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龍城浸信會 2022年 8月13-14日

8月份金句

大衛就知道耶和華堅立他

作以色列王，又為自己的

民以色列使他的國興旺。
(撒母耳記下5:12)

每週重點重溫：

我們關心孩子時需要注意。

大日子！請已報名的參加者於8月14日，
1: 45後到Lobby報到及換領遊戲券，並於
2: 15前安坐大禮堂聆聽活動日的簡介會。 重

溫

14/8

詩篇

57: 1-11

15/8

詩篇
58:1-11

16/8

詩篇
59:1-17

17/8

詩篇

60:1-12

18/8

詩篇
60:1-12

19/8

詩篇
62:1-12

20/8

詩篇
63:1-11

鼓勵家長引導子女親近上帝，幫助孩童明白親近上帝的重要，並一起享受讀經的樂趣。

兒幼代禱

8月15 - 29日期間，兒幼部舉辦「Bun Fun興趣班」活動。

願神使用興趣班活動，讓小孩能在這短短的暑假中，除學到新的知識外，

也能多體驗群體生活；與己與人結連。



逆是有晴佈道會 (關顧部與傳道部合辦)

「有人說：患癌雖然不一定是絕路，但與癌遇上
的人生，卻必然暗淡無光。
三位過來人分享他們癌途有晴朗的故事，余博士
分享逆是有晴的關鍵。」
日期：2022年9月4日（主日）
時間：下午2:30-4:30
地點：九龍城浸信會
講員：余德淳博士
見證嘉賓: 李仲明弟兄、劉倩頤姊妹、黃科榮弟兄

晴心關顧Whatsapp專線：5921 2318 | 
晴心組Facebook 專頁 : KCBC.JourneyWithCare
活動詳情請按連結或掃瞄二維碼參閱附件，
如有查詢請聯絡關顧部同工伍燕紅幹事27674284。
https://reurl.cc/D3v1Xd

建堂代禱| 滿有恩慈的神啊! 感謝祢以恩典為年歲
的冠冕，祢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耶和華阿，求祢照着我們所仰望祢的，

向我們施行慈愛。」詩(三十三:22）

感恩建堂委員會已去信渠務署提出維持原有對渠

務的安排，懇求天父垂聽我們的訴求，使我們盡

快得到回應。懇求恩主親自帥領前路，復興眾弟

兄姊妹的心靈，讓眾弟兄姊妹同感一靈，不斷為

建堂事工祈禱。感恩祈求，乃是奉耶穌基督之名

而求，阿門！

差傳小天使–交功課
｢差傳小天使｣活動將於8月20日完
結，請小天使填寫活動記錄表，
連同心意咭及奉獻金於以下日期
交回差會602或 607室（請家長自
行把奉獻金轉為紙幣，小錢箱不
用交回）。
日期：8月20日至9月4日
時間：(主日)上午9:30 -12:30

(週二至六)上午9:30 -12:30及
下午2:00 - 5:30

查詢：鄺潔明同工 (27674283 / 

22467656)。

上週聚會人數
• 家庭小敬拜網上點擊: 758次
• 基督少年軍 :  (40 ): 26丶(97): 82丶家長組: N/A
• 週六成長班 : 小學組 : 49 |幼童組: 35
• 週六崇拜 :小學組 & 幼童組:   1 |兒護: 1
• 主日成長班 : 小學組 : 79 |幼童組: 56
• 主日崇拜 :小學組 : 60 |幼童組: 37 |兒護: 7

Bun Fun Channel 

差傳小天使每週禱文

https://reurl.cc/D3v1Xd
https://www.facebook.com/kcbc.baptist/videos/358620379810459
https://www.facebook.com/kcbc.baptist/videos/358620379810459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13090369997362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13090369997362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13090369997362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13090369997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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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部成長班通告 
九龍城浸信會 

2022 年 8月 13日、14日 

請將此通告給各級主任導師／班導師／班長傳閱 

青少部活動： 

 
1. 收到培道小學通知：本周 14/8 因全校停電，未能借用培小，有勞各位與主任導師安排聚會形式。 

 

2. 2022 年青少部電競同樂日       

 日期：8月 21日(下主日)  時間：下午 2:30-6:00  地點：8樓禮堂     

 對象：青少部班員，歡迎邀請朋友 

 目的：增進各成長班之間的聯誼；介紹教會及基督信仰與未信者認識     

 遊戲：FIFA22, Overcooked!2, Nintendo Switch Sports     

 查詢：魏文俊傳道 / 賴利春姊妹（電話：27674250 / 27674257）     

 另設比賽區      

 報名及詳情：請掃瞄二維碼或登入連結(https://forms.gle/88kjadm34sLqmjcA6)， 

填妥 Google Form 即可。 

建堂代禱事項： 

滿有恩慈的神啊! 
感謝祢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祢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耶和華阿，求祢照着我們所仰望祢的，向我們施行慈愛。」詩(三十三:22） 
感恩建堂委員會已去信渠務署提出維持原有對渠務的安排，懇求天父垂聽我們的訴求，使我們

盡快得到回應。懇求恩主親自帥領前路，復興眾弟兄姊妹的心靈，讓眾弟兄姊妹同感一靈，不
斷為建堂事工祈禱。感恩祈求，乃是奉耶穌基督之名而求，阿門！ 
 

教會及其他活動：  

 

1. 2022 佈道大會---主題: 多慶幸跟祢遇上 

日期: 12月 10日 (禮拜六) 晚上 7:30 

講員: 陸倫泉牧師(本教會差會主任)  見證: 王寧添博士(本教會執事) 

