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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首先代表成年部，祝各位新年蒙福，喜樂平安。 
 
「一年之計在於春。」每到新年，又是大家好好
訂立計劃的時候。今期「e成」找來不同的傳道
同工和部員寫下新年祝願，希望為大家打打氣；
此外，余金蘭牧師為我們展現成年部的大計，成
年部資訊組介紹優美績點 ── 齊來「優美」；成
長班專訪方面，「米該雅」和「約珥」成長班和
我們分享他們新的挑戰，當然還有精彩的活動花
絮和預告，請各位細心閱讀。 
 



新年祝願 

2015年是成年部重要的一年，我們以「羊強馬壯」來成為我
們牧養的目標，關心會友在家庭及職場上的需要。新一年的
祝願如下： 
相愛夫妻繫家庭 
管教兒女遵聖言 

敬重父母樂關懷 
友愛同儕傳福音 
裝備信徒於神家 
高舉基督遍萬邦 

 
祝福大家新年蒙福！主恩滿溢！ 

 
主管同工 余金蘭牧師 

在新一年開始，我祝願大家成為蒙福
的人，真正蒙福的，是那些喜愛耶和
華律法，晝夜思想的人，願大家立志
讓神的話塑造我們，讓神透過我們祝
福家人、教會、職場。 

 
副主管同工 饒炳德傳道 



新年祝願 

最近因不同的政治立場讓整個社會、家庭、職場，教會信徒的關係
都很緊張，甚至撕裂。但不要忘記我們與世人不同，我們同有一位
主、一個聖靈、一個使命，祝願大家能求這大同，存小異，以致我
們能在基督裡合一，彼此相愛，同心履行主吩咐的大使命。明年成
年部將重點推展職場佈道事工，希望大家可以藉著訓練，加深認識
後，付諸實踐。另外，也加強發展家長事工及透過活動接觸各年齡
層的親友。在牧養事工上，也推展照顧各年齡層的班員不同的牧養
需要，讓神的話語塑造班員的屬靈生命，預防問題發生，並加強對
班員的關懷，可及早發現問題而對症下藥。 

 
部長 李少強執事 

2014年的除夕，一家人安靜的在家
裡倒數，迎接新一年開始，這已是
十年多未試過的事情。回望過去雖
然不是每天都是天色常藍，卻是生
活有力，試練得恩助。期待往後的
日子更能珍惜身邊的人和事，每一
個侍奉的崗位，就如成長班的班訓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
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說：要愛人如
己。再沒有比這兩條誡命更大的
了。」 
 
第一副部長 方慧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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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弟兄啊，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
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裡禱告，保守自
己常在 神的愛中，仰望我們主耶穌基
督的憐憫，直到永生。」（猶20-21） 

 
親愛的弟兄姊妹，盼望我們在2015年
都與主更親近！ 

 
陳沛偉傳道 

耶穌基督為門徒禱告說：「他們不屬世界
，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約17:16）
祝願我們每個基督的跟隨者，有分辨屬世
與屬靈的能力，順從那真理的靈，為主作
見證。 
 
梁桂華傳道 

新年祝願 



2014年的終結也是數算神恩典的
時刻，今年是小妹在城浸事奉45
周年，蒙主不棄，平凡的我卻有
幸被神揀選和使用，深深體會主
恩夠用和愈事奉主愈久愈甘甜！ 
近年來，喜見成年部有不少新人
加入事奉行列，而交棒和承傳是
循環不息的，願神大大加力賜福
成年部這個團隊，叫眾人樂意的
擺上，成為更多成年人的祝福！ 

 
李葉小燕執事 

乘著開展2015的時候，祝願每位城浸家的
肢體， 
在個人，能繼往開來，持續成長。 
在家庭，能孝敬長輩，培育晚輩。 
在職場，能堅守信仰，持定召命。 
在社會，能活出基督，榮神益人。 
願大家在領受神的厚恩以後，亦樂於成為
別人的祝福！ 
 
第二副部長 張啟文執事 

新年祝願 



2014相信是香港人難忘的一年，但感謝主
讓我們更懂得甚麼是真平安！願我們的家
人朋友、以至世上每一個角落的人，都能
得著這份福氣。「…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向著標竿直跑。」（腓3:13-14） 

