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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堂的進展隨著地區土地委員會於2015年4月9日討論城浸換地

條款後步伐變得很急速，建堂委員會及執事會常務籌辦了多場的諮詢

會，分別與執事、同工、部長及部員交流及聽取不同的意見；稍後將

陸續舉行與成長班班員與及一般會友的諮詢會，期望這些交流可讓各

方人士明白建堂的異象及現況，以致對日後的建堂信心認獻及於會友

大會決定是否接納地政署正式的換地條款起積極性的作用。 

 

       建堂不單是硬件的建設，也是會友對擴展神家的回應。地方不足

是建堂的其中一個原因，但個人認為會友對擴展神家的異象、教會的

持續發展、服侍鄰舍及下一代人的福音需要等的回應更為重要。新堂

址位於九龍城、黃大仙、樂富、新蒲崗等舊區及啟德新發展區中間，

禾場很大，大概有三、四十萬居民，在其中也包含各年齡層的人士及

不同的在職人士。新堂也是將教會持續發展的機遇傳承給我們下一代，

若非我們的先賢有遠大的眼光，由士他令道舊址換亞皆老街現址發展，

我們這一代也沒有機會擴展城浸家，更沒有機會讓我們這一代的人信 

建堂的異象及現況 

部長的話 



主及受栽培。根據政府的資料，這是九龍城區能接受換地的最後一幅

土地，若城浸決定不接納的話，我們往後再沒有機會換地建堂了。 

 

       在諮詢會中很多人關心教會是否有能力負擔建堂費用，這是考驗

我們對神信心的時候。從來沒有教會是擁有所有資金才擴建教會的，

很多見證都是在極困難的境況中透過懇切的祈禱，蒙神帶領完成建堂。

當然我們不是不去計算代價，日後的信心認獻及向外募捐就非常重要，

教會看信徒的信心大小決定是否建堂，或建成甚麼類型的堂會。改動

設計、選用不同物料及家具裝置、分期發展等考量也能減低發展的成

本。我們深信建新堂若是神的旨意，在祂裡面是沒有難成的事。 

 

       希望大家可多祈禱明白神的心意，以致日後能作出合神心意的決

定。 

 

成年部部長 

李少強執事 



健康婚姻家庭 

你的婚姻家庭健康嗎？近年香港的離婚率越來越高，基督徒家庭更須
在這世代活出美好的見證。現任美國福樂神學院的巴斯威克教授 

(Balswick) 所著《家庭：從基督教觀點探討當代家庭》（華神出版社，
2010年），堪稱基督教婚姻家庭生活經典之作，他從聖經歸納出健
康婚姻家庭的四個重要元素：盟約性的委身、恩典、賦能、親密，它
們是每個家庭很適切的實踐藍圖。 

 

第一，盟約性的委身  

穩固婚姻最重要的基礎是盟約性的委身，而非現代人的合約制度，從
創2:22–25可見婚姻是神所設立、一生一世的盟約。委身的核心是無
條件的愛，夫婦唯有效法耶穌基督捨己的愛來愛對方，永遠將對方的
利益擺在自己的需要之前，才是真正的委身！ 

 

第二，恩典 

在無條件的愛中，家庭會衍生出安全、恩典的氣氛。恩典乃是接納自
己和家人，能饒恕人、也能接受人的饒恕。當家人得罪你時，給予他
饒恕的恩典。 

 

第三，賦能 

聖經的親子的方式是賦予兒女能力，賦能的過程是：父母慢慢地建立
孩子的自信，使兒女健壯，變得更有能力，「信任」是賦能過程中的
重要元素。 

 

第四，親密 

親密關係中夫婦、兒女可以彼此開放，坦誠表達自己的感受，而不覺
得羞恥或難堪，他們懂得自愛，也懂得抵擋誘惑。親密的表達包括言
語和非言語兩種，兩種都是需要的，而言語表達更為明確，最能提升
親密感。 