請禱告記念，求主使用，多人歸主。 

 

2. 「半年一書」訂購表 

為配合教會主題「基督是主·與己與人結連」，教會推介大家訂購《內向者的空間爭奪戰》，作

者為本教會心理輔導員周偉豪傳道。有興趣者可參閱訂購表內的書籍簡介及填寫姓名，如有問

題，請聯絡郭潔恩(Grace)同工。 

 

3. 逆是有晴佈道會 (關顧部與傳道部合辦) 

「有人說： 患癌雖然不一定是絕路，但與癌遇上的人生，卻必然暗淡無光。 

三位過來人分享他們癌途有晴朗的故事，余博士分享逆是有晴的關鍵。」 

日期：9月 4日（主日） 時間：下午 2:30-4:30  地點：九龍城浸信會大禮堂 

講員：余德淳博士   見證嘉賓：李仲明弟兄、劉倩頤姊妹、黃科榮弟兄 

晴心關顧 Whatsapp 專線：5921 2318 晴心組 Facebook專頁 : KCBC.JourneyWithCare 

https://forms.gle/88kjadm34sLqmjc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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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詳情請按連結或掃瞄 QR-code參閱附件，如有查詢請聯絡關顧部同工伍燕紅幹事 27674284。 

https://reurl.cc/D3v1Xd 

 

4. 《把握時機》宣教生命課程 

日期：10月 7日至 12月 16日(逢周五）  時間：晚上 7:30–10:00 地點：六樓禮堂 

講師：《把握時機》課程導師統籌   費用：優惠價港幣 400元(差會委員港幣 200元)  

      (把握時機課程原價港幣 1,000元，費用包括教材、畢業證書)         

對象：差會委員、成長班導師、福音部職員、關心差傳的會友 

名額：30人 (須經由差會甄選，不合者將退回款項) 

截止：9月 5日   

主辦：九龍城浸信會差會 

查詢：2767-4232聯絡梁素梅傳道請掃瞄 QR code 網上報名     

上述課程列入「進深班課程牧養與教導證書選修科，DPS006」(兩學分) 
 

5. 「花好月圓慶中秋」招募義工 

由九龍城浸信會社會服務處舉辦的派月餅活動將於八月底及九月初舉行，現招募成長班弟兄姊

妹一起參與服事，關懷樂富與黃大仙區的獨居/兩老長者，和真善美村的街坊/家庭。活動詳情

及報名方法請按連結或掃瞄 QR-code參閱附件，如有查詢請聯絡社關部同工高葆華幹事

27674324。https://reurl.cc/A7EpqZ 

 

6. 訓練事工主辦 研經營 2022 

主題：羅馬書選讀    

講員：岑紹麟博士 

日期：10月 4日（公假）    

時間：早上 10:00-下午 5:00   

地點：沙田突破青年村 

內容：旨在跟與會者探討羅馬書的核心信息，及選讀當中一些重要段落，幫助他們進深明白該

書的要理，以便更有效地實踐基督信仰。 

包括：1)羅馬書的背景概述；2)「因信稱義」是基督信仰之根本？ 3) 基督信徒的社會責任（羅

十三 1-7） 

費用：每位$180（包午膳及來回教會接送）截止：9月 4日或額滿即止 

報名方法：前往會友服務處或網上報名  https://reurl.cc/550xvz 

查詢：訓練事工 Rebecca 同工（WhatsApp 9130 4916） 

 

7. 成年部與訓練事工合辦課程 

《親密之旅》：情感智慧與自我成長培訓課程 

課程簡介：課程設計者黃維仁博士整合過去 30年最尖端的臨床實證研究，融合全球數十套頂尖

婚姻治療課程之精華並加入聖經真理，發展出一套理論與實踐並重的易學課程。盼望此課程能

幫助學員提升個人成長質素，以及與人建立更親密的關係。透過輕鬆討論與技巧示範，讓學員

易於掌握及實踐。 

導師：已接受親密之旅組長培訓之城浸導師 

日期：10月 6日至 12月 29日（逢星期四晚，11月 3及 12月 22暫停，共 11堂） 

時間：7:30pm-9:30pm    

地點：六樓禮堂（如受疫情影響將轉為 zoom） 

對象：恆常出席成長班的弟兄姊妹、須有主任導師簽名   

人數：40人 

收費：$160，另加課本費用$80           

截止：9月 4日或額滿即止 

https://reurl.cc/D3v1Xd
https://reurl.cc/A7EpqZ
https://reurl.cc/550xv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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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會友服務處或網上報名 https://reurl.cc/q59X2R 

查詢：訓練事工同工（WhatsApp 9130 4916） 

對象：恆常出席成長班的弟兄姊妹、須有主任導師簽名 

人數：40人  收費：$160，另加課本費用$80  截止：9月 4日或額滿即止 

網上報名：https://reurl.cc/q59X2R 

查詢：訓練事工同工（WhatsApp 9130 4916） 

 

