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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目的，是要使其他人也能夠作主門徒：「你在許
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 
（提後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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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頁)

門徒訓練

保羅跟着說什麼？

	 提摩太後書二章3-4：「你要和我同受苦難，好像基督耶穌的精兵。凡
在軍中當兵的，不將世務纏身，好叫那招他當兵的人喜悅。」

	 做主門徒，首要「任務」，是加入耶穌基督的軍隊，不是普通的軍隊，
乃是最精銳的部隊，準備好與耶穌一同受苦。我們從來無懷疑自己是耶穌
的軍隊，但正如舊約神學家John	Bright形容，教會只是隊伍行列整齊的儀
仗隊，卻不願意投入戰爭，以免弄污自己那套整潔的軍服。實際上，教會
有時更像俱樂部，卻期望耶穌將所應許的得勝生活，賜給我們這一支最不
像樣的軍隊。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將很多人的生活與工作秩序打亂，教會事工也不能倖
免。在整個社會大環境中，雖然沒有飛機大炮，但卻刮著戰爭的風聲。其
實保羅已經提醒了我們，跟隨耶穌，必需要保持著作戰狀態。

	 但基督徒的真正戰爭，不是與人爭戰，而是與魔鬼爭戰。魔鬼要人離開
上帝，懷疑耶穌的恩典。作為基督精銳的軍隊，我們就要在這充滿敵意的
境況中，忍受著各樣苦難，持守著主所交託的重任：引領人作主門徒。



	 屯福堂表面上確受重大的影響：所有聚會都停止，主日崇拜也只能作網
上直播。但保羅解釋何謂基督精兵，並不是有多少聚會和活動，乃是兩項
簡單任務：
	 	 a.	不把世務纏身				
	 	 b.	叫那召他當兵的人喜悅

	 屯福堂自三年多前，重新定位，向著建立屯福堂為「銳意門訓教會」的
目標邁進。當下正是教會歷史的關鍵時刻，我們必須做好準備，與弟兄姊
妹一同起來，回應耶穌基督的呼召，作主精銳軍隊。過去三年，我們擺上
許多時間去扎根，未來的日子，仍要更深扎根。更深的根，為要令我們有
更強壯的翅膀，準備進發，飛得更高更遠。我們不能再容讓教會仍然停留
在半睡半醒的狀態，失去前進的方向！

	 讓我們檢視在過去一年，作耶穌精銳軍隊的操練進度，並回顧上帝在屯
福所作的工。四方面的數字，可有指標性參考作用：主日崇拜、IDMC銳意

門訓研討會、門訓小組、屯福小組。

主日崇拜：	從2019年7月開始，主日成人崇拜分為早、午兩堂舉行。

自此，出席崇拜人數有輕微增長（2019年出席人數，上半

年：153人、下半年：160人）。

IDMC銳意門訓研討會：2019年有70人參加（2018年為50人）。

門訓小組：	以完成「根基與翅膀」門徒訓練課程為標準，於2020年3月

前完成訓練的學員，共有14位；仍在進行中的有16位；新加

入的有9位。銳意接受門訓的弟兄姊妹，合共超過39位。

屯福小組： 2019年4月前，成立了4個屯福小組，共41人參加；到2020年

4月已增至8組，共有73位組員。

	 2019-2020財政年度，教會總收入超過380萬元，較上個財政年度多出百
分之十二！

	 我們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數字上，但正如雅各書所提醒，信心必須有
相應行為。從以上數字，我們只能更加謙卑，驚嘆上帝在弟兄姊妹身上動
工，叫他們不論在金錢上，或精神時間上，都擺上更多！

	 讓我們在這非常時期，更深扎根，準備時機一到，我們要展翅上騰，使

人作主門徒，為主守住福音！

執事會主席：李淑賢姊妹

堂		主		任：李恩全牧師



發展里程碑

恆常事工：月禱告、早禱會、Jesus’ Teen、
富泰天地、生命成長查經組、星期四查經組、

聖經學院、團契小組

*

*原訂2020年2月富泰天地開年飯，
因疫情緣故而暫停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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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修營

