自己不能達到主的要求。人是軟弱的，但神卻要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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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也提醒我們在侍奉神的生命上，要
「殷勤，不可懶惰；要心裡火熱，常常服事主。」（羅12:11）
求主幫助我，學習成為神家裡忠心的「執事」── 忠心的「僕
人」，願意謙卑地在各樣的事奉上，服侍主，蒙祂喜悅。 

 

2014年8月24日教會舉行75周年感恩崇
拜暨按立執事典禮，當日按立了四位執
事 ── 王寧添、王秀慧、譚永昌和張啟
文。其中譚永昌執事和張啟文執事是成
年部成長班的導師，後者更是成年部的
第二副部長，所以對成年部來說很有親
切感呢！且聽聽兩位新任執事的心聲： 

譚永昌執事伉儷 

成年部傳道同工、執事和部員與四
位新按立執事合照留念 

75周年堂慶感恩崇拜暨 

按立執事典禮 

譚永昌執事 



 

 
 

 

  

        自98年年中，孩子和太太開始帶同年幼的兒子來到城浸家參加主日崇
拜。就在起初階段的一次聚會上，張慕皚牧師引用了約書亞記十四章迦勒
憑信求未得之地的心志和行動，鼓勵會眾效法迦勒般，憑信去爭取生命中
未得之地；孩子被深深感動，也暗自立志要憑信去爭取生命中未得之地！
隨後的日子，我們也開始參加主日學的學習；未幾，透過主日學同學的推
介，嘗試在週六參加哥尼流助道會的聚會。輾轉到了2001年11月4日主餐祟
拜，當日的講員是彭滿圓牧師，他以羅馬書十二章一節的經文勉勵會眾委
身侍主；孩子被感動，確知道要回應，跟黃嘉樂牧師分享後，經他轉介，
得到張慕皚牧師的幫助，發出推薦信，便進入神學院修讀部份時間［神學
研究］課程，至07年畢業。另一方面，孩子在2003年首次獲選加入成年部
參與服侍，至2005年年底，因要專注晚間的學習而辭別了成年部。事隔兩
年，再獲成年部邀請及會友支持，第二次加入成年部服侍，一直至今，實
在是莫大的恩典！ 

 

        今年三月，當得悉孩子被提名為新執事候選人之一，感到有點錯愕！
自問在城浸家服侍資歷尚淺，而且屬靈兄姊實在比比皆是；但又不禁繼續
問：「這豈不正是領向生命中未得之地的路徑嗎？不就是委身侍主的具體
行動嗎？」所以，經過禱告和慎重考慮後，便帶著平安回應，欣然接受被
提名的邀請。回望過去的十六年，打從踏入城浸家開始，父神便讓孩子沿
途遇到很多位既良善又忠心的牧者和傳道，與及數之不盡的屬靈前輩；在
孩子眼中，他們都活出了基督的佳美樣式、是活的聖經！從他們身上，孩
子實感獲益良多，生命得著持續陶造和更新，在在都是白白得來的額外厚
恩。今日更得到教牧同工、眾執事及會友的信任，被選為執事，全都是話
語難以言全的恩典！惟願孩子在執事的崗位上，能靠主恩典效法過去75年
城浸家的眾位先賢，忠心地跟隨主耶穌的腳蹤，服侍肢體，榮耀主名。 

張啟文執事 

張啟文執事伉儷與兒子 



特稿 成展十周年 
感恩派對盛況 

盧陳詠恩傳道 

        教會最初設立成展的目的，是希望它可以為成年會友提供一個相交、學
習、分享的好地方，更希望藉成展去做前線福音預工。從十年前的開幕禮到
現在，真是「十年人事幾番新」！在籌備的過程中，我看到了昔日開幕禮、
五周年感恩會及成展開放日等的相片及資料，對第一次參與成展慶祝活動的
我來說，在教會成年事工及成展運作上增加了不少的認識！ 
 
        相信大家早前必定收過成展慶祝活動的邀請咭，見過相關的宣傳海報、
簽名布、十周年特刊，甚至在崇拜期間看過宣傳短片，這些都是經過我們數
個月的努力而完成的，而拍攝宣傳短片更是一項繁瑣的工作，由起初聯絡、
構思對白內容、安排台前幕後人手、編排拍攝時間、以致最後剪輯至限時內
播完等，實在要多謝導演和大衛成長班、同工和義工的剪接及製作。 

        2014年5月25日對成年發展中心而言是個
大日子，成展十周年是城浸75周年慶典之一
，我們希望展現成年人的活力，成年人大多
已經踏入人生下半場，但生命可以越活越精
彩，所以小組組員揀選了用「開派對」形式
去籌劃、構思是次慶典。 