 
部員 林文燕 

踏入2015年，盼望各成長班能手牽
手、肩並肩，一齊努力傳福音，倚
靠神的恩典，將基督的愛和福音傳
開，讓更多人歸向主，榮耀神的名。 

 

書記 劉麗卿 

新年通常都會說一些祝福語，祝願對方新
年進步。在此，我想用下列一節經文，作
為我的新年立志和彼此祝福： 

 
「耶穌的智慧和身量、並神和人喜愛他的
心、都一齊增長。」（路2:52） 

 
這節經文提醒我們除了體格和智慧的增長，
人與人和人與神的關係成長也很重要。求
聖靈幫助我們，在生活上能作一個「可愛」
的基督徒，讓神和人喜愛你的心，與日俱
增。 

 
部員 劉子炎 

新年祝願 



 
祝願大家成為「活的薦信」 
 
林後3開始，因為聖靈在哥林多人
的生命裡工作，清晰地彰顯基督
群體來，他們用美好的基督徒生
命，合作而成更有果效和更優秀
的「活書信」。我們是一位怎樣
的基督徒，認識我們的人，就是
我們的薦信！ 

 
陳詠恩傳道 
 

新年祝願 



2014年是動盪的一年，颱風、火
災、空難、爆炸、船難、伊波拉病
毒，遊行騷亂、滿佈著爭競，人心
忐忑不安，然而在我們基督徒的心
中，有著出人意外的平安，祝願在
2015年「平安、盼望滿香江」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將
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的心、
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
（羅15:13） 

 
部員 蔡玉玲 

讓平安坐上開往春天的港鐵，讓快樂
與你不見不散，讓健康和吉祥與你相
伴，讓溫馨和幸福將你圍繞，讓耶和
華的愛與祝福伴你一生一世！ 
祝 主恩常偕 「羊羊」得意！ 
 
部員 麥偉民 

多做禱告多賜福，多唱詩歌
多有福，多愛救主多祝福，
多讀聖經多享福，多謝主恩
多蒙福，多傳福音多得福，
得著耶穌是真福！ 
祝願各位新年蒙新福！ 

 

部員 劉啟光 

新年祝願 



展望新的一年，祝願各位立志與主建立更緊密
的關係，追求更成熟的靈命，為主結更多的果
子。感謝主讓我經歷收割的喜樂，去年共結了
十三個福音果子，榮耀歸主！知道眾多弟兄姊
妹也是果子豐收的一年！求主保守我們都如栽
種在水旁的果樹，葉子常青，多結碩果！ 
創49:22…是多結果子的樹枝，是泉旁多結果的
枝子，他的枝條探出牆外。 

 
饒偉利傳道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
得時，總要專心…」（提
後4:2）但願新的一年，我
們教會各人都能同心合意
地去傳揚福音，成為一個
傳福音的群體。 

 
朱在慈傳道 

 
以神的話互勉：「神的慈愛歸於敬畏
祂的人，祂的公義也歸於那些遵守祂
的約、記念祂的訓詞而遵行的人。」 
 
盧娟芬傳道 
 

新年祝願 



2015年成年部的發展 
 
耶穌說：「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
10:10）耶穌帶給人類豐盛的救贖恩典，更為信徒設立教會：「你們
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當遵他而行。在他裡面生根建造，信心
堅固，正如你們所領的教訓，感謝的心也更增長了。」（西2:6-7） 

 
教會是傳承基督在世的召命，信徒要持續不斷的成長，擴展神的國
度！面對社會的急劇轉變，信徒要靈命成長，成為使徒，實踐基督
的大使命！為此教會在2015年的目標使命是：肩負使命、樂傳福音、
裝備信徒、共建神家！ 

 
成年部跟從教會的目標前進，2015年我們的發展有三個向度： 

 
1） 職場佈道 

以福音來改變社會，現今在社會各行各業中，人際關係持續
割裂，各人在職場的困窘中普遍感到不安，人與人之間互相
欺詐，工作環境壓力大，容易引起情緒問題。信徒有使命把
基督的救恩傳開去，並且自己必須按聖經真理生活，活出有
見證的生活，使人從我們身上能具體地看到基督所賜的新生
命！信徒不單在工作崗位上忠心事奉，且能不斷將信仰與工
作融合，弟兄姊妹彼此激勵、支援和守望。 