8. 2022-23年度「門徒生命與事奉證書課程」基礎班現正招生！ 

（歡迎成長班弟兄姊妹參加，特別鼓勵事奉人員報讀） 

新約概覽（基礎班必修科） DF1000 （兩學分） 

內容：綜覽新約各書卷的主題和重點，探討其歷史文化背景、寫作特色、經文脈絡，讓學員有

系統、全面地掌握新約的內容和信息，將聖經真理應用在生活中，為信仰與靈命打好基礎。 

講師：方憬仁傳道 

日期：10月 7日至 12月 16日（逢周五晚，共十堂，11月 11日同行小組聚會） 

截止：9月 11日 

 證書課程入學申請表: https://reurl.cc/AOn86d 

10-12月證書課程報名表: https://reurl.cc/zNgz5e 

《門徒生命與事奉通訊》課程介紹: https://reurl.cc/gMkmob 

「門徒生命與事奉證書課程」章程: https://reurl.cc/LMj7xy 

查詢：訓練事工同工（WhatsApp 9130 4916） 
 

9. 傳道部｜福音活動組---扭波波故事佈道法訓練 

訓練內容： 

• 學習扭氣球基本技巧 • 通過簡單造型 ，帶出福音信息 • 學習演繹技巧 

日期：9月 3日至 17日（六）  

對象：有志傳福音的會友   

時間：早上 10時 - 12時 

地點：六樓禮堂   

名額：25人   

報名費用：HK$70 

另材料費：HK$100 (氣泵一個及約 100條氣球)  截止報名：8月 21日 或 額滿即止 

報名方法：填妥網上表格 https://bit.ly/3d8JYTC，，按遞交或到會友服務處索取表格及遞交 

繳費方法：到會友服務處繳交   或  到 408室向 Michelle同工繳交 

（繳費時請註明：姓名及聯絡電話） 

查詢：李雅詠傳道  2767 4332 / Michelle 同工  2767 4239 

 

10. 傳道部個人佈道組消息 

1). 個人佈道出隊日 

日期：9月 4日 (主日)   

集合地點：地庫小禮堂 B01 室 

集合時間：下午 1:45 (下午 2:00出發) 

佈道地點：啟德探訪，街頭佈道（九龍城、土瓜灣、啟德） 

請掃描 QR code網上報名 佈道員須為已受浸及有傳福音心志的基督徒，請準時出席。 

 

2). 樂富、龍翔長者鄰舍中心探訪 

9 月 4日(主日)個佈組出隊，弟兄姊妹預約到樂富、龍翔長者鄰舍中心探訪長者與傾談問候。(請

按所報時段到達中心) 

三段時段：1:30-2:15；2:30-3:15；3:30-4:15 

 (有否探訪對象都須每月連結系統報名，因每時段中心只可容納 8組，先報先得，若該時段已

https://reurl.cc/q59X2R
https://reurl.cc/q59X2R
https://reurl.cc/AOn86d
https://reurl.cc/zNgz5e
https://reurl.cc/gMkmob
https://reurl.cc/LMj7xy
https://bit.ly/3d8JY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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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會安排另一時段)。 

報名方法： 請掃描 QR code 網上報名（請填兩名組員名字、電話及探訪長者名稱---已約見過

中心對象的弟兄姊妹，報名請填寫上次中心配的對象名字，不會每次安排新對象。） 

注意：因應疫情，請於探訪前，先自行做快速測試；若呈陽性或身體不適，請不要進行探訪。 

截止報名日期：8月 28日 

**溫馨提示：為方便中心安排，敬請留意截止報名日期，並請盡早報名。 

查詢：李雅詠傳道 27674332 / 溫杏芝同工 27674239  

 

3. 成長班出隊佈道獎賞計劃 2022年 

參賽方法： 

以成長班為一個單位，2-3位弟兄姊妹組隊，每組上限三人，每月得分結算一次。 

在出隊日，請一位負責人向個佈職員索取紙本表格或 Google form填寫出隊資料。 

 

獎賞：1) 每月出隊人數最多獎   2) 每季出隊人數最多獎   3) 年終大獎 

 

查詢：李雅詠傳道 27674332 / 溫杏芝同工 27674239  

 

 

11.「全民學堂」10-12月最新課程 

  

科技文化與教會 

講師：黃國維博士  日期：10月 6，13，20日（逢周四，共三堂） 

時間：7:30pm-9:30pm  地點：大禮堂 

學費：$70，9月 11日前早鳥優惠$50。9月 25日截止。 

  

歌羅西書導讀 

講師：岑紹麟博士 

日期：11月 18、25日及 12月 2日（逢周五，共三堂） 

時間：7:30pm-9:30pm  地點：大禮堂 

學費：$70，10月 16日前早鳥優惠$50。11月 6日截止。 

  

生死教育 

講師：阮成國牧師 

日期：12月 6、13及 20 日（逢周二，共三堂） 

時間：7:30pm-9:30pm  地點：六樓禮堂 

學費：$70，11月 6日前早鳥優惠$50。11月 27日截止。 

  

詳情：https://reurl.cc/60ZN25 

網上報名表：https://reurl.cc/m3nzyj 

查詢：訓練事工同工（WhatsApp 9130 4916） 

 

https://reurl.cc/60ZN25
https://reurl.cc/m3nz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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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浸信會            成年部成長班通告        2022 年 8 月 13-14 日 

班長報告事項 

A. 成年部 
 
1. 成年部與訓練事工合辦課程 

  《親密之旅》：情感智慧與自我成長培訓課程 
簡介：這個課程理論與實踐並重、討論與示範兼備，易學又實用，能提升個人成長質素及
增進與人關係。 
導師：已接受親密之旅組長培訓之城浸導師 
日期：10 月 6 日至 12 月 29 日（逢星期四晚，11 月 3 及 12 月 22 暫停，共 11 堂） 
時間：7:30pm-9:30pm 
地點：六樓禮堂（如受疫情影響將轉為 zoom） 
對象：恆常出席成長班的弟兄姊妹、須得到主任導師推薦 
人數：40 人 
收費：$160，另加課本費用$80。 
截止：9 月 4 日或額滿即止 
報名：會友服務處或網上報名 https://reurl.cc/q59X2R 
查詢：訓練事工同工（WhatsApp 9130 4916） 