余金蘭牧師為成展事工感謝
神的恩典。 

成年部一眾與到賀的
長者鄰舍中心人員合
照留念 

大型的嘉賓留名「冊」 



       在525慶典當日，成長班完結後大家便急忙來幫助，除了一群部員外，
更加上一班恆常服務的導師，徐明師傅製作十周年生日蛋糕，馮家輝導師
統領我們作全場的大型佈置，約珥成長班姊妹亦在廚房密密地製作小食，
還有讚美操的孫茜老師和學員一同綵排表演，緊隨著的就是預備工作坊的
曹淑群導師教國畫、管小衛導師夫婦教馬賽克和餐巾貼、葉敏儀導師的曲
奇餅、歐仍恩導師的彩繪等等，實在是包羅萬有，各有特色，大家用自己
的恩賜獻上最美！ 

 

       下午來賓陸續到達，多謝執事會主席何鏡煒執事，並其他中心、前元老
的到賀，實在錦上添花。非常感謝多年來成展組的組員，還有前線教導工
作的導師們，願我們為主繼續多行一步，將福音帶到不同的地方，人與 

神、人與人都緊密相處！ 

成展十周年紀念特刊及更多精彩圖片，請
瀏覽成展網頁 http://adc.baptist.org.hk。 

六位獲頒長期服務奬的導師與梁明財牧師合照：譚偉
新（左一）、葉敏儀（左二）、曹淑群（左三）、林
宏（右三）、徐明（右二）和譚建華（右一） 

執事會主席何鏡煒執事蒞臨致賀 

精彩的工作坊和美
食，梁牧師也笑逐
顏開。 

所有主禮嘉賓、成年部同工及部員、導師
大合照。 



成長班專訪 

所羅巴伯成長班的名字裡雖然有一個「伯」字（笑），但其實他們是一個
「年紀很小」的成長班，因為他們是於2013年從所羅門成長班分班出來的，
到現在還不足兩歲呢！而且班員都是一群充滿活力和熱誠的基督的精兵！ 

 

全心順服‧樂於適應 

所羅巴伯成長班在短短年多的時間裡，已在兩個不同的地點聚會，由2014年
1月開始，他們從城浸遷往培中聚會。對於這次聚會點的改變，班員早已有心
理準備，所以在推動上沒有遇上太大的阻力，很順服地接受調遷培中的安排。
然而在培中聚會，畢竟需要適應的地方不少，例如在時間上，以往是先崇拜
後聚會，現在則是先聚會後崇拜；大家要提早到場排椅子，不夠的話還要由
地下禮堂把椅子搬往五樓聚會的地方；現在沒有司琴，只能播Youtube或清
唱詩歌；現時是聚會後便崇拜，相交時間會較緊逼，所以時間控制亦變得非
常重要，班員分享超過時限便會被「叮」。縱然如此，班員還是樂於適應。 

 

成長班小檔案 

 
聚會時間：逢主日上午 9:45 – 11:30 

聚會地點：培道中學5B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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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副班長：蔡承泰、胡永定、孫莉 

平均出席人數：45人 

今年目標： 

1) 鼓勵班員立志多傳福音，領人歸主。 

2) 鼓勵班員恆常出席成長班，學習成長，投
入事奉；並彼此關顧，建立更關愛的團契。 

一呼百應 

所羅巴伯成長班 



廣傳福音‧一呼百應 

福音部恆常安排班員去龍翔中心探訪長者，和他們分享福音訊息，並與中心協
辦一些福音性的活動，如新年團拜、福音聚會等，由於人數所限，有些班員因
此不能出席，但他們也會做幕後幫手，準備應節禮物、聚餐、小食、盤菜等等，
例如新春團拜整個成長班總動員做了幾十盤蘿蔔糕送給長者們，而大部份支出
的費用（除購買盤菜外）都是弟兄姊妹自行奉獻出來的。除了探訪長者外，所
羅巴伯成長班亦於2013年承接了一年四次國內訪宣的服事；還有一次別的成
長班包團到西安訪宣，但最後因參與人數太少未能成行，在成長班內呼籲後，
一呼百應，結果那次有12人前往；今年則獨立包團到西安訪宣，並邀請到幾位
年輕人幫忙，使今次訪宣增添活力。此外，今年亦嘗試全班一同往街頭佈道，
雖然不是全部班員都參加過「美滿人生」的訓練，但班員都很落力傳福音，神
也為是次佈道預備了果子。 
 

 

