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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與展望 
成年部主管同工 – 余金蘭牧師 

 

2015年將要過去，2016年也臨近了，時間如流水，捉也捉不到，便

流逝而去。感恩是所經歷過的點點滴滴，都會累積起來，使我們常常

都可以數算神的恩典！ 

 

今年成年部的目標是：(1) 推動職場佈道；(2) 鞏固家庭祭壇；(3) 

門徒訓練。感恩我們與商福合辦訓練課程，共有約40人報名參加，期

望他們學成之後能在職場上發光，傳揚福音！ 

 

未來的日子，建堂在即，我們要預備自己的身心靈，回應神的愛，實

踐門徒的生活！在家庭上要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帶領家人歸主，夫妻

和睦，活出基督的樣式！發揮個人才幹及恩賜盡上忠心服侍神及人！ 

 

在新的一年，我們更盼望每一位班員 

與神建立更緊密的關係，藉禱告深化 

我們與神的關係，信徒互相激勵，互 

助互勉，成為流通的管子，生命影響 

生命，把基督的愛實踐出來！ 



 
小僕在成年部服侍已十多年，擔任部長 
一職也有六年了。在個人禱告後決定下 
一屆不會接受提名參選成年部部長，好讓更年輕、更有異象及魄力的部
員接任。回顧這六年的任期中，與所有部員及同工都有美好的合作，成
年部也是非常和諧和合一的部會。在此我向這期間曾擔任部員及同工致
謝，感謝各人都有同一的心志，就是竭力的牧養教會大群的成年人。 
 
教會榮譽會牧張慕皚牧師經常提醒我們要竭力地去傳福音，其他的目標
例如：關顧團契、個人裝備、社會關懷等為輔。在任期間，自己感覺有
些擔心，班員似乎被其他的目標佔據了傳福音這重中之重的目標，個人
分配時間上出了問題。大家都很忙，肩負了很多事奉的崗位，也不斷地
努力透過課程去裝備自己，卻沒有太多時間做福音的預工及向親友同事
傳福音。現時已敲響了警號，據悉今年聖誕受浸人數已跌至六十人左 
右，這情況值得教會牧長留意及深入探討。 
 
同時，在傳福音對象上也失去了平衡，班員做很多長者的事工，以致忽
略了在其他年齡層的福音工作，整個教會的會眾有老化的現象出現。成
年部部員及同工都留意到這現象，於是商討解決的對策，最終達成了中
期的目標：就是要發展職場佈道、家長事工及向同齡人佈道。這幾樣的
事工，都會吸納較年輕的人加入教會，對教會會眾平均年齡不斷增大的
現象有所緩解。 
 
展望成年部部長縱使改變，但成年部的策略不會改變，未來本部一定朝
著上述的方向及策略來發展事工。希望大家可同心合意，興旺福音。願
主祝福大家！ 
 

回顧與感恩 
成年部部長 – 李少強執事 



成年部是一個大家庭，在過去的日子，有賴一
班同工和部員的同心合作，以及眾成長班的支
持，讓成年部的事工得以順利開展。成年部各
組願藉著這小小的篇幅，向我們的天父獻上誠
心感恩，並向各成長班的弟兄姊妹說聲謝謝！ 



成年部佈道組 
負責同工 – 饒炳德傳道 
 
這兩年佈道組推動了不同的福音事工，讓我們一起數算主的恩典： 
• 為配合75周年堂慶而推動的「呈獻福音果子」運動，大堂的壁報版上

所設計了一棵「生命樹」，掛了268弟兄姊妹所結福音果子的名字。 
• 2014年11月之福音蛇宴，邀請了陳恩明牧師負責分享信息，當晚有

11位決志者。 
• 為鼓勵成年班在職班員積極投入職場佈道事工，佈道組於2015年推動

「職場精兵計劃」，與商福合辦佈道訓練課程，並首次在本會舉行，
報名者共有40多位，並開始投入職場佈道實習。 

 
最值得感恩的，是神預備了一班很盡心的部員、傳道同工在佈道組內同心
事奉，推動成年部佈道工作。未來的展望，是將職場精兵計劃轉化為一個
可持發展的職場宣教運動，增加成年部的在職信徒人口比例，將神國度在
不同的職場不斷擴展。 