饒偉利傳道 

傳道心聲 



家庭中盟約性的委身、恩典、賦能、親密，這四個元素是一個連續
的階段，是一個向內進深的螺旋，最終達至一個成熟的盟約（如
圖）。 

路加福音15章浪子的比喻中，父親正是實踐了這四個要素，令破裂
的家人關係得以扭轉。父親賦能與小兒子，願意放手。當小兒子知
錯、回轉，父親無條件地愛他、饒恕他，父子進入更親密的關係。
健康家庭的四大要素也應該在城浸這個屬靈大家庭中實踐，我們都
當向弟兄姊妹顯出無條件的愛，給予對方饒恕的恩典，事奉上賦能
予對方，彼此坦誠相待，建立親密關係。求主幫助城浸家每一位成
員都主動實踐、建造神家！ 



滿有喜樂的事奉 

也感謝蔡永姚執事（當時她是傳道人）推薦我加入成年部，讓我有機

會在部的層面上服侍弟兄姊妹。 

 

       最初加入成年部時，我對成年部裡的人和事都懂得很少，只抱著

姑且試試的心態，心想「部」安排我做甚麼便做甚麼。起初當然是參

與一些簡單輕鬆的輔助工作，其中一個印象深刻的工作是協助吳彩虹

傳道（現在是吳牧師）安排導師退修會，那次聚會是由張修齊博士和

他太太主領，主題有關靈修。參與這次退修會的安排工作，我從中體

會到籌辦部的聚會要處理的事項較籌辦成長班的聚會繁複很多，相對

地事前的準備功夫和時間也要更加充足。除了聚會安排方面，我亦有

機會參與成年部的新項目，例如成年部成年發展中心網頁的設計工作

和課程報名及招收會員的統籌，讓我能在多方位參與部務工作。 

何家強部員 

部員分享 

       在成年部事奉已踏入第十個

年頭，這十年好像轉眼間就過去

了。但細想下來卻又有許多的經

歷在腦海中浮現出來，當中的一

點一滴都令人回味不斷，我更發

覺原來自己還得著了很多，感謝

上帝給我這個學習和成長的平台。 



       成年部服侍的對象主要是成年部成長班，因此部務工作在整體上

是著重成長班的發展及成長班與教會的連繫；在個人方面則著重班員

的靈命成長與更新。成年部每兩個月都會開部會商討有關的事項，以

期成長班的内容及發展能幫助班員在靈命上不斷成長，以致班員能投

入事奉的行列，承傳謙卑服侍的精神。近這幾年成年部希望能與成長

班各部加強溝通和互動，故安排了與各職能部的交流會及導師查經組

長職員退修會（從前只有導師退修會），讓成年部能更瞭解各部的運

作及適切回應職員的需要，使各部職員更順暢地服侍班員。我也參與

交流會和退修會的籌備工作，箇中雖然要擺上更多時間，但當我看到

我們做多一點，部與成長班的連繫緊密了，溝通加多了，那就是推動

自己繼續事奉的動力。 

 

 

 

 

 

 

       最後不得不提的是要感謝成年部的一班同工和部長部員，他們謙

卑事奉的榜樣是我成長和學習的借鏡。這十年全賴他們的指導、包容

和配合，讓我在部裡的事奉得以無驚無險，勉強「搞得掂」。服侍弟

兄姊妹是上帝賜與的福氣和責任，感恩我能在成年部事奉。期盼更多

的弟兄姊妹也能夠與我們一起事奉，得著同樣的福氣。 



2015年1月25日下午在環境清幽的浸信會禧年小學舉行
了成年部領袖退修會，約三百位導師、查經組長、職員
濟濟一堂，以敬拜小組領唱揭開序幕；曾任崇真會救恩
堂主任牧師、現任崇真會總牧的羅祖澄牧師，以羅
11:33–12:2挑旺與會者的事奉心志：「理所當然的事
奉」；在余金蘭牧師帶領下，每位領袖鄭重地向神立約；
最後在小組中彼此分享事奉的經驗，大家帶著靈裡的飽
足離開，準備投入更喜樂的事奉！ 