 
看重靈命‧靈「糧」日新 

成長班為了鞏固班員的屬靈生命，靈
修部每日在Facebook中成長班的社
團群組内貼文，藉「爾道自建」中的
內容和牧者分享，帶領班員靈修。為
了鞏固班員的神學思想，成長班在
2013年曾舉辦過真理教導週，以探討
三位一體、一次得救永遠得救，和為
何基督徒要返教會等神學課題；而今
年則在週會中討論過為何要靈修及靈
修遇到的困難等課題。 

 
 渴慕聖工‧全民皆兵 

所羅巴伯成長班鼓勵班員除了透過讀經、靈修來鞏固屬靈生命外，亦須
透過事奉來讓自己的屬靈生命有所成長。今年職員人數約佔成長班恆常
出席人數的四成，而其餘的班員也積極參與教會不同的事奉，例如男士
事工、兒幼部、三福隊長等等。還有，成長班本年出了一位神學生，在
領袖訓練班及其他證書課程中，也有四位班員畢業。看到班員由初信、 



受浸，以至參與事奉而成長，實在是一件喜樂和感恩的事。有一位弟兄於
2012年開始返教會，當時只是協助攝影上的工作，之後願意負責週會中的環
節，現在已是職員了。另外有一位姊妹，初時出來說話時害怕顫抖，現時已
經可以勇敢地出來分享了。 

 

心境年青‧週會多元 

今年成長班每季均有一個週會交由一組全權負責，讓每一位組員參與其中，
學習事奉，感受自己是成長班的一分子，增強歸屬感，首兩季就曾舉辦過以
「宣教篇」和「神的創造」為主題的週會。此外，有一位班員博覽很多懷舊
有趣的兒時遊戲，在聯誼部事奉期間，創了不少遊戲供主題週會之用，例如
放紙飛機、紙版足球、甚至用人來做棋子玩盲棋，而推介健康的專題周也會
用大富翁形式，當然「命運」、「機會」便變成和健康有關的內容，很有特
色。 

 

彼此結連‧互為肢體 

除了每組每季均舉行組聚彼此交誼外，在每主日崇拜後，班員都會自組一同
午膳，因此班員之間的溝通不只是局限於組內。基於大部份班員都喜愛大自
然，所羅巴伯行山組便隨之而成立，每次約有20人一同行山，班員有時還會
邀請未信朋友參加，為傳揚福音提供另一個平台。此外，成長班亦大力推動
班員參與城浸家的活動，例如長者中心派糭活動、聖樂同樂日等，藉此讓班
員加深對彼此之間的認識，也加強班員之間的凝聚力。 

 

祝賀教會75周年 

所羅巴伯成長班就是這樣一個團結齊心、一呼百應、全民皆兵的成長班。在
教會75周年的大日子，他們祝願城浸家「往後有70個75周年，城浸家人人都
是基督精兵！」 



成長班專訪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 

拿單成長班 

踏入九月，又是忙於新職員選舉的日子，正當大家為人選費心的時候，拿
單成長班感恩地說：「這幾年我們不愁事奉人員，大家都很熱心，有些部
更出現三位肢體一同事奉。」究竟這份熱忱從何而來？ 

 

 

成長班小檔案 

 
聚會時間：主日早上11:45 – 下午1:45 

聚會地點：九樓禮堂 

導  師：李瑞科傳道（主任導師）、何鏡
煒執事、黎小娟、劉永彪、蕭碧
蕊、鄧燕嫦、謝文東 

正副班長：陳浩賢、陳琴妹、李慧玲 

平均出席人數：42人 

今年目標：  

1) 不怕艱難，勇於承擔 

2) 人人裝備，齊心禱告 

3) 愛神愛家，多結果子 

一顆願意的心 
策略之一，是剛卸任的職員 
即使轉到另一崗位，也繼續 
留在舊崗位作委辦，協助新 
職員，面對新挑戰的同時培 
育新人，使他們不致膽怯卻 
步，這策略實施以來，更多 
班員願意參與事奉，有勇氣 
嘗試，大大解決了承傳的問 
題，值得借鏡。另外，沒有 
職份的弟兄姊妹，看到有需要的時候，會主動幫忙，體驗一方有難， 
八方支援的精神。策略固然重要，但有對策無人行之也是徒然，所以 
一夥願意的心更重要，不計較增添了的工作量和多付出的時間，若不 
是有愛，無法成就。 



