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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總幹事金昌成(Chang Sung Kim)分享 

七個韓國 CBMC 分會成長的秘訣•關鍵在於實踐 2014-2-22                                       

分會領袖對 CBMC有明確異象領袖(分會會長)不停地確認、傳遞 

神透過 CBMC 要成就的異象，而且確信 神必親自成就；並招攬認同 CBMC

異象的成員成為核心團隊。  

設定傳福音的對象，每週禱告、定期傳福音為了達成 CBMC 的

異象，首要是設定傳福音的對象，於每周聚會的禱告時段，使用關懷代禱

卡（10 Most Wanted 祈禱卡），為他們提名禱告。並以實際行動努力關心他

們，與對方建立良好的關係。時機成熟時，定期舉辦福音聚會，邀請福音

對象來接觸了解福音，並可按不同對象的不同喜好，加添一些創意在福音

聚會當中；之後跟進探訪關心他們，了解他們的屬靈狀況，持續進行個人

佈道。 Kim 見證他曾為母親提名禱告 40 年，並每周長途跋涉花上大半天

天時間接送母親回家、上教會及培伴她進膳，如此持續了 5 年之久；最後

母親於 86 歲信主。 

以提摩太課程持續地培訓會員特別鼓勵新會員和參加過福音聚會的

人參與，並培訓興起一群「提摩太行動 」的導師，藉著他們壯大分會，甚

至建立領袖(培訓者)的分會。有別於西方，Kim 的經驗是以小組進行，比一

對一更加有趣和具果效。 

扶持新會員和軟弱分會  
持續不斷地關懷新會員和軟弱的

分會，讓新參與的會員們體會到

關心和愛。全體分會會員應聚焦

於新加入者，讓他們瞭解 CBMC

基本運作的原則，鼓勵他們參與

CBMC 基本培訓；這職責可由較

少職務的副分會會長擔當，一年  

作 4-5 次探訪。一般情況下，初次參加 CBMC 的人很快便會離開；所以，韓國 CBMC 舉辦了前景學校（Vision 

School）給每位新加入者，以致韓國 CBMC 會員都能運用神所賜予的恩賜，擁抱異象，忠心留在 CBMC 活出使命。 

鼓勵夫妻參與，使事工能夠持續拓展即使韓國只容許男性聚會，也鼓勵並實踐夫妻一同參與服侍、禱告，

互相勸勉激勵。韓國現定期舉辦家庭聚會，如退修會、研討會或輕鬆的聯誼會活動；更有 Cadet Program，讓會員帶

同兒女們參加分享感受和體驗；而韓國年會也有很多兒童節目，讓一家投入其中。另一方面，更在大學裡舉辦大學

生 CBMC、以至青年（Young Professional）CBMC，以階梯形式發展各年齡層的 CBMC。

樂意分攤財務和事工，持續分會的擴張鼓勵每個會員參與事工，裝備他們分擔各項服侍，貢獻各人的恩

賜，讓他們體會服侍的成就感，以致願意分擔 CBMC 的財務承擔。

積極參與香港和國際 CBMC的事工並持續不斷為國內外的事工禱告，鼓勵一個地區或國家為另一個地區或

國家禱告，肩負保羅的使命。 

 

如何使用 CBMC 生產性分會評核表 

達至分會屬靈再生產的功能 

1. 根據「事工綱要」相關表

格，圈出表內五欄中每一個

「是」或「否」 

2. 排出優先次序，逐步完成， 

建立信心 

3. 分會會長與各組長於「同工

會」認真評估 

4. 每次評估後，挑出需改進之

處，設法補正 

5. 評核表由分會會長、組長、

總會各留一份 

6. 總會同工、分會會長持續跟

進提醒督導 

7. 「評核表」落實執行，產生

「統計分析表」， 為次年設

定分會質量生產性目標 

─－亞洲副總幹事葉徽業 



於未來 12 周的輪值代禱行動中，求神親自作工：     請弟兄姊妹現在立即行動，參與服侍： 

 