 
2. 第七屆職場精兵訓練課程 (九龍城浸信會、商區福音使團 合辦) 

計劃目標： 
1. 幫助學員認定職場宣教使命，成為「職場精兵」。 
2. 以神學基礎，重整學員的工作觀及應對職場文化的態度。 
3. 幫助學員掌握在職場傳福音之技巧及策略，落實在職場開展長遠的佈道工作。 
 
課程及日期（可於全年任何單元報名入學） 
職場人際、倫理 (8 月 29 日、9 月 5、19 及 26 日) 現正接受報名！ 
職場靈修 (11 月 28 日、12 月 5、12 及 19 日)  
 
上課形式：Zoom 網上授課   時間：晚上 7:30-9:30 

課程費用：每個學習單元$400(4 堂) （交費詳情請參閱海報） 
 
注意事項： 
(1) 成年部保留甄選之權利；  
(2) 城浸學員在 2 年內完成課程(共 4 個單元)後可獲退還一半學費；  
(3) 請附上報讀課程原因 (500 字內 ) 及學費（劃線支票/銀行入賬收據）郵寄給 
「商區福音使團」；  
(4) 名額有限，額滿即止，報名從速。  
詳情請參閱宣傳單張，查詢：27135111，聯絡 李美儀傳道 
請透過以下連結或掃瞄 QR code 報名：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vUjEPl3o4LMJZjH3dWb3l7uc212FKLRuitvcQOhracQ0KUw/viewform 
 

B. 教會其他事項 
 
1.「半年一書」訂購表 

為配合教會主題「基督是主·與己與人結連」，教會推介大家訂購《我要真關係-在人際中解
結與成長突破》，作者區祥江(中國神學院輔導科副教授)。有興趣者可參閱訂購表內的書籍簡
介及填寫姓名，如有問題，請聯絡郭潔恩(Grace)同工。 

 
2. 2022 佈道大會 

主題: 多慶幸跟祢遇上 
日期: 12 月 10 日 (禮拜六) 晚上 7:30 
講員: 陸倫泉牧師(本教會差會主任) 
見證: 王寧添博士(本教會執事) 
請禱告記念，求主使用，多人歸主。 

 

 

 

https://reurl.cc/q59X2R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vUjEPl3o4LMJZjH3dWb3l7uc212FKLRuitvcQOhracQ0KUw/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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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逆是有晴佈道會 (關顧部與傳道部合辦) 
「有人說： 患癌雖然不一定是絕路，但與癌遇上的人生，卻必然暗淡無光。 
三位過來人分享他們癌途有晴朗的故事，余博士分享逆是有晴的關鍵。」 
日期：2022 年 9 月 4 日（主日） 時間：下午 2:30-4:30   地點：九龍城浸信會大禮堂 
講員：余德淳博士 
見證嘉賓：李仲明弟兄、劉倩頤姊妹、黃科榮弟兄 
晴心關顧 Whatsapp 專線：5921 2318 
晴心組 Facebook 專頁 : KCBC.JourneyWithCare 
活動詳情請按連結 https://reurl.cc/D3v1Xd 或掃瞄 QR-code 參閱附件， 
如有查詢請聯絡關顧部同工伍燕紅幹事 27674284。 

 
4. 扭波波故事佈道法訓練 (傳道部｜福音活動組) 

訓練內容： 
• 學習扭氣球基本技巧  • 通過簡單造型，帶出福音信息 • 學習演繹技巧 
對象：有志傳福音的會友 
日期：2022 年 9 月 3 日至 17 日（星期六）時間：早上 10 時 - 12 時 地點：六樓禮堂 
名額：25 人 
報名費用：HK$70 
另材料費：HK$100 (氣泵一個及約 100 條氣球) 
截止報名：2022 年 8 月 21 日 或 額滿即止 
報名方法：填妥網上表格 https://bit.ly/3d8JYTC，按遞交 
或到會友服務處索取表格及遞交 
繳費方法：到會友服務處繳交或到 408 室向 Michelle 同工繳交 
（繳費時請註明：姓名及聯絡電話） 
查詢：李雅詠傳道  2767 4332 / Michelle 同工  2767 4239 

 
5. 傳道部個人佈道組消息 

1. 個人佈道出隊日 
日期：2022 年 9 月 4 日 (主日) 
集合地點：地庫小禮堂 B01 室 
集合時間：下午 1:45 (下午 2:00 出發) 
佈道地點：啟德探訪，街頭佈道（九龍城、土瓜灣、啟德） 
請掃描 QR code 網上報名 
佈道員須為已受浸及有傳福音心志的基督徒，請準時出席。 
 
2. 樂富、龍翔長者鄰舍中心探訪 
9 月 4 日(主日)個佈組出隊，弟兄姊妹預約到樂富、龍翔長者鄰舍中心探訪長者與傾談問
候。(請按所報時段到達中心) 
三段時段：1:30-2:15；2:30-3:15；3:30-4:15 
 (有否探訪對象都須每月連結系統報名，因每時段中心只可容納 8 組，先報先得，若該時段
已滿，會安排另一時段)。 
報名方法： 請掃描 QR code 網上報名（請填兩名組員名字、電話及探訪長者名稱---已約見
過中心對象的弟兄姊妹，報名請填寫上次中心配的對象名字，不會每次安排新對象。） 
注意：因應疫情，請於探訪前，先自行做快速測試；若呈陽性或身體不適， 
請不要進行探訪。 
截止報名日期：8 月 28 日 
**溫馨提示：為方便中心安排，敬請留意截止報名日期，並請盡早報名。 
查詢：李雅詠傳道 27674332 / 溫杏芝同工 27674239 
 
