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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全上主旨意，靠賴天父厚恩；

展現基督大愛，見證神愛世人；

十年樹木艱辛，福音種子廣傳；

年復一年運作，祝福社區連綿；

感謝弟兄姊妹，忠心為主獻呈；

恩上加恩是主，以馬內利向前。

成年部成展及活動組

九龍城浸信會署理主任牧師
梁明財牧師

祝賀成年發展中心：成立目的
成年部成年發展中心(成展)自2004 年成立，目的包括:
‧ 關顧教會成年人身心靈的需要，作全人的關懷
‧ 讓他們在教會有落腳點與其他會友溝通
‧ 配合會友邀請非信徒，讓中心成為一個接觸點
‧ 加強成年人對教會的歸屬感，有屬於自己的成年發展中心

課程多元化
成展自成立至今已經十年了。在這十年間，成功開辦超過600個課程，約六千人次參與，課
程多元化，包括康體、文化藝術、烹飪、手工藝、事奉/職場所需的技能等，不僅讓成年弟兄
姊妹從中學習到新的東西、紓解壓力，亦使中心成為福音平台，帶領未信親友接觸教會。

「福音在成展」計劃 
為協助推動教會福音事工，及落實成為福音平台的使命，成展特意推出「福音在成展」計劃，
讓成年部的成長班可以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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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展會員
成展目前的會員人數已超過550人，他們可以優惠的會員收費報名參加成展課程。會員亦可
透過「一領一」計劃，帶同一位未信親友，以會員收費報讀課程。歡迎年齡介乎35至49歲本
會會友，或成年部成長班正式班員，申請成為「成展」會員，詳情請向成展同工
(電話:27674239)查詢、或瀏覽成展網頁：http://adc.baptist.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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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展中心啟用禮



工作繁忙，家庭責任重，要建立均衡的信徒生活，委實不容易做到。有見及此，
本部於十年前為著成年會友的需要設立了成年發展中心，這是一個集結了：學習
＋進修＋陶冶性情＋傳福音的中心，是專為成年人而設的中心。這十年間，獲得
各成年部的成長班鼎力的支持，使各項活動得以成功開展，並且同時邀請未信者
參加，使活動得以肩負傳福音使命，盼望未來的日子，成展中心更成為邀約未信
者參與本會活動的平台！也更需要信徒的支持！

成年部主管同工
余金蘭牧師

還記得十年前，當時教會已有耆壯中心及青少中心，但佔教會
人數差不多一半的成年人卻沒有一個屬於自己的中心。彭滿圓
牧師在某會議上提出要籌辦一個成年人的活動中心的構思，遂
成立了一個小組去研究及落實。葉小燕執事是當時的成年部部
長，是當然的組長，小弟有幸也是委員之一，也邀請了很有份
量的區祥江弟兄參與其中。大家訂立了短期及中長期的目標：
初期是舉辦一些活動給教會的成年人，讓信徒的身心靈得到均
衡的發展；當運作了一定時間後，可藉著中心舉辦的活動成為
邀請未信親友的一個軟性平台。現時，基本上這些目標已達到，
有些活動也開放給成長班承包，作為福音的預工。

在過去的十年，很多成年部的部員及同工參與成年發展中心的
運作，在籌辦眾多類型的活動及行政工作上，花了很多的心血。
同時，也有很多活動的導師參與其中，一些更長期支持本中心。
本人深被這些弟兄姊妹無私奉獻的服侍感動，現藉這個機會向
他 / 她們作出最衷心的致敬。

成年部部長
李少強執事

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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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展五周年感恩巡禮



10年前有幸見證成年發展中心的成立，
雖然十年人事幾翻新，但成展中心的方向
和理念仍是不變: 「來成展、齊活動、傳福
音、同實踐」。

 
為成展興起許多主內肢體願意貢獻其時間
和恩賜，擔任不同興趣班導師，發揮萬事
互相效力之功。願主繼續使用成展中心!

前成年部部長
李葉小燕執事

饒炳德傳道

成年發展中心歷任負責同工賀辭與感想:

成展十載歷主恩;

多元恩賜傳福音;

康體文化技能FUN;

展現活力與繽紛;

福音使命續更新;

求主用成展中心;

擴展國度榮耀神。

成年發展中心成立的目的，是為成年弟兄

姊妹提供一個舒展身心及休閒的好去處，

同時亦能夠成為一個福音平台，讓未信主

的朋友透過參與各種文娛康體活動，有機會

接觸教會，建立友誼，並向他們傳講福音。

願主繼續大大使用成展中心。

吳彩虹牧師

感謝主! 