導師職員退修會 

事奉人員濟濟一堂大合照！ 



五月份是教會的成年月，每年的成 

年月，成年部都會：(1) 透過成年月 

的各項活動，讓會眾更加瞭解成年 

部推動的事工；(2) 呼籲各班積極招募仍未加入成長班的會
眾加入適齡的成長班。 

 

今年成年月，成年部將以兩個發展方向「家庭牧養、職場佈
道」為主題，並於大堂設立的展板，另外於5月16–17日為成
年主日。 

 

成年主日的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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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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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年 月 

* 成長班可獲額外津貼每班$150，製作歡迎小咭片/單張，以便
於成年月作招募。申請發還有關費用時，只須在本季數簿內填入
「招募（成年月）」一項，並附以單據及小咭片/單張的樣本交鍾
基業同工便可。 



展板主題：「家庭牧養、職場佈道」 
 
設計理念： 
 
「家庭牧養」 
成年部一向關注弟兄姊妹在家庭和職場上同時兼顧不同角色和責任，
故繼續大力推動家庭牧養事工，包括舉辦以「如何建立家庭祭壇」為
題的家庭日營，隔周四早上的家長事工和不定期舉辦的家庭講座，深
受年輕家庭歡迎。 
 
「職場佈道」 
本部於本年度亦開展了一項三年計劃，鼓勵在職信徒在自己工作間作
美好見證，帶領同事歸主。為此，本部將於下半年舉辦一次異象分享
會，並首次與商區福音使團合辦課程，期望弟兄姊妹能更有效落實職
場佈道。 
職場宣教異象分享會 ： 2015年8月1日 
職場佈道訓練計劃： 2015年9–12月 
（與商區福音使團合辦） 



成年部於2015年起推出一項為期三年的「職場精兵計
劃」，基本資料如下： 

 

• 理念：職場就是禾場，「職場精兵」計劃，是讓在職
的弟兄姊妹，為主打美好的仗，將福音的戰線，伸延
到他們的辦公室。另一個原因，是針對教會會友年齡
老化，鼓勵在職信徒向未信同事傳福音，增加在職信
徒人數比例，藉此將教會會友的平均年齡年輕化。 

 

• 職場宣教異象分享會 ：2015年8月1日（六）下午 

 

• 職場佈道訓練計劃：2015年9–12月 

（與商區福音使團合辦） 

目的：確立職場宣教使命成為「職場精兵」；培育學
員重整屬靈的工作觀，更生職場佈道觀念；以及訓練
學員掌握職場傳福音之技巧及策略，落實在其職場展
開佈道工作。 

 

其他詳情容後公布。請各位整裝代發，齊做職場精兵！ 

特別介紹 



2015年佈道大會 

2015年佈道大會已於5月8日至10日圓滿舉行，主題是「不散筵席」，
講員是樓恩德牧師（尖沙咀潮人生命堂主任牧師），見證嘉賓包括陳
沛偉傳道（教會傳道）、史文正弟兄（註冊社工）及姚鳳姊妹（長者
鄰舍中心督導主任）。感謝主，透過這三天的佈道會，一共有129位
成人及58位兒童決志，求主繼續帶領保守這些生命，以及教會及會友
日後的跟進工作。 

緊接5月10日的佈道會後，教會在地庫設有母親節聚餐，由成年部協
辦。當晚筵開31席，除了食物豐富外，當然是溫情洋溢，大會特別為
來賓拍攝合照，並用特別為此次活動而設計的精美相框把照片奉上，
大家都十分喜歡！ 

母親節聚餐 

佈道會資訊 



以利亞成長班 
為神大發熱心 

熱心事奉、廣傳褔音 
 

成長班積極參與本地服事，例如舉辦一年兩次的福音旅行、懇親聚會、
聖誕節街頭報佳音和「天使樹」囚友家人探訪等，亦會於每月第一週出
隊到龍翔長者中心探望長者家庭及獨居長者，與他們建立深厚的情誼，
希望結出福音的果子來。今年全班更積極支持長者中心的「蝦仔蝦女–
獨居長者計劃」，關顧獨居長者。此外，班員亦十分支持國內訪宣活動，
弟兄姊妹在彼此配搭事奉當中學懂了彼此相愛和謙卑，體會到與神同工
的喜樂。 
 