3. 成長班出隊佈道獎賞計劃 2022 年 
參賽方法： 
以成長班為一個單位，2-3 位弟兄姊妹組隊，每組上限三人，每月得分結算一次。 
在出隊日，請一位負責人向個佈職員索取紙本表格或 Google form 填寫出隊資料。 
獎賞：1) 每月出隊人數最多獎   2) 每季出隊人數最多獎   3) 年終大獎 
查詢：李雅詠傳道 27674332 / 溫杏芝同工 27674239 

 

 
報名 QR code 

 

 

https://reurl.cc/D3v1Xd
https://bit.ly/3d8JY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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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全民學堂」10-12 月最新課程 
科技文化與教會 
講師：黃國維博士 
日期：10 月 6，13，20 日（逢周四，共三堂）時間：7:30pm-9:30pm 地點：大禮堂 
學費：$70，9 月 11 日前早鳥優惠$50。9 月 25 日截止。 
 
歌羅西書導讀 
講師：岑紹麟博士 
日期：11 月 18、25 日及 12 月 2 日（逢周五，共三堂）時間：7:30pm-9:30pm 地點：大禮堂 
學費：$70，10 月 16 日前早鳥優惠$50。11 月 6 日截止。 
 
生死教育 
講師：阮成國牧師 
日期：12 月 6、13 及 20 日（逢周二，共三堂）時間：7:30pm-9:30pm 地點：六樓禮堂 
學費：$70，11 月 6 日前早鳥優惠$50。11 月 27 日截止。 
 
詳情：https://reurl.cc/60ZN25  網上報名表：https://reurl.cc/m3nzyj 
查詢：訓練事工同工（WhatsApp 9130 4916） 

 
7. 訓練事工主辦：研經營 2022 

主題：羅馬書選讀 
講員：岑紹麟博士 
日期：10 月 4 日（星期二公假）時間：早上 10:00-下午 5:00 地點：沙田突破青年村 
內容：旨在跟與會者探討羅馬書的核心信息，及選讀當中一些重要段落，幫助他們進深明白
該書的要理，以便更有效地實踐基督信仰。 
包括：1)羅馬書的背景概述；2)「因信稱義」是基督信仰之根本？ 3) 基督信徒的社會責任

（羅十三 1-7） 
費用：每位$180（包午膳及來回教會接送） 
報名方法：前往會友服務處或網上報名  https://reurl.cc/550xvz 
截止：9 月 4 日或額滿即止 
查詢：訓練事工 Rebecca 同工（WhatsApp 9130 4916） 

 
8. 2022-23 年度「門徒生命與事奉證書課程」基礎班現正招生！ 

（歡迎成長班弟兄姊妹參加，特別鼓勵事奉人員報讀） 
新約概覽（基礎班必修科） DF1000 （兩學分） 
內容：綜覽新約各書卷的主題和重點，探討其歷史文化背景、寫作特色、經文脈絡，讓學員
有系統、全面地掌握新約的內容和信息，將聖經真理應用在生活中，為信仰與靈命打好基礎。 
講師：方憬仁傳道 
日期：10 月 7 日至 12 月 16 日（逢周五晚，共十堂，11 月 11 日同行小組聚會） 
截止：9 月 11 日 
證書課程入學申請表: https://reurl.cc/AOn86d 
10-12 月證書課程報名表: https://reurl.cc/zNgz5e 
《門徒生命與事奉通訊》課程介紹: https://reurl.cc/gMkmob 
「門徒生命與事奉證書課程」章程: https://reurl.cc/LMj7xy 
查詢：訓練事工同工（WhatsApp 9130 4916） 

 
9.「花好月圓慶中秋」招募義工 

由九龍城浸信會社會服務處舉辦的派月餅活動將於八月底及九月初舉行， 
現招募成長班弟兄姊妹一起參與服事，關懷樂富與黃大仙區的獨居/兩老 
長者，和真善美村的街坊/家庭。活動詳情及報名方法請按連結 
https://reurl.cc/A7EpqZ 或掃瞄 QR-code 參閱附件，如有查詢請聯絡 
社關部同工高葆華幹事 27674324。 

 
10. 鼓勵參加 2022 年第 94 屆港九培靈研經會 

為鼓勵成長班班員積極參加本年第 94 屆港九培靈研經會，凡參加 5 天（每天參加任何一堂
皆可）或以上聚會者，將獲贈禮品乙份（92 屆或以前的講道集或 mp3 光碟）。 
請於 8 月 21 日或之前透過以下方法遞交登記： 

 

 

https://reurl.cc/60ZN25
https://reurl.cc/m3nzyj
https://reurl.cc/550xvz
https://reurl.cc/AOn86d
https://reurl.cc/zNgz5e
https://reurl.cc/gMkmob
https://reurl.cc/LMj7xy
https://reurl.cc/A7Epq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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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透過以下連結或掃瞄 QR code 填寫出席記錄表(Google Form)  
https://forms.gle/9a2FbrhFrAkqzygc8 
或 
2. 在城浸網頁內，成年部資源中心下常用表格內，下載登記表格 
http://adr.baptist.org.hk/docs/useful_form/20220705_2022%20bible%20conference%20attendance%20v2.pdf 

