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中成長
e成長在神家
vol.16 2020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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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當剛強壯膽，不
要害怕，也不要畏懼他
們，因為耶和華 ─ 你的
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
下你，也不丟棄你。」
( 申命記 31:6 )



陳沛偉傳道
成年部主管同工

疫情在今年初突然臨到，揮之不去，叫我們在生活上
不得不面對種種適應和考驗。在這非常時期，我的祈
禱是求神額外地向我們施恩，不叫我們遇見過於所能
承受的難處。在反覆的疫情中，不少昔日行之有效的
方式已經不再理所當然，頻繁的應變常叫我們難以招
架。但從積極面看，我們都因此嘗試了跳出一些框框，
開拓了一些新的可能性，更發現了一些不曾察覺的恩
典。明天如何我們確實不能參透，但我們知道誰掌管
明天，這正是我們跟隨主的人心之所繫。但願我們在
經歷這特別的「課堂」中，更深體會我們是蒙神所愛
的，生命不住地成長，更趨成熟、堅壯。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
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
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 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羅5:3-5)

陳傳道(前排右一) 在疫情中與弟兄姊妹一
同參與教會祈禱會



方慧雯
成年部部長

過去一年疫症侵襲下，個人在生活上或輕或重，或多或
少都被受影響。生活圍繞着如何做好防疫措施，甚麼是
最佳清潔消毒方法避免染疾，怎樣運用網上工具維持日
常工作、學習⋯⋯等等，帶來很大的挑戰。成長班全年近
乎沒有實體上課，同工及導師們使用網上形式進行查經
，使班員不會中斷學習，要在疫境中繼續牧養弟兄姊妹
，在7月及10月分別辦了兩期福音初探課程，透過短講和
小組祈禱，向慕道者傳福音，實在不容易，求神賜下百
般智慧，讓我們帶着信心和能力面對莫測的前景。深信
疫情總會過去，願神引導我們的心思，在這艱難困苦環
境下，學習倚靠神，懂得愛人愛己，為主合用的器皿，
在這黑暗的世代，成為明燈照耀四方！



行政資訊「靠主無懼挑戰，同心服侍傳揚 」
是成年部今年的主題，亦正正反映
今年我們所面對的情況。2020年是
特別的一年，亦是難忘的一年，在
教會多年，疫情將教會生活大反轉
，連在成年部的會議及聚會也都轉
為網上舉行。記得行政資訊組在3月
26日第一次使用網上舉行的班長交
流會，自己亦懷着戰戰兢兢的心情
，因為始終是一個新嘗試，但感謝
主, 當晚有40多位成長班班長參與，
大家都有很好的交流，彼此分享支
持，互相交換經驗。除此以外，5月
的成年月，以往在大堂的展板，今
年亦由實體轉為電子版本，另感謝
幫忙設計及拍攝的弟兄姊妹，能在
短時間內製作短片在崇拜時段播放
，這些都是新的嘗試。疫情帶給大
家很多新挑戰，亦帶來很多新嘗試
，但願我們都能靠主迎接挑戰，在
學習中成長。

成年部行政資訊組召集人黃惠吟

成年月展板由實體轉為電子版本發放

在成年主日崇拜時段播放短片

3月26日班長交流會在網上進行
，無阻美好交流



福音佈道
佈道組於疫情期間，仍透過Zoom舉辦不同活
動。5月初福音部交流會暨職場精兵加油站，
邀請陳啟興牧師分享職場佈道的訊息，及為一
眾福音部職員及職場精兵打氣。

6月至7月及10月至12月期間，逢星期二晚上舉
辦信仰初探小組《疫流而上－尋找人生GPS》
，由傳道同工及嘉賓講員，與成年慕道者探討
人生中不同課題。兩期累計報名人數超過100
人，反應熱烈。

在疫症期間，雖有不同的限制，但神仍開路，
容許佈道組開拓新的事工模式。有慕道者參與
信仰初探小組後，願意繼續認識信仰，甚至決
志信主，足證「在神凡事都能」。成長班弟兄
姊妹無論在「得時不得時」，仍堅持邀請新朋
友出席，對佈道組有很大的激勵。

來年大計包括5月的家庭佈道會及11月的職場
福音晚餐會等。未來仍有很多不確定的因素，
盼望神繼續使用佈道組，以諸般的智慧，把各
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成年部佈道組召集人許偉良