以利亞成長班著重新人栽培，設有信仰班及浸禮班，信仰班中還設有慕
義隊，讓新朋友能在信主後才開始參加信仰班，使初信者的生命更能紥
實地成長。 

以利亞成長班在2002年成立，是由哈巴谷成長班分枝出來的。為甚麼成
長班會使用先知「以利亞」的名字作為班名呢？就是希望能以以利亞先
知的靈加倍感動班員，為萬軍的耶和華大發熱心，作光作鹽，榮神益人。 

褔音果子 

國內訪宣 

成長班專訪 



肢體結連 
 

班員每日都用 WhatsApp 聯繫，彼此代禱、鼓勵和關心。今年開始設
有關愛小組，除了維繫班員的關係及關顧隊內的軟弱肢體外，更延伸
至探訪關心班員的家人，藉此散播福音的種子。班員間也有恆常的靈
修生活，且大部份都選用同一本靈修書籍，在每月的最後一個主日會
有班員會分享靈修心得，讓弟兄姊妹對靈修經文有不同角度的體會。 
 
對以利亞成長班來說，最難忘的經歷是成長班有一段時間有年青及中
年的班員、及在慕義隊的新朋友相繼離世，但弟兄姊妹都能相互陪伴
同行，「與哀哭的人同哭」，彼此間建立了難忘深厚的情誼。 

有趣的週會和寶劍練習 
 

以利亞成長班在弟兄姊妹的生命栽培上
籌備了有趣又有意義的活動和週會。例
如當完成一季查經課程後，便安排寶劍
練習，形式包括聖經問答比賽、經文演
繹、角色扮演、背金句或唱詩歌等。專
題週會方面，曾舉辦中醫講座、聲樂課
程等，讓班員能在多方面得著益處。 

效法主耶穌謙卑為門徒洗腳 

龍翔中心福音小組活動 同吃逾越節晚餐 



 

 

 

 

 

以利亞成長班小檔案 
 
聚會時間：主日早上11:45–1:45 
聚會地點：八樓禮堂 
導師：黃淑霞傳道(主任導師)、范

榮基執事、范葉瑞賢執事、
黃文謙、潘以慧、林惟敬、
譚少菁、林寶華、葉穎麟、
朱榮光 

正副班長：麥妙娟、岑燕雲、鄧惠
蓮 

平均出席人數：54人 
 
今年目標： 
1) 班員增長－推動福音活動及成

八栽培 
2) 鼓勵班員積極參與關心宣教士

及神學生並晚堂事奉 
3) 推動班員積極參與教會舉辦的

福音事工及康體活動 

願意以利亞弟兄姊妹與成年部眾肢體一同熱切裝備自己作 
主門徒，同心實踐主的大使命。 

展望與挑戰 
 

以利亞成長班今年積極參與長者中心
的「蝦仔蝦女計劃」，期望能關顧更
多獨居長者，引導他們認識救恩。另
外，盼望能透過今年剛成立的關愛小
組，探訪及關懷班員及其親友，讓班
員的親友能參加教會聚會。期盼以利
亞成長班的弟兄姊妹能持守以利亞先
知的心志和能力，為神發熱心，在不
同層面的事奉齊心努力，傳遞教會建
堂新資訊，鼓勵班員為建堂的需要多
多禱告，也為建堂的需要積極作準備。 



哥尼流成長班 
順服、守望、成長繫神家 

哥尼流成長班小檔案 

聚會時間：逢週六下午3:30–

5:30 

聚會地點：培道小學301–302室 

導師：饒偉利傳道(主任導師)、
王杰、李培生、李燕玲、
黎婉媚、陳大俊 

正副班長：湯慧嫻(正)、李秀芳
(副) 