隨成長班奉獻袋交回填妥的表格即可，或以電郵回覆：ripleyhui@baptist.org.hk 
查詢：許巾好同工 電話：27674256 

 
11. 本地差傳歷史團–福臨香江陸路行 

行程簡介：漫步中上環區，重踏當年傳教士福音之旅；認識傳教士來港初期面對的艱難及挑
戰、不同宗派來港宣教的理念，以及如何以福音和社會服務造福華人。 
日期：2022 年 9 月 3 日(六) 時間：上午 8:30-中午 12:00(半天) 
對象：35-65 歲健步的本會會友 
(需要行斜路或樓梯級，恆常出席成長班優先) 
費用：HK$30/位 (不包括交通費，不設退款) 
名額：12 位 (若報名人數超過 12 人，則以抽籤決定，中籤者將獲電郵通知，並需付款作實。) 
集合地點：金鐘地鐵站 B 出口(地面) 
截止報名：2022 年 8 月 21 日(主日) 
報名︰掃瞄 QR CODE 或 https://reurl.cc/Gx8LoW。 
查詢：馬穎儀牧師 或 鄺潔明同工，電話︰2246 7656 
*不設成長班包團* 

 
12. 8 月份建堂代禱事項 

滿有恩慈的神啊! 

感謝祢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祢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耶和華阿，求祢照着我們所仰望祢的，向我們施行慈愛。」詩(三十三:22） 

感恩建堂委員會已去信渠務署提出維持原有對渠務的安排，懇求天父垂聽我們的訴求，使我

們盡快得到回應。懇求恩主親自帥領前路，復興眾弟兄姊妹的心靈，讓眾弟兄姊妹同感一

靈，不斷為建堂事工祈禱。感恩祈求，乃是奉耶穌基督之名而求，阿門！ 
  
司職輪值表       

日期 8 月 8 月 8 月 9 月 

主日晚堂司事 14 日 亞希雅 21 日 迦勒 28 日 耶利米 4 日 以西結 

週三晚祈禱會見證 17 日   --         24 日 亞希雅          31 日   --          7 日 以賽亞           
 
各班出席人數 

週六人數  主日人數 
 班別 前週 6-7 日 

6-7 日  
新來賓/未入隊 

 
 
 

 班別 前週 6-7 日 6-7 日       
 新來賓/未入隊 

 
1 約西亞  (六 午) 34 40 1  1 以斯拉  (日 早) 35 29  
2 約  珥  (六 午) 48 55   2 尼希米  (日 早) 55 52  
3 以西結  (六 午) 36 55   3 亞希雅  (日 早) 34 44 2 
4 哈  該  (六 午) 38 40   4 大  衛  (日 早) 38 44  
5 希西家  (六 晚) 44 培靈會   5 基  甸  (日 早) 33 35  
6 以利沙  (伉儷 六午) 40 35   6 米該雅  (日 早) 27 33  
7 哥尼流  (伉儷 六午) 56 58   7 耶利米  (日 早) 62 56  
8 柏齊雅  (伉儷 六午) 28 28   8 雅比斯 (伉儷日早) 15 15  
9 撒迦利亞(六 晚) 52 培靈會   9 哈巴谷  (日 早) 30 35 2 
10 阿摩司  (六 晚) 38 培靈會   10 拿  單  (日 午) 27 24  
11 撒母耳  (六 晚) 42 培靈會   11 約  拿  (日 早) 14 15  
12 路  得  (單親 六晚) 19 培靈會   12 所羅門  (伉儷日午) 25 25  
      13 約沙法  (日 午) 26 32  

   

前週總人數 6-7 日總人數 6-7 日 新來賓人數/未入隊 
896 750 5 

 

 

 

https://forms.gle/9a2FbrhFrAkqzygc8
http://adr.baptist.org.hk/docs/useful_form/20220705_2022%20bible%20conference%20attendance%20v2.pdf
file:///C:/Users/ripleyhui/Google%20雲端硬碟/Church/成年部/成年部成長班通告/ripleyhui@baptist.org.hk
https://reurl.cc/Gx8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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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 壯 部 成 長 班 (2022年 8月 13–14日通告) 
 

教會及其他活動事項 
 

1.「半年一書」訂購表 『壯年組』>>> (附有實體報名表) 

為配合教會主題「基督是主·與己與人結連」，教會推介大家訂購《我要真關係-在人際中

解結與成長突破》，作者區祥江(中國神學院輔導科副教授)。有興趣者可參閱訂購表內的

書籍簡介及填寫姓名，如有問題，請聯絡郭潔恩(Grace)同工。 
 
2. 傳道部–個人佈道組消息：   

2.1) 個人佈道出隊日 

日期：2022年 9月 4日 (主日)  

集合地點：地庫小禮堂 B01室  

集合時間：下午 1:45 (下午 2:00出發) 

佈道地點：啟德探訪，街頭佈道（九龍城、土瓜灣、啟德） 

請掃描 QR code 網上報名 (佈道員須為已受浸及有傳福音心志的基督徒，請準時出席。) 
 