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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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展開幕禮

成展事工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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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詠恩傳道

羅萃賢傳道

回歸城浸後，在成年部的安排下，加入了成展的工作。雖然，
只是接手了短短半年左右，但從會議的文件中，或部員的口述
中，了解成展是肩負著福音使命，為成年會友提供相交、聯絡、
學習的好地方。

希望在往後的日子，我們繼續為大家策劃更多精彩而又多元化
的課程和活動，讓大家更投入城浸這個家，在地上榮神益人。

當我們一起慶祝成展十週年紀念的同時，也令我想起自己今年
亦在城浸服侍了十個年頭，大家都一樣充滿了恩典。雖然我並
不是在成展初期開始事奉，但在這幾年加入成展核心小組裡面，
看到神確實很祝福成展事工，透過不同的同工，義工及弟兄姊
妹去祝福了很多人，十年裡面６千多人的參與，當中充滿感恩。
感謝神在城浸家裡透過成年發展中心帶弟兄姊妹信主，讓他們
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因著參與這些活動去舒發身心靈的壓力，將
榮耀頌讚歸與我們的神。

「成」長生命齊學習、

「年」月光陰要珍惜、

「發」展恩賜為主用、

「展」示救恩人歸主、

「中」外傳揚好信息、

「心」存感恩榮耀神、

「十」架恩情忘不了、

「周」而復始不言休、

「年」代更替候主臨！

冼文諾傳道

攝於成展開放日



成展中心課程導師分享

好高興能成為成展馬賽克班的導師 (正確的說，我先生是導師，
我是助手才對)，至今已經超過兩年了。很享受每星期五能回到
成展，與一班已不止是學員身份，更是能共同分享課堂樂趣的
朋友，共享個多小時的相聚。我們由課堂新知、工作苦樂、
社會熱話、到信仰探討、健康知識，天南地北無所不談! 我想 
「投入」 這二字，就是令學員與導師能持續地參與成展活動的
關鍵之一。當然，更要提到的是，我和先生的「二合一」侍奉
小團隊，更能讓我在這事奉上享有無比樂趣! 能侍奉是福氣，
能一起侍奉，是福氣加上恩典!  願主內共勉!

馬賽克導師Tracy 
(管小衛太太)

成年部部員分享

成年發展中心成立已經十周年，一年四季，每季都開辦不同
課程，課程多元化，一定會有適合你的。若大家有好提議，
請聯絡我們，使中心課程更精彩，發揮成展中心去服侍弟兄姊
妹，帶領未信者進入教會， 還有「福音在成展」計劃， 各成長班
可運用這計劃，度身訂造適合的課程。

自我2006年開始加入成年部當部員，我便參與成展
這項事工，算算已有八年，可說是與成展一同成長。
雖然每季要策劃不同課程和處理行政事宜並不簡單，
但感謝神的帥領，我們一班組員總能在歡樂和諧的氣
氛中得到亮光，並且獲得一班愛主又專業的導師成為
我們的伙伴。特別在此感謝長期支持成展的導師及
學員，讓成展不僅成為一個發揮及發掘恩賜的地方，
更成為合神使用的福音器皿。但願在未來的日子裏，
我們繼續努力，造福更多。

感恩成展在這十年間舉辦了不同類型的
課程，期望在未來的日子更百花齊放，
招集不同人才，吸引更多未信親友參加，
從而接觸教會及認識神， 大大使用成展
這個地方。

成展及活動組召集人
陳國莉

成展及活動組組員
林文燕

成年部第一副部長
方慧雯P8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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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恩天父保守醫治了我的重疾，讓我可以繼續在成展
中心教跳讚美操，把上帝賜給我的跳舞天賦發揮在傳福
音的崗位上，感謝主耶穌的愛眷顧每一位學員，藉著讚
美操認真去操練，讓身心靈越來越健康！

我在2007年開始參加成展中心舉辦的多項活動，例如太極、羽毛球及中樂。感謝
主! 在這些活動中，主賜下平安及喜樂給我，使我真正開始認識上帝真理，並且透
過活動認識一班親切友善的弟兄姊妹，在2009年受浸歸向基督。神是全知全能全
聖無所不知的真神，在活動中學習的技巧，現在用於侍奉主，傳揚主的愛，撒下
福音種子，感謝主一生看顧。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腓立比書4章六節）