成年部大計 



2） 家庭牧養 
家庭是由神而設立的，亦是個人成長的重要地方，基督徒結婚
組織家庭，建立基督化家庭，這是信徒的本份，教會亦須透過
教導及輔導來支援信徒建立起基督化家庭，美滿婚姻不是自動
產生的，是夫妻雙方同時都要提升人格，在神面前願意改善自
己，坦然向對方承認自己的軟弱，彼此要饒恕、接納及互相欣
賞。特別是現今雙職的家庭，他們更需要牧養及關顧，使建立
良好的夫妻溝通關係，在兒女的管教上應以聖經真理作基礎，
以抗衡世俗的價值觀，培育兒女成為一位優秀的基督徒。 

 
3） 門徒訓練 

信徒如何在家庭、社會及教會上作見證呢？要建立信徒使他們
成為忠心的門徒，就要在教會推行門徒訓練，門徒訓練是指信
徒與耶穌基督建立一個個人的、終生的、順服的關係。在這關
係裡，基督會把你的性格變得像祂，為你訂下一個計劃，讓你
在家庭、教會和世界中履行衪的大使命。 

 
為了深化以上三個向度，成年部會製訂一個三年計劃，逐年漸進式
推動，並按聖靈的提醒按時作出檢討，透過祈禱、教導及訓練，有
步驟地裝備信徒，使教會變得更合神的心意，蒙神祝福能服侍社會，
信徒成為這世代的見證！ 

 
願主賜福2015年成為我們的見證年！ 

 
主僕 
余金蘭上 

成年部大計 



 

齊來「優美」 

當大家每次回到成長班，第一件事會做甚麼呢？預備場地、準備詩歌、
和肢體相交、還是……。不論是甚麼，每次回到成長班，總免不了要
簽到，相信大家都有留意到，簽到表除了有「出席」當日成長班一項
外，還有其他項目，包括崇拜、祈禱會、靈修、關懷別人及傳福音，
這就是我們成年部的「優美績點」。在此衷心多謝所有成年部肢體對
「優美績點」的支持，每次均用心地填寫及整理。 

 
設立目的 
「優美績點」其實源自主日學時代，至2000年推行按齡牧養之後繼
續採用，並不斷改善數據搜集方法和使用。「優美績點」的設立有兩
個向度，首先是讓班員自我檢視當週是否達到優美指標，即是否有出
席成長班、崇拜、祈禱會，以及靈修、關懷別人和傳福音，另一方面，
透過數據的匯集，各班導師職員可以瞭解班員在上述六方面的情況，
並在需要時作出相關的措施。為了量化這六個範疇，我們亦嘗試下了
一些定義，詳情見附表。 

 
如何使用 
自2012年第一季起，我們為「優美績點」建構了一個新的Excel檔案，
成長班只要輸入基本數據，便能即時得出不同圖表及平均數等。我們
建議成長班盡可能每月整理數據，以便成長班導師及職員可適時檢視
班員情況，並配合職員會的舉行日期作中期報告，從而作出討論，例
如各組之間的出席情況、靈修／出席祈禱會的趨勢，傳福音及關懷別
人的參與等，從而加以瞭解及推動。 

 
成長班每季完結後會把該季數據交給成年部文書同工，以便我們將所
搜集得來的數據匯入至一個主檔案裡來分析，得出各項目的季度整體
平均值，之後會以電郵個別通知成長班有關的整體平均值以及該班過
去數季的數值，讓班內各導師及職員參考。 

優美績點 

成年部資訊組 



整體分析 
從過去兩年多所搜集的數據分析，各班的參與人數都有明顯增加的趨
勢，而在六個項目的整體平均人數在每一季的排序均完全一致 ── 成
長班出席人數是六個項目中最高的，其次是崇拜、靈修、關懷別人、
傳福音及參與祈禱會，有三成以上的成長班每一季的數據都是按這個
次序排列，而當中靈修和關懷別人的人數相若，並穩佔第三及第四位，
而傳福音及參與祈禱會的人數則是各成長班中較為遜色的。 