平均出席人數：65人 

 
今年的目標： 
1) 順服恩主帶領和教導 
2) 彼此守望，互相關心 
3) 彼此勉勵，互相幫助，在主

裡一同成長 

成立淵源 

1995年成立的哥尼流助道會，於2000年轉
為以利沙成長班，2010年因人數增長眾多
而要分為兩班，分別是現在的以利沙成長班
和現在的哥尼流成長班。採用哥尼流為新成
長班命名，目的就是希望像使徒行傳第10
章記載的百夫長哥尼流，謙卑順服，自己接
受福音，也帶領家人和親友歸主名下，同享
主恩。 
 

家庭為本、上下一心 

哥尼流成長班每星期的週會，除了查經教導
，還有各樣的專題週會，內容豐富精彩；成
長班更設立了不同形式的維繫小組，讓班員
組合起來，締造更多關顧守望的機會，歸屬
感隨之而生。凡有班員受浸，都會舉班上下
歡欣，給新葡預備禮物、更會鼓勵班員出席
浸禮，同證主恩，以表慶賀。以家庭為核心
的哥尼流成長班是一個伉儷團契，班員的父
母、子女都是服侍和傳福音的對象，事奉也
會是整個家庭一同進行的。這兒就是他們的
家，連繫著每一顆心。 



蒙福事奉的見證 

提到事奉，今年資訊部的劉弟兄回想當初投入事奉，對電腦文書處
理一竅不通，為了事奉，努力在這方面學習進修。後來劉弟兄的公
司需求這方面人才，因其他同事很少鑽研，他便勝人一籌，取得優
先考慮，這是他始料未及的，卻見證著甘心樂意的擺上，必蒙祝福
，即使沒有祈求，只要順服神的帶領，祂所賜的，總會超乎我們的
所想所求。 

彼此守望、心繫神家 

三年前特別成立了「守望家庭」小組，
主任導師每季提供相關的查經資料，內
容環繞夫婦和家庭，藉查經引發分享，
彼此扶持，互相守望，一旦家庭遇上困
難，可立時提供支援。 

 

另外，哥尼流成長班也有為個人而設的
「祈禱伴侶」，由三至四名弟兄或姊妹
組成，彼此代求，熟絡以後，會鼓勵全
組一同出席週三祈禱會。 



各樣的維繫小組，除了禱告，還透過各種活動，如遠足、釣魚、踏單
車、飯局等，增進肢體間的認識，建立關係。成長班每一位班員都是
神家的活石，共建神家。 

 

今年起哥尼流成長班成立了「關顧小組」，除了關顧成長班的新來賓
，小組會為教會的需要禱告，也是為神家將來擴展作準備。 



「福音在成展」 
成長班承包課程計劃 

 

 

為落實傳福音的使命，成年發展中心（成展）已由去年起推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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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今年「基甸365」活動，成長班更可好好利

用成展作為你們的傳福音的平台。 

成展好嘢 

話你知 

最近米該亞成長班在4月24日晚上

成功在成展舉辦「紫薯蛋糕製作

班」，由成展導師葉敏儀姊妹教

授，當日共有10位學員及1位米該

亞的導師出席，其中有7位學員都

是新來賓，大家除了一同享受製

作蛋糕的樂趣外，成長班還加入

了福音元素，向新來賓傳揚福音

信息，喜樂無窮。 

如成長班也想學效米該亞成長班參與此有趣

味又有意義的「福音在成展計劃」，請即致

電27674239與教會文書同工楊麗群姊妹聯

絡安排。 



資訊部Excel工作坊 
（包括優美績點） 
 
成年部資訊組於2015年3月23日
舉行上述工作坊，所有報名的成
長班資訊部職員均有出席，大家
都認為內容實務，可以幫助他們
更有效地處理資訊部的事奉工作。 

活動花絮 

福音部交流會 

 
成年部福音交流會已於2015年
2月4日舉行，當晚有40多位成
長班福音部職員出席，內容主
要有「基甸365」福音預工的
簡介、「福音在成展」的介紹
及「職場佈道」的計劃預告，
並且邀請了兩位弟兄姊妹分享
他們過去的基甸300及職場佈
道的經驗。最後各參加者分組
討論，彼此分享經驗及分擔困
難。 