福音部交流會暨職場精兵加油站



培訓牧養

因疫情影響，本組今年有部分事工需延後舉行，感恩仍
可透過zoom視像會議得以順利進行及完成，包括兩次
靈修隊長部進修日(1月7日於教會及10月6日zoom)、靈
修隊長部交流會(5月19日zoom)、與訓練事工合辦的《
親密之旅》課程(10月9日-12月18日zoom)、導師訓練
班(10月9日-12月18日zoom及教會)、11月8日導師職員
訓練日介紹靈修及隊長部的工作，讓參與者藉著學習、
彼此分享及交流，生命在疫中得牧養、有成長。

展望2021年，本組計劃的事工包括： 導師加勉日(3月
28日)、靈修隊長部交流會(5月20日)、婚福之道中央班
(4-6月內的星期六)、家庭培靈會(6月19日)、盟約日營(
夫婦營，10月14日)及11月7日的成長班導師職員訓練日
。此外，亦計劃於4月17日及11月6日舉行兩次牧養講座
，由屈偉豪博士(伯特利神學院院長)主講，目標為幫助
調適較成熟的成年信徒，尋找召命，踏上更精彩人生，
成為一群不能忽視，更被神使用的團隊。

成年部培訓牧養組召集人趙恩澤

第一次靈修隊長部進修日(左)在1月7日於教會4樓
禮堂舉行, 第二次則在10月6日以zoom進行(右)。



成展活動組

新冠肺炎全球肆虐，疫情由今年年頭開始直到現在, 一波接一波，成年發展
中心所有的活動受到影響，記得第一季課程只上了三堂，大约在農曆新年後
，香港的感染個案大增，政府立即採取停工停學措施，所有大型集會都立即
中止，最後成展中心的剩餘課程都要退款，這情況也發生在第三季，以為疫
情受控，誰知到了7月中疫情第三波又臨到，所有課程也被迫中止。原訂一
年一度的球類比賽－乒乓球比賽- 也暫停，順延至2021年7月再辦。到了第四
季，政府一直未有放寬室外室內阻令，為了保護大家安全，第四課程仍全部
暫停。受疫情影響，有很多導師的收入也因停課而大大減少，求神的恩典供
應他們，主恩夠用。求神止息瘟疫，大大醫治地土，才能回復往昔生活。

成展活動的未來方向，會尋求多元化學習，例如網上學習，Facebook live
，一次或二次完的活動，靈活進行。期望城浸兄妹姊妹熱烈參與，支持成展
的活動，能建立一個互相守護，彼此分享屬靈恩賜的平台。雖然2021年第一
季旳課程又因疫情而取消，但我們已作好準備，新一年開始可用google
form 報名，也接受以支票及轉數快付款，可以令報名程序更輕鬆便捷。

成展活動組召集人李志敏

第二季七月上課的花束包裝設
計工作坊只上了兩堂便因疫情
腰斬，學員格外享受實體課程
的樂趣。



疫境班長

A: 感恩神沒有讓疫情成為攔阻，反為我們打開新一扇

門，讓我們繼續在疫中成長，透過「網上視像 (Zoom)

」方式繼續與班員相交、互動、分享和見證神的愛及

傳講福音等！今年除了照常關顧宣教士和神學生之外

，我們透過Zoom舉行了以下主題週會: (i) ４月２５日

「疫境中的你•逆境中有袮」; (ii)６月１３日「主的禾

場✟我的職場」; (iii)９月１２日「福音與見證分享週

」。感恩蒙神的保守，透過使用Zoom一邊做一邊學習

，其中9月的褔音週，為配合教會的佈道會，讓受過裝

備課程的弟兄姊妹帶領其中組員角色扮演示範，使班

員能夠藉此週會重溫傳褔音的技巧，並鼓勵大家積極

準備傳褔音的心，效果和反應都很好， 各組示範傳褔

音的方法都不同，有如醫院探病、 邀請出席佈道會、

美滿人生、 五色的故事、 三福等等，各隊各有發揮和

有創意，哈利路亞!

撒迦利亞成長班福音部

疫境福音

Q: 舉辦實體福音活
動不行, 還能推動傳
揚福音?