 
不斷求進 
成年部共有30個成長班，而每班普遍出席人數達40至50人，如果沒
有「優美績點」，無論成長班本身或成年部整體是難以掌握整體情況。
我們明白，現時「優美績點」的系統仍有不少限制，首要條件是班員
每週認真填寫各項數據，才能得出有效分析，這有賴各班導師、班長、
隊長協助推動。在未來的日子，我們希望能繼續優化，在方便各成長
班輸入數據之餘，亦能作出更準確的統計分析，讓成長班及成年部可
以有實質數據，以供將來發展之用。 

 
願新一年裡，大家齊來「優美」！ 

如何量化？ 
 

「出席」── 出席當日成長班聚會。 

「崇拜」── 出席該週之主日∕週六崇拜。 

「祈禱會」── 出席週三晚早上或晚上的教會祈禱會。 

「靈修」── 每週至少四日或以上；內容包括閱讀聖經、默想、祈禱。 

「關懷別人」── 在過去一週內以電話、面談、或電郵等，問候或關心：(1) 成長
班內的弟兄姊妹，作為鞏固團契生活關係的基礎；或 (2) 未信朋友
或同事，作為建立友誼及傳福音的基礎。 

「傳福音」── 在過去一週內向未信朋友、親人、同事：(1) 分享福音或得救見證；
或 (2) 派發福音單張，或邀約他們返教會的福音聚會或成長班。 

優美績點 



成長班專訪 

米該雅於2014年1月正式加入成年部，
由青少部中最年長的，變為成年部最
年輕的一班。充滿活力的米該雅，不
但在城浸家轉了位置，班上肢體也正
步入人生中的另一階段，這個年紀，
是在職場發力的時刻、是成家立室的
日子、也是生兒育女的時候，事實上，
半數的班員都育有3-4歲的小孩。面對
種種的改變，米該雅決意把2014年定
為鞏固期，讓時間把一切歸回正軌，
目標是內部的建立與凝聚，讓大家在
各方面都有美好的適應。 

米該雅成長班 
新的一頁 

米該雅成長班小檔案 

聚會時間：逢主日上午9:45–11:30 

聚會地點：培道中學四樓藝術教育中心A 

導師：陳沛偉傳道（主任導師）、周偉豪傳
道、馮國雄執事、張啟文執事、丘世武弟兄、
洪寶蓮姊妹、謝智莉姊妹、黃敬珊姊妹 

正副班長：王麗麗、關善文 

平均出席人數：40人 

今年的目標： 

積極裝備，服侍社群，凝聚力量，合一成長。 

金句：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
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使我的喜樂可以
滿足。（腓2:2） 

新的改變 

在培道中學聚會已有四年了，升班後聚會點仍舊在這裡，適應上沒有問題，
但其他的都改變了，班歌、班訓固然不同，導師也是新的，聚會時間由下午
搬到上午去，之後緊接著崇拜，慣常的午飯時間要順延到崇拜後，弟兄姊妹
要重新編排已經適應多年的生活程序，尤其是有小朋友的家庭，需要作更多
的調配。 



成長班專訪 

同行事奉 

對於一些職員來說，過往一年的事奉，同行感受大於事奉崗位，合作伙伴
是分享的對象、是禱伴，彼此代禱和支持，事奉再不是硬磞磞的事工，縱
然有辛酸，卻被那份喜樂蓋過了；盼望這個文化能在班上散發開去。 

 
靈命塑造 

早於青少部的時候，米該雅已經在班上開始了門徒訓練課程，初期是以小
組形式的，現在發展為一對一的模式，整個課程為期約半年，按《塑造主
生命》的教導，分為四部分，畢業了的學員，自動成為下一期的門訓導師，
一代傳一代，傳道人則從旁扶助。 

基甸三百：家深愛你一日遊（馬屎洲） 

穩步向前 

這一年即使沒有太多的外展服侍，週會以外的活動還是不缺乏的，畢竟，
大部分班員都相識了四年以上，林林總總的小組，如弟兄會、姊妹會、攝
影、種花、養魚、養蝦等興趣小組，還有媽媽Club。除班員以外，這些小
組也歡迎未信主的朋友、家人和同事參與，不但為肢體提供彼此相交的機
會，也提供了傳福音的平台。這一年米該雅的出席人數是在穩定中增長的。 