患難見親情 

正如李端科傳道的分享：「當你見到家人有事，你自然會著急起來。」是
的，正正就是這種家的感覺，醞釀出肢體間的歸屬感和願意的心。這幾年
拿單有好些弟兄姊妹經歷重病，一位姊妹回想五年前初到拿單，那時還未
信主，碰上癌病第一次復發，弟兄姊妹的呵護，叫她感動；除了為她禱告，
又陪她看醫生、關顧她的家人、一起飲茶、崇拜、出席佈道會，五年來，
她的病一共復發了五次，弟兄姊妹的愛護有增無減，一同經歷，一同流淚
的日子，甚是窩心！歸屬感由此而生；這份溫韾連她的家人也感受到，現
在她的媽媽和丈夫也來參與成長班的活動，雖然經過多次化療，這位姊妹
的臉上沒半點愁容，只有喜悅和感恩，也許這就是活在督基裡的樣式吧！ 

盼望拿單能繼續努力，凝
聚班上各個肢體，一起在
真道上打美好的仗。也為
城浸家75周年感恩，願這
個家成為一所發光發熱，
榮神益人，多結果子的靈
宮。 

生命轉化的祝福 

曾聽說：「在安舒區太久會忘記
神。」是吧，接二連三的患難，沒
有給拿單灰心喪志，反而帶來奇妙
的祝福，更緊貼神。肢體因著自己
的病，曉得患者的心，給予適切的
幫助，更重要的是看到拯救靈魂的
逼切性，透過彼此代禱，見證分享，
靈火便出現，感動各人，趕緊為主
多作工，領人歸主。 



活動花絮 

靈修部交流會 
 

2014年5月20日晚，成年部舉辦了靈
修部交流會。呼應本年初75周年培靈
會有關禱告復興的主題和今年教會的
祈禱運動，當晚的題目定為「禱告的
力量」，由吳彩虹牧師分享信息。當
晚還有朱在慈傳道介紹了一系列的靈
修應用軟件，豐富了靈修部職員的靈
修資源。最後還有小組討論，分享如
何鼓勵弟兄姊妹積極參與祈禱會等的
題目，在小組匯報中大家都有美好的
交流，是一個豐富的晚上！ 

查經工作坊 
 

2014年6月22日下午，成年部舉辦了專為查經組長和成長班導師
而設的查經工作坊。當天我們很榮幸邀請到播道神學院新約副教
授趙詠琴博士主講。趙博士對小組查經技巧有深入研究，其有關
著作《聖筵共享》更是暢銷的屬靈書籍。趙博士以深入淺出的方
式與弟兄姊妹重溫帶領查經的重要概念，特別是如何拿捏發問的
技巧，以致帶領查經者能好像「導遊」一樣引領弟兄姊妹自己發
掘經文的真義和應用的適切性，藉此加深印象也加添查經的樂 

趣。在問答環節中，弟兄姊妹都很踴躍發問，趙博士也提供了不
少很實際的小貼士，幫助大家更有效地處理查經時可能會出現的
不同情況。當天有超過100人出席，好不熱鬧！ 



隊長交流會 
 
成年部牧養組於2014年6月10日（星期二）晚上在外展中心舉
辦了一年一度的隊長交流會，大會的主題是「關顧主的羊」，
當晚共有54位來自24班的代表出席。 

 

交流會在成年部部長李少強執事以禱告正式揭開序幕，首先是
一場破冰遊戲盡除與會者的拘謹和倦意；然後，兩位均為前隊
長的嘉賓（吳永文弟兄、陳少玲姊妹）分享了一些關於他們在
過往牧養、關顧的體會。緊接著的是蔡永姚執事以馬太福音11

章1至19節的內容，針對「事奉的心態」而向大家作出勸勉和
提醒。耶穌與約翰在世界所做的，都受到別人的批評，何況我
們呢！所以我們必須明白我們所做的事，一定不能得著每一個
人的認同，或許達不到別人的期望，但我們必須知道，我們所
事奉的是主自己。當我們面對批評的時候，我們可以藉此機會
反省，或許我們有改善的空間，不致一意孤行。檢討之後，就
求主賜我們力量，向著目標前進。今天我們的事奉一定要對準
神，忠心事奉祂，我們總要以耶穌為我們的智慧，事奉永不灰
心，因為事主必定蒙福。 

 

享用完一頓屬靈盛筵之後，便是壓軸的分組交流，隊長們按著
三個牧養的問題：「如何關顧新來賓？」、「如何關顧慕道
者？」及「如何關顧班員及其家人？」作了很好的互動、交流
和分享。當中包含不少切實可行的牧養點子，已另外輯錄成簡
報發給各班隊長作參考。盼望隊長們經過這次互相砥礪的交 