A: 今年疫情帶來的影響是無法預計亦從未遇過，由年初開始要暫停成長
班聚會，到7月以為可以正常復課，誰知疫情又爆發，復課不成，此外亦
不能與職員面對面商討班務，很不方便，但感謝主，一班導師和職員同心
同行，不斷嘗試及探索週會模式、 用心擺上，班員亦十分支持，深深體
會到神一直帶領著我們跨越困難，在當中維繫。我也曾擔心過，這麼久沒
有實體成長班聚會， 會不會有班員流失、甚至離開教會？結果這情況並
沒有發生，當10月下旬可以返實體成長班時，班員都十分欣喜可以回到
教會，互相親切問候，感覺溫暖。雖然現在疫情又嚴重起來，但只要大家
緊守崗位，盡心盡力應付逆境，深信神必引領。

約珥成長班班長陳永強

Q: 作為一班之長，在疫境中如何維繫
班員，是天降大任於斯人也?

10月24日約珥復課，陳永強班長(

前排中)與組員全體出席。



疫境資訊

A: 今年未能實體聚會，負責電腦文書的資訊

部嘗試在視像裡講故事，將一頁頁繪本變成

帶有少許動畫的投影片，當內容撰成突顯個

性的對白，再加上牽動人心的旁述及傳神的

語調，圖畫故事頓時在思維裡立體起來，讓

人將故事場景跟自己經歷融合，在彼此分享

時, 流露自己極有感受的往事。當晚各人的分

享很豐富，導師們的即時回應針對班員提及

的處境，帶出既正面又靈巧的人生態度。想

不到在視像裡仍能經驗深度交流，今次週會

也是上帝在疫境裡送贈的一份禮物。

撒母耳成長班資訊部鄭碧燕
以繪本故事講述週會，別
具創意

Q: 沒有實體聚會不用每星期準備
POWERPOINT, 資訊部還有發揮空間嗎?

Q: 無得見面，如何關顧隊員? 隊長的責任是
不是更大? 

疫境隊長

A: 疫情之下，組員主要透過Zoom進行視像查經，原先以為出席率
會受影响，實情是一些平時較少出席的組員也能參與。限聚令之下
，組聚也只能線上進行，當然不及面對面溝通好，但效果也不差，
沒有在關顧上造成太大問題。反而在這期間，大量的教會資訊需要
透過隊長發放，自己和組員都未必能一一消化，不及以往在實體聚
會中可以加以介紹。 無論怎樣，這次疫情給與我們要排除萬難、
持續學習的功課，對我們日後侍奉有正面作用。

大衛成長班隊長鄧翠芳

鄧翠芳(後排左三)與組
員珍惜實體溝通的機會



成年部2021年度活動一覽表

活動 日期

1. 班長交流會 2021年3月4日(禮拜四)

2. 福音部交流會暨職場加油站 2021年3月25日 (禮拜二)

3. 導師加勉日 2021年3月28日 (主日)

4. 牧養講座
2021年4月17日(禮拜六)及

11月16日(禮拜六)

5. 成年主日 2021年5月16日(主日)

6. 家庭佈道會 2021年5月16日(主日)

7. 隊長、靈修部交流會 2021年5月20日(禮拜四)

8. 家庭培靈會 2021年6月19日 (禮拜六)

9. 球類比賽 2021年7月18日(主日)

10. 成長班新職員選舉
2021年9月25日及26日 (禮

拜六及主日)

11. 盟約日營 2021年10月14日(禮拜一)

12. 成長班導師、職員訓練日 2021年11月7日(主日)

13. 成年部職場福音晚餐會 2021年11月27日 (禮拜六)



2021職員訓練日(2020.11.8)

多謝各位2021職員參與上述訓練日，有關當天
的資料可在成年部資源中心「新職員訓練」一
欄下載：
http://adr.baptist.org.hk/adult20.php

成年部事宜，請與許巾好姊妹聯絡：
-教會708室；電話：2767 4256；
電郵：ripleyhui@baptist.org.hk

成展事宜，請與楊麗群姊妹聯絡：
-教會408室；電話：2767 4239；
電郵：leona.y@baptist.org.hk

聯絡我們

http://adr.baptist.org.hk/adult20.php


聖誕蒙恩
新年快樂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 在地上平安歸於他所
喜悅的人!』(路2:14)

成年部祝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