2.2) 樂富、龍翔長者鄰舍中心探訪 

9 月 4 日(主日)個佈組出隊，弟兄姊妹預約到樂富、龍翔長者鄰舍中心探訪長者與傾談

問候。(請按所報時段到達中心)。 

三段時段：1:30-2:15；2:30-3:15；3:30-4:15  

(有否探訪對象都須每月連結系統報名，因每時段中心只可容納 8 組， 

先報先得，若該時段已滿，會安排另一時段)。 

報名方法：請掃描 QR code 網上報名 

（請填兩名組員名字、電話及探訪長者名稱---已約見過中心對象的弟兄姊妹，報名請填

寫上次中心配的對象名字，不會每次安排新對象。） 

注意：因應疫情，請於探訪前，先自行做快速測試；若呈陽性或身體不適，請不要進 

行探訪。  

截止報名日期：8月 28日 

**溫馨提示：為方便中心安排，敬請留意截止報名日期，並請盡早報名。 

查詢：李雅詠傳道 27674332 / 溫杏芝同工 27674239 
 
2.3) 成長班出隊佈道獎賞計劃 2022年 

參賽方法：以成長班為一個單位，2-3 位弟兄姊妹組隊，每組上限三人，每月得分結算

一次。在出隊日，請一位負責人向個佈職員索取紙本表格或 Google form 填寫出隊資料。 
 
獎賞：1）每月出隊人數最多獎   2) 每季出隊人數最多獎   3）年終大獎  
查詢：李雅詠傳道 27674332 / 溫杏芝同工 27674239 
 

3. 2022 佈道大會 
主題： 多慶幸跟祢遇上 
日期： 12月 10日 (禮拜六) 晚上 7:30 
講員： 陸倫泉牧師(本教會差會主任)  
見證: 王寧添博士(本教會執事)  
 

請禱告記念，求主使用，多人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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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民學堂」10-12 月最新課程 
科技文化與教會 

講員︰黃國維博士 

日期：10月 6，13，20日（逢周四晚上 7:30-9:30，共三堂）/ 地點：大禮堂 

學費：$70，9月 11日前早鳥優惠$50。9月 25日截止。 
 
歌羅西書導讀 

講員︰岑紹麟博士 

日期：11月 18、25日及 12月 2日（逢周五晚上 7:30-9:30，共三堂）/地點：大禮堂 

學費：$70，10月 16日前早鳥優惠$50。11月 6日截止。 
 
生死教育 

講員︰阮成國牧師 

日期：12月 6、13及 20日（逢周二晚上 7:30-9:30，共三堂）/地點：六樓禮堂 

學費：$70，11月 6日前早鳥優惠$50。11月 27日截止。 
 
詳情：https://reurl.cc/60ZN25    

網上報名表：https://reurl.cc/m3nzyj  

查詢：訓練事工同工（WhatsApp 9130 4916） 
 
5. 傳道部｜福音活動組 
扭波波故事佈道法訓練 

訓練內容：• 學習扭氣球基本技巧• 通過簡單造型，帶出福音信息• 學習演繹技巧 
對象：有志傳福音的會友 
日期：2022年 9月 3日至 17日（星期六） 
時間：早上 10時 - 12時 / 地點：六樓禮堂 / 名額：25人 
報名費用：HK$70 / 另材料費：HK$100 (氣泵一個及約 100條氣球) 
截止報名：2022年 8月 21日 或 額滿即止  
報名方法：填妥網上表格 https://bit.ly/3d8JYTC， 按遞交 或  

到會友服務處索取表格及遞交 

繳費方法：到會友服務處繳交 或 到 408室向 Michelle同工繳交 

（繳費時請註明：姓名及聯絡電話）  
查詢：李雅詠傳道 2767 4332 / Michelle 同工  2767 4239 

  
6.「鼓勵參加 2022 年第 94 屆港九培靈研經會」 
為鼓勵成長班班員積極參加本年第 94屆港九培靈研經會，凡參加 5天（每天參加任何
一堂皆可）或以上聚會者，將獲贈禮品乙份（92屆或以前的講道集或 mp3光碟）。  
請於 8月 21日或之前透過以下方法遞交登記： 

1. 透過以下連結或掃瞄 QR code填寫出席記錄表(Google Form)  
https://forms.gle/9a2FbrhFrAkqzygc8  

或 2. 在城浸網頁內，成年部資源中心下常用表格內，下載登記表格 
http://adr.baptist.org.hk/docs/useful_form/20220705_2022%20bible%20confer
ence%20attendance%20v2.pdf 

 
隨成長班奉獻袋交回填妥的表格即可，或以電郵回覆：ripleyhui@baptist.org.hk  
查詢：許巾好同工 電話：27674256 

https://reurl.cc/60ZN25
https://reurl.cc/m3nzyj
https://bit.ly/3d8JYTC
https://forms.gle/9a2FbrhFrAkqzygc8
http://adr.baptist.org.hk/docs/useful_form/20220705_2022%20bible%20conference%20attendance%20v2.pdf
http://adr.baptist.org.hk/docs/useful_form/20220705_2022%20bible%20conference%20attendance%20v2.pdf
mailto:ripleyhui@baptist.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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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逆是有晴佈道會」(關顧部與傳道部合辦) 
「有人說： 患癌雖然不一定是絕路，但與癌遇上的人生，卻必然暗淡無光。 
三位過來人分享他們癌途有晴朗的故事，余博士分享逆是有晴的關鍵。」 
日期: 2022年 9月 4日（主日） 