流，能被眾多同路人所激勵，繼續好好牧養各自的隊員，一起
經歷更多神的恩典、一起成長、一起以愛還愛。 



乒乓球比賽 
 

成長班乒乓球比賽已於7月6日、13月及27日（三個主日）在培道小學順
利舉行，共有15隊參賽，比賽的氣氛非常熱鬧，弟兄姊妹到場打氣，雖
然大家都屬業餘，但比賽時均非常認真，傳道同工如白智信牧師、馬穎
儀牧師、冼文諾傳道、譚毓璋姑娘等平日工作十分繁忙，原來都身手不
凡！這次比賽結果如下： 

亞軍 ─ 所羅門 

雙季軍 ─ 執事及同工聯隊 雙季軍 ─ 撒母耳 

冠軍 ─ 柏齊雅、約西亞聯隊 



活動預告 

家庭日營 ──《建立家庭祭壇》 
 

子女如何可以認識父母的神呢？當神向祂的子民宣告：「我是亞伯拉罕的
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是告訴他們：「我是你們父母的神。」可
惜我們的子女可能只認識書本上的神，或是故事中的神，他們並不認識他
們父母的神。每個認真的基督徒父母，都會看重家庭崇拜，幫助子女在靈
性上成長，家長責無旁貸。成年部將於10月1日在浸會園舉行一個家庭日
營，主題是《建立家庭祭壇》，藉著講座的信息，讓我們知道家庭崇拜的
重要及如何建立家庭崇拜，當日下午設有工作坊，讓每個家庭各自實踐早
上所學到的方式，務求讓家庭崇拜不再枯燥乏味，而是多姿多采的生命交
流。敬希各位父母留意成年部宣傳及報名參加。 



新職員訓練日 
 

成長班2015年度的職員會將於2014年9底誕生。新舊職員
即將進行工作的交接、以及訂定明年的計劃目標。一如往
常，成年部將於2014年11月9日（主日）下午舉行新職員
訓練日，屆時會有聯合時間介紹整體方向，然後按職位分
組簡介侍奉要點。所有新一屆的職員務必出席。詳情請留
意成年部通告。 

成年部資源中心 
(http://adr.baptist.org.hk) 
 

• 牧者心聲 

由2014年8月起，成年部資訊組每兩個月會邀請一位牧
師或傳道撰寫心聲，打頭炮是余金蘭牧師和我們分享如
何「做神光明的兒女」，現已上載至成年部資源中心  

牧者心聲；饒炳德傳道的分享文章將於十月份上載，請
密切留意！網址連結如下： 

 http://adr.baptist.org.hk/docs/article/20140806_ykl2014

aug.pdf 
 

• 靈修部週會計劃書 

你是否正為準備週會大傷腦筋呢？不少成長班已提供了
他們靈修專題週的週會計劃書，請即到成年部資源中心 

 週會計劃書瀏覽，作個參考吧： 

http://adr.baptist.org.hk/msg.php?accesscheck=%2Fad

ult05.php 

http://adr.baptist.org.hk/docs/article/20140806_ykl2014aug.pdf
http://adr.baptist.org.hk/docs/article/20140806_ykl2014aug.pdf
http://adr.baptist.org.hk/msg.php?accesscheck=%2Fadult05.php
http://adr.baptist.org.hk/msg.php?accesscheck=%2Fadult05.php


成展好嘢話你知 
成展在2014年第3季有一個新課程，由
馮家輝導師教授花藝創作，導師以中秋
為設計主題，不斷給予學員驚喜，不單
有美麗的花朶，還有燈籠、月餅和車厘
子，果真創意無限。下期馮導師會教授
聖誕花藝擺設工作坊，欲免向隅，請從
速報名！ 

 

2014年第4季還有很多精彩課程，例如
小結他班、遠足導賞遊、親子曲奇班、
輕音樂悠行進深班（婦女組）等，還有
很多人氣西式糕點班，由2014年9月13

日（六）便開始接受報名啦！詳情請留
意有關課程一覧表，或瀏覽成展網頁
http://adc.baptist.org.hk。 

福音在成展計劃 
 

如你的成長班有意在2014年第4季承包
課程，例如麵包甜品製作班、健康讚美
操班、或馬賽克手工藝製作班，以加入
福音元素、推動班內弟兄姊妹邀請未信
親友參加，請即致電2767 4239與楊麗
群姊妹聯絡。 



聯絡我們 
 

成年部事宜，請與鍾基業弟兄聯絡： 

- 教會7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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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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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國莉   劉啟光 

麥偉民   蔡玉玲   張少儀 

朱在慈傳道   饒偉利傳道 

http://adr.baptist.org.hk/msg.php?accesscheck=%2Fadult05.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