第一屆職員會 

弟兄姊妹會--生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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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與挑戰 
2015年的米該雅計劃多作外展社關服侍，以長者為主要對象。有見好些
獨居或在老人院的長者鮮有家人探望，極需要身心靈的關顧，因此希望能
藉著教會在這方面的平台，作院舍佈道或家居探訪，將基督的愛和福音帶
給他們。事實上，大部分班員的父母也年紀漸長，弟兄姊妹在院舍服侍累
積的經驗，將有助他們照顧家中的長者。 

 
能夠承載有小朋友的家庭，為米該雅營造了更廣泛的容納層面，吸納不同
群組的新朋友；同時，這也成為一個挑戰，在設計外展服侍，建立和相交
等活動的時候，除了要對一般弟兄姊妹有益，也得顧及有小孩子的肢體的
空間、能力和需要，願新的一年有多點智慧，找到可同時發揮兩方面的方
案。 

 
新的一年，米該雅盼望各人能夠積極裝備，在靈裡成長，有合一的服侍。 

我們的小米 

道風山退修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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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珥成長班 
同心迎接新挑戰 

約珥的班徽有一道彩虹，正好展現約珥班員多才多藝的特色，並且樂於成
為如雲彩的見證人。 
 
籌辦活動能手 
約珥成長班正式於2000年成立，前身是以撒助道會，並在1999年率先以
成長班模式運作。部份班員有助道會背景，在統籌活動方面訓練有素；班
員當中亦擁有不同恩賜，彼此配搭，所舉辦的活動自然有聲有色。不得不
提的是，原來成長班有一個「約珥廚房」，班員中不乏廚藝高手，有些更
是成年發展中心（成展）的烹飪導師，常以「美食」聯誼，特別容易打開
隔閡；加上有弟兄姊妹精於資訊科技設計，還有音樂部曾設立的「小小詩
班」及近年的「敬拜小組」，均在專題週會、懇親會等大放異彩。 

約珥成長班小檔案 

聚會時間：逢週六下午3:30–5:30 

聚會地點：城浸九樓禮堂 

導師：朱在慈傳道（主任導師）、
黃淑霞傳道、蔡永姚執事、溫兆
輝、楊慶峯、鄺青峰、吳華欽、
連永基 

正副班長：許慧慈、丁妙嫺 

平均出席人數：57人 

今年的目標： 

1) 憑著信，同心事奉傳福音 

2) 齊守望，靈裡合一共成長 

3) 家添愛，關顧激勵見和諧 

充滿美食的生日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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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於接受挑戰 

約珥向來樂於接受新挑戰，例如在成長班成立初期，便致力協助成立護老
院，近年亦與其他數個成長班合作一同參與訪宣事工；成長班亦積極參與
本地的外展服侍，如院舍佈道、報佳音、探訪、派糭、送湯等服務及印語
事工，透過這些事工，令班員同心凝聚，積極侍奉傳福音。自2014年開
始，成長班開始嘗試透過「家長事工」，接觸未信的群體。成長班曾為培
道小學「家長學堂」的參加者舉辦旅行及剪髮班、烹飪班等課程，導師都
是由班員擔任；另外也協助在馬頭涌官立小學舉辦的家長講座，從而認識
家長並鼓勵參與成長班活動。福音活動方面，成長班去年參與「福音在成
展」計劃，承包成展的西式糕點班，成功邀請不少未信親友參加。對於新
來賓，約珥班員都很熱心招待，加上導師的教導和隊長的悉心關懷，感恩
在過去一年有7位新葡受浸。 

全人關顧的栽培訓練 
為讓班員身心靈健康成長，導師及職員有商有量，各部彼此協調，共同制
定計劃及週會等，例如靈修部本年設有獎勵計劃，每季由每隊導師推薦提
名該隊努力學習以增進靈命成長的隊員，以作鼓勵；聯誼部過去曾舉辦每
兩月一次的「開心鬆一鬆」戶外活動，讓班員有相交機會，亦有在週會後
教授健體運動；除了採取一群舊人帶新人栽培模式，更以成長八課栽培新
人，並計劃將教會門徒訓練有系統地以新的分組及新的目標推行在成長班
中，當然也少不了家庭牧養來迎合班員的需要。 