時間：下午 2:30-4:30 / 地點：九龍城浸信會大禮堂 

講員：余德淳博士 

見證嘉賓：李仲明弟兄、劉倩頤姊妹、黃科榮弟兄 

晴心關顧 Whatsapp 專線：5921 2318 

晴心組 Facebook專頁: KCBC.JourneyWithCare 

活動詳情請按連結或掃描 QR  CODE 參閱附件，如有查詢請聯絡關顧部同工伍燕紅幹事

27674284。 https://reurl.cc/D3v1Xd  
  

8. 成年部與訓練事工合辦課程 
《親密之旅》：情感智慧與自我成長培訓課程 

簡介：這個課程理論與實踐並重、討論與示範兼備，易學又實用，能提升個人成長質 

素及增進與人關係。 

導師：已接受親密之旅組長培訓之城浸導師 

日期：10月 6日至 12月 29日（逢星期四晚，11月 3及 12月 22暫停，共 11堂） 

時間：7:30pm-9:30pm / 地點：六樓禮堂（如受疫情影響將轉為 zoom） 

對象：恆常出席成長班的弟兄姊妹，並得到主任導師推薦 

人數：40人 (截止：9月 4日或額滿即止) 

收費：$160，另加課本費用$80 

報名：會友服務處或網上報名 https://reurl.cc/q59X2R  

查詢：訓練事工同工（WhatsApp 9130 4916） 
 

9. 訓練事工主辦 :「研經營 2022」 

主題：羅馬書選讀 
講員：岑紹麟博士 

日期：10月 4日（星期二公假）/時間：早上 10:00-下午 5:00/地點：沙田突破青年村 

內容：旨在跟與會者探討羅馬書的核心信息，及選讀當中一些重要段落，幫助他們進 

深明白該書的要理，以便更有效地實踐基督信仰。 

包括：1)羅馬書的背景概述；2)「因信稱義」是基督信仰之根本？ 

3)基督信徒的社會責任（羅十三 1-7） 

費用：每位$180（包午膳及來回教會接送） 

報名方法：前往會友服務處或網上報名: https://reurl.cc/550xvz  

截止：9月 4日或額滿即止 / 查詢：訓練事工 Rebecca同工（WhatsApp 9130 4916） 
 

10.「花好月圓慶中秋」招募義工 >> (三週前附有實體報名表) 

由九龍城浸信會社會服務處舉辦的派月餅活動將於八月底及九月初舉行，

現招募成長班弟兄姊妹一起參與服事，關懷樂富與黃大仙區的獨居/兩老長

者，和真善美村的街坊/家庭。活動詳情及報名方法請按連結或掃描 QR  CODE 

參閱附件，如有查詢請聯絡社關部同工高葆華幹事 27674324。 

https://reurl.cc/A7EpqZ 

https://reurl.cc/D3v1Xd
https://reurl.cc/q59X2R
https://reurl.cc/550xvz
https://reurl.cc/A7Epq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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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22-23 年度「門徒生命與事奉證書課程」基礎班現正招生！ 
（歡迎成長班弟兄姊妹參加，特別鼓勵事奉人員報讀）  
新約概覽（基礎班必修科） DF1000 （兩學分） 
內容：綜覽新約各書卷的主題和重點，探討其歷史文化背景、寫作特色、經文脈絡，
讓學員有系統、全面地掌握新約的內容和信息，將聖經真理應用在生活中，為信仰與
靈命打好基礎。 
講師：方憬仁傳道 
日期：10月 7日至 12月 16日（逢周五晚，共十堂，11月 11日同行小組聚會） 
截止：9月 11日        
 
證書課程入學申請表: https://reurl.cc/AOn86d  
10-12月證書課程報名表: https://reurl.cc/zNgz5e  
《門徒生命與事奉通訊》課程介紹: https://reurl.cc/gMkmob  
「門徒生命與事奉證書課程」章程: https://reurl.cc/LMj7xy  

查詢：訓練事工同工（WhatsApp 9130 4916） 
  

12. 本地差傳歷史團–福臨香江陸路行」 
行程簡介：漫步中上環區，重踏當年傳教士福音之旅；認識傳教士來港初期面對的艱難 
及挑戰、不同宗派來港宣教的理念，以及如何以福音和社會服務造福華人。 
日期：2022年 9月 3日(六) 
時間：上午 8:30-中午 12:00(半天) 
對象：35-65歲健步的本會會友 (需要行斜路或樓梯級，恆常出席成長班優先) 
費用：HK$30/位 (不包括交通費，不設退款) 
3 名額：12位 (若報名人數超過 12人，則以抽籤決定，中籤者將獲電郵通知，並需付款
作實。)           -- *不設成長班包團* -- 
集合地點：金鐘地鐵站 B出口(地面) 
截止報名：2022年 8月 21日(主日)  

報名︰掃描 QR CODE 或 https://reurl.cc/Gx8LoW 

查詢：馬穎儀牧師 或 鄺潔明同工，電話︰2246 7656 
 

13.「8 份建堂代禱事項」: 
滿有恩慈的神啊! 
感謝祢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祢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耶和華阿，求祢照着我們所仰望祢的，向我們施行慈愛。」詩(三十三:22） 
感恩建堂委員會已去信渠務署提出維持原有對渠務的安排，懇求天父垂聽我們的訴求，
使我們盡快得到回應。懇求恩主親自帥領前路，復興眾弟兄姊妹的心靈，讓眾弟兄姊妹
同感一靈，不斷為建堂事工祈禱。感恩祈求，乃是奉耶穌基督之名而求，阿門！ 

 
 

主日晚堂司事及週三晚祈禱會司職輪值表  
 

日期 8 月 9 月 

主日晚堂司事 14 亞希雅 21 迦勒 28 耶利米 4 以西結 

週三晚見證 17 - 24 亞希雅 31 - 7 以賽亞 
 

《完》 

https://reurl.cc/AOn86d
https://reurl.cc/zNgz5e
https://reurl.cc/gMkmob
https://reurl.cc/LMj7x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