最初參與成展舉辦的甜品麵包班，是為着好奇，想學習製作的過程和技巧，誰不
知漸漸就變成為了興趣，可將製成品與家人朋友分享，進而在成長班的活動或生
日週時可自行製作食品與班員分享。再者，更可以把學會的技能用於侍奉上，
在家長事工和印語事工中教導家長和印尼姐姐做甜品，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
願主繼續祝福和使用成展這個地方，作傳播福音的好平台。

我自2OO5年起擔任成展興趣班導師到現在，當中最大的支持
就是學員的認同，及他們的努力，有些在家中繼續自製包餅，
且會在whatsapp分享，互相交流製作的過程及心得，是對我
要最大的支持！

讚美操導師孫茜

大衞成長班
Stephanie Fok

約珥成長班
 Doris Wong

麵包西餅製作班導師徐明

學員見證分享

愉快的成長班生活

家長們享受製作甜品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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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焙樂學員心聲

馬賽克手工藝製作班學員心聲

麵包甜品製作班學員心聲

健康讚美操學員心聲

嚴少芬

感想︰感謝導師每次編排的項目，

真的很enjoy，製成品出爐時，

很有滿足感啊! ^V^

祝福︰願這課程可一直延續下去

李志敏

感想︰很開心和同學相處很融洽，又能減壓
祝福︰繼續開班

歐玉倩

感想︰製作過程愉快，完成後很有滿足感
祝福︰希望食的人可以認識耶穌

邱鳳儀

感想︰多謝天父賜美好的時間，

地方，導師，同學一同做運動讚

美主
祝福︰願神繼續使用這地方，

時間，導師等去祝福其他朋友

陳佩玲

感想︰感謝導師細心教導，

同工不計較課堂遲放而遲收

祝福︰導師身體健康，同工順利

容蕙蘭

感想︰第一次拖著疲倦的身子來
上讚美操，但奇妙地在讚美的旋
律下，和老師的passion鼓勵開始
跳起來，筋絡也蹦跳，由心發出
共鳴，讚美我主
祝福︰願同學們一起享受主愛，
活出美麗生命

余美儀

感想︰分享，合作，共勉，關懷

祝福︰願大家智慧常在，

歡笑常在

陳茵婷

感想︰非常開心，當一個作品完
成後，非常享受與同學一齊參與
做作每一件作品
祝福︰馬賽克及成展多些人參加
這活動及信耶穌

Susanne

感想︰可在堂上與未信的同學交

流溝通，藉此也有信仰上的分享，

很開心自己也找到製作馬賽克的

興趣及信心

祝福︰多些人參加及信耶穌

陳慧珈

感想︰實用又開心，好味道

祝福︰大家健康快樂

陳巧蓮

感想︰老師好有心機教，
好有成功感
祝福︰希望大家做多些健康食物，愈食愈健康

丘愛蓮感想︰課室氣氛熱鬧和洽，
導師教導詳盡仔細祝福︰成年活動更有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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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訓練班

學員心聲

太極拳訓練班學員心聲

曾惜妹

感想︰感恩有成展開辦此課程，

令姊妹們能有運動的機會，亦可

透過舞蹈讚美神，十分好

祝福︰願神繼續帶領成展

劉若虹

感想︰學習partnership through the practice and matching game祝福︰身體健康

吳詠瑜

感想︰大家像一家人一樣互相幫

忙，互相教導提點，這課程好

開心

祝福︰希望這課程能繼續舉辦

Wong Ping Shing
感想︰開心，球技進步，感恩祝福︰大家身體健康

高廣垣

感想︰有理論也有實際的建議

祝福︰願各學員都能得到主賜

健康的身體和心態

鍾華宇

感想︰在生活中加添了內涵，有助集中精神
祝福︰祝大家身心安泰，在主內豐富

蕭容笑

感想︰強身健體好，舒緩腰背痛，Good!!
祝福︰身體健康，心靈舒暢，事奉有力

呂瑾瑜

感想︰林Sir認真，用心教導，

同學們互相幫助，互相切磋

祝福︰盼望教會能舉辦更多各種

類型的興趣班，願主能使用導師

及成展，使未信者更能接觸教會

廖少清

感想︰感謝天父賜我們城浸開展
了成展，叫我們傳福音之餘可以
服侍未信的親友，讓他們在這裡
認識不同的弟兄姊妹又可以學習
不同的興趣
祝福︰求主使用成展，使更多人
在這裡接觸基督徒，知道感受天
父的愛，神子的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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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課程…

…盡在成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