班員投入家長事工的事奉 「福音在成展」──
承包糕餅製作班，邀
約未信主親友參加。 

參加「糭是有情」探訪長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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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愛護建情誼 
成長班班員互相支持守望及愛護關心，每當有班員或親友入院或遭遇生
離死別時，大家總是發自內心的探訪慰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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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然班員音樂造詣不高、
運動健將不多，但在聖樂同樂日及球類比賽中都曾得獎，想必是神因為
我們同心而給予的鼓勵。此外，今年亦會在查經分組以外，推行弟兄組、
姊妹組和夫婦組的相交／祈禱小組聚會，以加強班員關係和彼此守望。 

 
忠於使命榮神益人 
在未來的日子，約珥希望每一位班員無論靈命或事奉心志都蒸蒸日上，
事奉團隊齊心合一，以基督的心為心，亦希望能夠帶領更加多人來到基
督面前，互相守望，即使遇上任何難處，也要仰望神帶領，迎難而上。 

為受浸新葡獻上祝福 

感謝主，有三十
多位未信主親友
參加福音旅行 

與哈巴谷和以賽亞成長班同心
攜手參與訪宣活動達兩年 



「建立家庭祭壇」家庭日營 
 
去年十一國慶假期，成年部在粉嶺浸會園舉辦了主題為「建立家庭祭
壇」的家庭日營；來自32個家庭的101位參加者出席了這次日營。感
謝神！當天整個流程暢順，參加者都顯得投入和各有得著。最後，家
長們都願意立志共同努力建立家庭祭壇。 

 
另外，是次日營報名之踴躍，遠遠超乎預期。為了讓其他有需要的家
庭得著適切的牧養，成年部將在五月一日增辦一次「建立家庭祭壇」
的家庭日營，請留意日後的相關宣傳。 

活動花絮 



愛在深秋福音蛇宴 
 
11月16日成年部和傳道部一起舉辦福音蛇宴活動，分別有所羅巴伯、希
西家、基甸和以斯拉四個成長班協助，目的是鼓勵弟兄姊妹邀請未信親
友參與，希望透過此活動將福音送給他們的摯愛親友。當天共筵開30席，
高朋滿座，熱鬧非常！隨著男聲小組獻唱，弟兄姊妹亦帶著未信親友徐
徐入席，當陳恩明牧師用他幽默語調下將神的愛和福音信息帶出時，大
家也充滿歡笑。在牧師呼召的那一刻，氣氛也是最高漲的時候，此時看
到一個感人場景，一位陪談員姊妹陪著一位長者行到台前，相信這位長
者是她的爸爸，她見到爸爸受神的感動決志而落淚。當晚共有11位新朋
友決志，感謝神！筵席開始後，大家一邊享受神預備豐富的食物外，一
邊遊戲，非常投入和盡興！在一片歡樂氣氛下這晚活動也圓滿結束。願
神繼續火熱大家的心，愛主更深，廣傳福音，回應主的大愛！讓更多未
信的朋友得到祝福！ 

 

 

活動花絮 



活動預告 

各位導師、查經
組長、職員，不
要忘記我們一年
一度的約會啊！ 

九龍城浸信會2015成年部行事曆 
1月25日 導師職員退修會 

2月4日 福音交流會 

3月19日 班長交流會 

5月1日 家庭日營 

5月8-10日 城浸大佈道會 

5月10日 母親節聚餐 

6月9日 隊長交流會 

7月5,19,26日 羽毛球比賽 

8月1,8日 週六晚成長班暫停（培靈會） 

9月12日 家庭牧養講座 

9月26-27日 成長班職員改選 

11月8日 成長班新職員訓練日 



成展好嘢話你知 

成展導師謝師宴 
 
成展導師一向是成展
的好伙伴，成年部成
展及活動組為感謝他
們的勞苦，特於2014
年11月25日舉行謝師
宴，席間導師提供了
不少寶貴的意見，盼
望成展做得更好，成
為神大大使用的地方。 

聖誕花藝創作 
聖誕節之前，成展舉辦了花藝創作班，學員在導師指導
下做出別緻的花環，為節日增添色彩。2015年第一季
又有賀年花藝創作班，大家不要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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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