職場精兵計劃開學禮，學
員齊聲誦讀立願心志。 

福音蛇宴上，陳恩明牧師分
享信息 



成年部培訓組 
召集人 – 何家強部員 
 
培訓組的主要職能是關顧成長班的導師、查經組長和靈修部職員，瞭
解他們在事奉上的需要，從而提供有關協助。每年新職員訓練日的靈
修部職員訓練工作便是由培訓組負責的。 
 
我們也負責統籌每年一度的成長班導師∕查經組長∕職員退修會。這
個聚會讓各成長班事奉人員聚首一堂，各相同職能的事奉人員互相關
心砥礪，並分享事奉中的經驗和得著。感恩退修會每年都得到參與弟
兄姊妹的正面評價。 

 
教會的事務眾多，培訓組的同工和組員在兼顧不同崗位之餘仍然全心
全力在培訓組中努力事奉，感恩有這一班美好的同行者。期望培訓組
在2016年裡仍緊守崗位，在這個混亂和充滿挑戰的世代中，多作主
工。 

2015導師職員退修會陣容龐大的大合照 



成年部行政組 
召集人 – 劉麗卿部員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間筆者在行政組服侍了4年
的時間，記得初期的事奉，戰戰兢兢，不知如
何擔當組長的崗位。感恩能夠與組內的牧者、
執事們和部員同工，靠著神的恩典、牧者和執
事們的指引、帶領及彼此配合，讓小組每年推
動的事工，如班長交流會、成年月的安排及成
長班聚會地方的分配等等，能夠順利完成。 

 
感恩神的祝福和眷顧，讓小組能有恩典和力 

量，經歷與祂同工，完成今年推動的事工！ 

成年部集思會 

成年月的美麗展板 

成年部集思會 



成年部資訊組 
負責同工 – 饒偉利傳道 
 
作為資訊組的同工，我由衷地感謝成長班資訊部及成年部資訊組的每
一位弟兄姊妹，雖然你們的工作並不起眼，但大家全年默默地、忙碌
地做工：年頭預備通訊錄、年尾預備感恩集、每季、每月、每週做個
不停，不單增進了班內的溝通，也強化了成長班彼此的聯繫，建立基
督的身體，愛中成長。願主祝福使用你們的恩賜，深信你們的勞苦必
蒙主稱讚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
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太
25:23） 

成年部資訊組 
召集人- 林文燕部員 
 
感謝成長班特別是資訊部職員的支 
持，讓優美績點的數據給成年部提供
了很好的參考。另外，「e成長在神
家」自推出至今已製作了11期，共走
訪了27個成長班，除了鳴謝各受訪成
長班的接待、提供資料及照片外，我
也感謝資訊組各同工部員在編採方面
所付出的心力，特別是數位「特約採
訪員」（委辦）的襄助，其中一位是
約珥成長班的張少儀姊妹，讓我們一
同分享她的心聲，彼此勉勵！ 

能夠參與e成長在神家的採訪工
作，全是祝福！它帶我跳出一個
成長班的框框，進入不同的成長
班，見識多樣化的運作，認識熱
心愛主的弟兄姊妹，感染自己 
在事奉的路上添上動力。 

為資訊部職員而設的
Excel 工作坊 



成年部牧養組 
召集人 – 張啟文執事 

 
又到聖誕、又到聖誕…… 
 
相信有不少的人正值一年終結前，為達成年度目標仍全力以赴作最後
衝刺；而一年將盡也是數算恩典的時候。 
 
感謝主！在2015年，成年部牧養組繼續被主使用，透過21/6交流會
關顧成長班眾隊長；並藉著1/5家庭日營及12/9家長講座為家長們提
供屬靈向度培育子女的點子和鼓勵。過程中，被眾隊長對牧養肢體的
委身和家長們為「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
離。」（箴22:6）的不辭勞苦所感動，願神悅納和賜福他們在神家
和地上家庭的服侍。 
 
展望在2016年，甚願牧養組能夠繼續與眾隊長和家長們同行，為他
們奉上適切的關注和勉勵，建設神家和神所賜地上的家。 

隊長在交流會中分享事奉的喜與樂，
互相支持 

家庭日營中的家長講座 



成年部成展活動組 
負責同工 – 陳詠恩傳道 
 
感恩！成年發展中心（成展）有很多資深又多才多藝的導師，
所以能開辦不同類型的課程！成展除了一貫受歡迎的課程外，
為配合成年部的家長事工，更開放給家長學堂學員參加，每季
的親子課程亦深受家長們的喜愛。而課程內容亦越趨多元化，
例如新穎的潤唇膏製作班、不同節期的花藝和糕點班、陶冶性
情又能用於事奉的木結他、小結他班、康體的網球同樂日、高
爾夫球同樂日、馬拉松理論與實踐、弟兄最愛的攝影班，還有
實用的電腦多媒體班等，多不勝數。願主繼續使用成展成為福
音的平台！ 