 

1. 4 月 5 日於柬埔寨舉行的亞洲理

事會後，美國 CBMC 總幹事 Lee Truax, 

理事長 Sam Hwang, 亞洲總幹事 

Chang Sung Kim 及我們熟識的亞洲副總幹事 Herman Yeh 於

4 月 7 日來訪香港，當晚將舉辦新任理事長、理事及分會

會長授證差派禮，請各分會會長及會員預留時間。  

2. 第三界韓國前景學校將於 4 月 30 日至 5 月 3 日舉

行，韓國工商巨擘放下身段，為各弟兄姊妹服侍，是每個

CBMC 弟兄姊妹委身服侍的第一步，快來領受這為你預備

好的筵席。請現在立即報名！ 

3. 2014 CBMC 第 10 屆世界大會將於 9 月 24-28 日在美   

國佛羅里達州奧蘭度（Orlando, Florida）舉行， 提早報名優

惠將於 5 月 1 日截止，請預早於網上付款登記（最後或會網

上大塞車啊！且還有其他額外節目可供選擇性參加。）報名

後記著通知總會哩！ 

以上 2 & 3 之詳情請參看網站：www.cbmc.org.hk 

 
 

2015 初步分工： 

1. 於未來 12 周由分會會長組織為此祈

禱，詳見右表。 

2. 為亞洲大會創作歌曲比賽，主題歌

曲為”從心合一” 

3. 招募敬拜讚美隊領袖，組織隊工進

行揀選歌曲、預備歌譜等 

4. 收集本地及亞洲見證：呼籲提交屬

靈導師興起門徒的美好例子，如保

羅及提摩太的師徒關係。 

（錄影、錄音或一頁 A4 文字） 

5. 即時傳譯員 

6. 為見證、歌詞作文書翻譯  

7. 秘書處 

8. 財務會計及酒店場地安排 

9. 網站管理 

有感動者請向 2015 籌委會報名參與 

負
責
分
會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油麻地 
灣仔 

西灣河 
尖沙咀 

觀塘 
柴灣 

中環 
新蒲崗 

茘枝角 
銅鑼灣 

為
這
些 
國
家 
禱
告 

香港 
中國 
台灣 
澳門 
蒙古 
北韓 
南韓 
日本 

香港 
越南 
老撾 
柬埔寨 
泰國 
緬甸 
斐濟 
湯加 

香港 
菲律賓 
星加坡 
汶萊 
印尼 
馬來西亞 
澳洲 
紐西蘭 

香港 
印度 
不丹 
尼泊爾 
孟加拉 
巴基斯坦 

香港 
科威特 
阿富汗 
土耳其 
也門 
敘利亞 
約旦 
以色列 
伊朗 
伊拉克 

默
想
禱
告 

經文 羅馬書 十二 1、阿摩司書 九 14 

內容 
自身的屬靈遮蓋及保護 
政局穩定、經濟蓬勃、復興的屬靈氣氛 

  

 

  

奉獻請寄回支票或轉帳到以下 CBMC 戶口： 

支票抬頭：CBMC Hong Kong Limited   

轉帳戶口：中國銀行 026-709-00120791 

地址: 九龍彌敦道 580G-K 號彌敦中心 905 室 

Tel: (852) 2805 1923   Fax: (852) 3905-8789    

Email: enquiry@cbmc.org.hk 

 

香港 CBMC 理事會歡迎亞洲總幹事金昌成（Kim）（左三）、葉徽業(Herman)（左四）及台灣新任理事長高銘耀（右二） 

新書推荐： 

《從神的觀點看

CBMC 》現印制成

《事奉贏家》。這是

每位 CBMC 會員首

要的門徒造就課程；

透過 39 周的查考分

享，將 CBMC 的核

心價值深植在弟兄姊

妹的心中。 售價：港幣 5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