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基督教禮賢會九龍堂
2017 年第一次職青部會議
會議記錄

日期
時間
地點
出席

:
:
:
:

程序 :

2017 年 3 月 22 日(星期三)
8:05pm – 10:05 pm
禮賢會九龍堂 313 室
部長 – 李美儀 (正)、梁穎恩(副) 、 馮敬堯(副)
部員 – 李錦榮
同工 – 陳希陸牧師、胡健斌宣教師
文書 – 賴明怡
提多團–謝筱榕
週五職青團契 – 陳業威
週六職青團契 – 詹志文
TLIC 團 –鍾梓泓
Blaze – 謝文諾
告假 :
吳清泉、佘嘉誼(約翰團) 、馮銘鏗(以賽亞團)

1.
2.
3.

開會祈禱 (李美儀部長)
會議內容
結束祈禱 (胡健斌宣教師)

會議內容 :
1. 通過上次 2016 年 10 月 19 日會議記錄
2. 李美儀部長歡迎新一屆職青部部長及各團契代表參與職青部會議
3. 報告

A.

職青團契及 CORE 近況報告、迎新月會及新朋友跟進 – 附件 1 (20170322_attach_01)

4. 教會事工報告
A.

教會事工報告 (李美儀部長):
i.
5 月 21 日(星期日)下午舉行教會發展大會，邀請職青團契團友預留時間出席
ii.
9 月 29 日至 10 月 2 日(星期五至一)舉行秋令會，年中開始宣傳
iii.
10 月 22 日(星期日)舉行全教會佈道會

5. 2017 年職青部方向探討
A.

家庭事工 (馮敬堯報告)
i.
職青家庭事工計劃路線圖草擬本見 附件 2 (20170322_attach_02)。內容包括
TLIC、週五職青團契及週六職青團契的現況及未來路向包括家庭 CORE (與 CORE
相似，但目標為家庭)、初信家庭組(由成人部及職青部團契派出 couples 帶領)、
小精兵/家庭小組(開辦第二、四週六，下午 5-7 時段小精兵，現時小精兵時段為第
二、四週六，下午 3-5 時)。
ii.
現時小精兵主要協助成人部團契，有約二十個事奉人員，八十多個小孩參與。如
開辦新時段，可分三個年齡層，並最少需要小孩及 helper 數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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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級別
K1-3
P1-3
P4-6

小孩數目(最少)
15
15
15

Helper 數目(最少)
5
5
5

如某級別有三十小孩，便需 helper 十位，其中有六位為 core (由職青部及兒童部
提供), 其他可 rotate
iii.

馮敬堯副部長: 下一步計劃如下:
 胡健斌宣教師籌組家庭 CORE 籌委及內容
 各團找兩對 couples 願意做初信家庭組組長
 週六職青開始護幼組
 馬宣找初信家庭組導師及開組內容
 各團契成立家庭小組 task force

iv.

李美儀部長: 團契各自和職員會商討下一步計劃，可考慮團契需要及承接新人等
元素
就開辦小精兵，有認為 5-7 時段 K1-K3 小孩可能需晚膳，建議改為 3-5 時。但有
考慮到 3-5 時沒有職青團契，團契可能因而要轉時間。
梁穎恩副部長: 可否分階段舉行，先把團契轉時間，儲夠所需小孩數目才開小精
兵，之後再開家庭 CORE
馮敬堯副部長: 團契轉時間阻力大，而且如沒有小精兵配合，轉時間誘因似乎不
大
胡健斌宣教師: 團契可從三個方向考慮，包括發展傳福音的平台、團契衞星小組(轉
時間)、及邀請團友穩定參加崇拜
鍾梓泓: 職青團友兼顧帶領小組有困難，成人部能否派出兩對 couples, 而職青部
一對。另，建議招聚屬靈程度相似的團友的小孩參加新時段的小精兵
馮敬堯副部長: 馬正雄宣教師曾提及不用擔心人手分配，會和他再商討
陳業威: 是否可邀請非 couples 或沒有小孩的 couples 做 helper
詹志文: 職青團友可能未能兼顧帶領小組及支援他人
馮敬堯副部長: 就籌組家庭 CORE，由胡健斌宣教師跟進，建議於下半年開始；
而就找團友做初信家庭組組長，雖然團友未必有帶組經驗，但有需要給團友有傳
福音的異像
李美儀部長: 團契可考慮如何把訊息傳遞至有小孩的團友(包括有小孩後少出席團
契的團友)，分享異像，而就成立 task force，週五職青團契及 TLIC 有 NPG，週六
有護幼組，提多團代表可帶訊息到職員會

v.
vi.
vii.
viii.
ix.
x.
xi.
xii.
xiii.

xiv.

B.

職青團契導師/職員的支援與培訓 (梁穎恩副部長、馮敬堯副部長)
i.
梁穎恩副部長: 培育部邀請了各分齡部長開會，了解各部培育上的需要及信徒旳
成長路線，包括慕道期、成長期、事奉期及承傳期。培育部可舉辦培育課程給各
部，提供講員提議等。為了解各部培育上的需要，各部需填寫表格並於四月交回
培育部，可表達希望舉辦的課程。有關表格將分發給各團契填寫
ii.
胡健斌宣教師: 培育部黃國屏會跟進有關職青導師/職員的支援與培訓
iii.
李美儀部長: 就查經資料與週會資源共享，正建立團契查經資料庫，李佩堂會繼
續幫忙收集團契資料。圖書館將設於新堂 312 室

C.

職青部與青少年部團契涵接 (梁穎恩副部長)
i.
梁穎恩副部長: 繼續和 Glow 導師韓仰平討論有關青少部團契涵接事宜。現時團契
有四十人，升團後會轉時間為每星期六下午，屆時仍以查經為主，由於已通知他
們沒有傳道同工支援，計劃參考職青其他團契的查經經卷，另因現時導師可能只
屬過渡性，需哉培新導師
ii.
李美儀部長: 邀請各團契就職青部層面怎樣支援團契給予意見，下次開會再作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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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7 年職青部財政預算
聚會費用: HK$17,000 (包括 core HK$3,500; 家庭事工 HK$10,000; 其他活動支出:
HK$3,500)
秋令會: HK$30,000 (總預算為 HK$45,000，職青部佔 2/3，青少年部佔 1/3)
總務雜支: HK$3,000 (包括 HK$1,000 查經/聚會參考書籍)
合計 : HKD50,000
7. 2017 年度職青部會議開會日期
3 月 22 日(是次會議)、7 月 5 日(星期三)、10 月 18 日(星期三)及 2018 年 1 月 17 日(星
期三)
會議開始時間 : 晚上八時
會議地點 : 禮賢會九龍堂
8. 團契對職青部有關團契支援的意見及期望
A.
鍾梓泓: 明白教牧同工工作繁忙，但仍希望表達 TLIC 團契欠缺教牧支援的需要
B.
李美儀部長: 職青部長及副部長會繼續相約各團契職員，了解各團契需要的支援及期望。
另，如職青團契職員希望參予上述第 5 項的職青部小組，可告知部長或文書
9. 分組祈禱

10. 2017 年職青部通訊表 – 見 附件 3 (TEL List_2017 WYD)
下次職青部會議日期及地點:
2017 年 7 月 5 日(星期三) 晚上八時

地點: 禮賢會九龍堂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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