成展活動組成員每季開會一次，
商討來季課程。 

極受成長班歡迎的羽毛球比賽 

多采多姿的成展活動 



 
填寫及遞交認獻信回條 – 
澄清與補充資料 

 
 
自2015年10月26日郵寄約9000封認獻信及附件給會友及友誼會
友後，直至11月中旬，我們已收了三批認獻信回條及處理了用新建
堂奉獻封呈上的建堂奉獻及指定款項，在過程中發現不少的問題，
也收到一些查詢，現藉此機會向大家作出一些澄清及給予大家一些
補充資料。 
 
1. 有會友詢問：「倘若東利道建堂計劃不能實現時，會否退回已

呈上的款項？」因政府需要教會證明有財政能力去東利道建新
堂，同時建堂計劃亦要經日後的會友大會表決，在這情況下，
經執事會商討後設計了一個機制，讓會友可於會友大會正式通
過東利道建堂議案前，就呈上建堂款項時有一選擇，可在新建
堂奉獻封加上「」號，表明呈上的款項只用作東利道建堂之
用，這樣教會將把款項存入建堂暫收款戶口（不含利息），直
至議案通過後，這筆暫存款將自動轉成建堂奉獻。倘若這計劃
未能實現，屆時教會將聯絡有關會友，按其意願處理呈上的款
項（可轉入建堂基金作日後建堂之用或退回已呈上的款項）。 

 
2. 如選擇在新建堂奉獻封加「」且呈上款項，教會將向該會友

發出不能扣稅的收據，以茲證明收訖。 
 

你填妥及 
交回了嗎? 



3. 回條裡「整筆款項」與「每月捐款」的意義：整筆款項是會友於每
個階段預備了一整筆款項作建堂奉獻，而每月建堂奉獻是會友在每
個階段每個月除一般奉獻外，可額外作建堂奉獻的款項，兩者是不
相同的。填寫時，不是將某一欄的資料重抄在另一欄上。 

 
4. 認獻與建堂奉獻的關係：認獻是方便教會知悉會友在不同階段對教

會建堂的承擔，認獻後可按時用新建堂奉獻封呈交認獻的款額。 
 
5. 保密機制：教會只委派數個同工、執事及義工處理收集回條及輸入

會友呈上的資料。兩個人會負責收回條及將其切開兩部份，一組人
只負責輸入會友的個人資料，另一組人將呈上認獻的資料輸入電腦，
這兩組人互不交換所獲得的資料，確保所獲得的資料極度保密。另
外，在回條底部簽署空位內，請用簡單的樣式，不要讓人透過簽署
知道你的身分。懇請大家按著指引填寫及遞交回條！ 

 
6.  有些會友將回條放在紅、黃色奉獻袋或其他的奉獻箱。請注意：如

不按指引遞交回條，保密機制就不能有效實行。 
 
7. 有些會友選擇性提供資料，例如：沒有填寫會友編號、姓名等。懇

請大家必須填寫所有空格，因為每項資料都是重要的。 
 
 
希望藉著上述的資訊幫助大家澄清疑問，更加正確地填寫及於2015年
12月31日之前遞交回條，因為這次認獻的結果對決定是否在東利道建
新堂起著很重要的影響。 
 
願主祝福大家！ 
 

建堂委員會 



活動預告 

全「城」起動 Go Grow Goal 
日期：2016年1月2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3:30   
地點：本會大禮堂 
 
請各週六下午及晚上的成長班班長安排暫停當日的週會，一同
出席上述聚會。 



2016成年部導師職員退修會 
 
一年一度的導師職員退員會將於2016年1月31日（主
日）下午2:30–5:00於本會大禮堂舉行，費用全免。
請各導師、查經組長及職員立即報名啦！ 



2016成年部成長班資訊 

2016年成年部

活動一覽表 
活動名稱 備註 

1月2日 全「城」感恩呈獻祈禱日 週六成長班暫停一次 

1月31日 導師職員退修會 在本會舉行 

2月23日（晚） 福音部交流會 

3月31日（晚） 班長交流會 

4月10日 導師進修日 

4月17日 成長班進修日 

5月14日 教會籌款活動日（一） 週六成長班暫停一次 

5月15日 成年主日 

6月26日 隊長交流會 

7月17日 保齡球同樂日 

9月24、25日 成長班新職員選舉 

10月10日 教會籌款活動日（二） 

11月13日 2017年新職員訓練日 

11月20日 福音聚餐 

由2016年1月1日起，成年部照顧的年齡層會
由「35-49歲」伸延五年至「35-54歲」，成
長班的數目為27班。而2016年成年部的行事
曆如下，請各成長班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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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