班長交流會 
 
本年度的班長交流會已於2015年3月19日舉行，以「共建神家」為題，
内容主要是向成長班，簡介有關成年部未來的3個發展向度，包括門徒
訓練、家庭牧養及職場佈道。當晚有26個成長班的班長及代表、部員
及同工，共52人出席。 

 
聚會開始，先以有趣的遊戲，打破隔膜，班長們投入參與集體遊戲，
彼此建立關係，發揮合作精神。遊戲過後，接著是由吳彩虹牧師簡介
門徒訓練的資料，分享昔日她在門訓的學習及領受，生命如何影響生
命，幫助及建立信徒生命的成長；余金蘭牧師報告現時成年部和兒幼
部合作的情況，與培道小學和培小幼稚園開始「家長學堂」，舉辦不
同的家庭講座和主題式的日營，透過真理的教導及輔導來支援信徒，
建立基督化的家庭；方慧雯姊妹簡報成年部今年發展「職場佈道」的
方向，將推動的異象分享會及首次與商區福音使團合辦「職場宣教佈
道」課程，鼓勵班長們在成長班內推動，讓班員接受裝備，帶著使命
把基督的救恩傳開，在工作崗位上忠心服侍，將信仰和工作融合，活
出信仰的見證。 
 
簡介環節完畢後，班長們被安排分成小組，由傳道同工及部員帶領，
討論不同議題的題目，各組投入交流及分享，氣氛良好。最後由陳沛
偉傳道以「職場佈道」的向度作出信息回應，提出信徒在職場佈道，
要有好的心態準備、佈道技巧、生命省察、生活見證，活出信仰的美
意。陳傳道還帶出信徒要擁有兩顆心，就是督信福音的「信心」及憐
憫人的「心腸」，以關懷式的佈道，在職場傳揚基督的愛和救恩。 



成年部在去年10月1日舉辦了以「建立家庭祭壇」

為主題的家庭日營，由於反應遠高於預期，其中

亦有不少向隅的家庭；而根據活動後，所收到的

回應，絕大部份的參加者都認為日營的內容對他

們在家庭推動敬拜甚具啟發性及有幫助。弟兄姊

妹對日營的踴躍反應及正面回應，實在叫人感到

鼓舞和雀躍。 

2015成年部家庭日營 

因此，成年部決定盡快續辦一次家庭日營。在得到講員李瑞科傳道及各同

工、義工積極的配合下，「建立家庭祭壇」第二擊安排在2015年5月1日在

粉嶺浸會園舉行，對象是子女就讀於小學階段或以下的家庭、內容包括親

子遊戲、家庭合照、家長講座曁工作坊、子女分齡活動、實習建立家庭祭

壇、立約、自由親子活動等。感謝神，此次活動共二百多位參加者，盼望

每個參加的家庭將敬拜帶回家中，同心合意建立家庭祭壇，以家庭成為美

祭獻給神。 



隊長午餐小聚 
 

教會訓練事工將於2015年6月21日
下午2:30舉行「同理、同在、同行
的牧養關顧」講座，講員為 Rev. 

Derrah Jackson。藉此機會，成年
部牧養組希望和各位隊長先有一個
簡單的午餐聚會，然後一起參加講
座，詳情如下： 

 

日期： 21–6–2015（主日） 

時間： 下午1:15–2:30 

地點： 培道小學地下 

活動預告 

成長班羽毛球比賽 
 

兩年一度的羽毛球比賽又來了，比賽 

日程如下： 

 

  5–7–2015（主日）下午（地點待定） 

19–7–2015（主日）下午（地點待定） 

26–7–2015（主日）下午（土瓜灣室內運動場） 

 

成年部成展及活動組將於2015年6月17日（三）
晚上8:45在四樓禮堂舉行簡介會及抽籤，請各成
長班代表準時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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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