40周年堂慶讚美會

聖誕佈道會：「希望」與你有約

JT營會

2019 水禮

共慶中秋樂
富泰天地

銳意門訓研討會



不一樣的分享  不一樣的敏銳    吳嘉慧姊妹（青年團：屯福小組）

 Carmen驚覺在屯福小組的分享中，操練她更敏銳聽到上帝的說話，這實

是意想不到的經歷。Carmen與丈夫Max因兒子出世，便暫停了青年團團契

生活。當兒子漸長，夫婦二人掙扎應否加入屯福小組。Carmen認為兒子年

幼時是學習的寶貴時刻，要更多珍惜陪伴兒子的學習時間，不忍心放下兒

子，而自己則參加小組。

	 幾經掙扎，他們最終在2019年中加入屯福小組。回望過來，Carmen看見

祝福實比困難多。Carmen分享兒子曾有段時間因不斷發惡夢，情緒不穩。

夫婦二人十分擔心，曾想過暫停一次聚會陪伴兒子。但掙扎後，一家三口

還是回來聚會。小組聚會時，兒子就在房外打球。感謝主！當晚兒子的情

緒便復原過來！上帝打破她那不自覺的思維框架，學習更多「放手」交托

主。

	 Carmen更雀躍分享在小組中得到的祝福。聚會前，她總要回想過去兩週

生活細節，尋找上帝在她生命的足跡，以便與組員分享。在回想中，她往

往看見上帝曾具體看顧、適切提醒、介入……叫她驚嘆上帝的真實，令她

在繁忙、又忘我的「湊仔」生活中重新「捉實」與上帝相遇的寶貴經歷，

她不禁感動得眼泛淚光！Carmen體會到若沒有這些「回帶」的過程，縱

然她浸淫在上帝的恩典中，總會因「忙、忙、忙」而輕易地與上帝擦肩而

過，是何等可惜！Carmen更說這樣分享不單是「俾出去」，原來是「有嘢

袋」的，真是很美好的分享操練！	

	 上述「埋身」的經歷，讓Carmen在小組討論《紮根

於神》一書時有更多體會。Carmen表示《紮根於神》

一書討論的都是信仰基礎，很多看似是熟識的題目，但

若沒有個人信仰體驗，就容易跌入「頭腦」的理解及討

論。只有在與神相遇的經歷中，書中的提醒就頓時變得

更「立體」了，感謝主！

與你真情分享

「在主裡展翅上騰」，相信是我們對自己生命的盼望。有時，我們以為這份盼望是奢望，自

己力有不逮，但事實上並非如此。這盼望是主所賜的應許，不在乎人有否能力，而是關乎主

賜下的恩典及能力，使我們在祂裡面得改變。綜合報告籌委邀請了5位參與屯福小組或門訓

小組的弟兄姊妹接受訪問，分享他們「在主裡展翅上騰」的轉化過程。



在主裡的真摯分享                              

 國幀原屬巴拿巴團契，團契之前因不同原因而暫停了約一年。期

間，國幀自言在後半段的日子裡也察覺到沒有團契生活的問題，深感

同路人彼此扶持的重要性。適逢，國幀也從另一些參與屯福小組的肢

體口中聽到他們於小組中的領受及生命受到激勵，因而希望藉著屯福

小組能重拾團契生活。

	 國幀認為屯福小組與以往團契的內容差不多，唯獨是各人分享的

部分與從前的有別。國幀提到，由於從前的分享沒有刻意的規範，因

此弟兄姊妹的分享很廣闊，可能是日常瑣碎事或單純的感受，卻未必

與神有關或是屬靈上的事情。相反，屯福小組的分享指引要求組員尋

找、反思生活中與神相遇的經歷。在國幀身上，這種分享對他的生

命饒有裨益。在每次小組之前，國幀會回顧過去發生的事情，當中有

一、兩次的回顧讓他發現神的恩手而感動落淚。國幀坦言當事情發生

時，確實知道神的同在，只是當日子過去，生活慢慢掩蓋了那時的

經歷。然而，分享指引卻幫助他刻意地回顧過去的事情，喚起了那時 

「神同在」的經歷。

	 另一方面，當聽到組員真情分享時，

他們的經歷也成為國幀的鼓勵。例如，

有一次他聽到組員分享讀經時的甘甜，

國幀深深感受到組員因經文而有的感

動，提醒他讀經不只是日常程序或只為

「交功課」，而是心力與時間投放於神

身上，這也勉勵他多讀聖經。在真情分

享這點上，國幀進一步見到屯福小組營

造了這個分享的平台。

	 國幀不單受到組員分享的激勵，他

也在信仰討論上得到啟發。國幀明白每

個人有自己的角度及理解，但人總有限

制，有時未必會想到另一個角度，而

組員的角度便刺激到他從另一面理解問

題，從而豐富了信仰上的領受。

吳國幀弟兄（巴拿巴：屯福小組）



「耶穌改變我！」              吳銀屏姊妹（生命成長查經組：門訓小組）

 銀屏自2018年7月參與門訓小組，由那天開始她逐漸明白什麼是當基督

徒，學習與神建立關係。由於門訓要求組員每天閱讀聖經，預習每一段經

文及思考相關問題，銀屏坦言這些要求推動她更多讀聖經，亦因多讀、多

理解，令她逐漸認識聖經的世界。銀屏因而發現，從前可能為讀經而讀，

往往快速地瀏覽經文，不求甚解，現在反而懂得咀嚼經文的意思，有時透

過抄寫聖經，讓自己更深刻地理解經文。

	 銀屏提到門訓與一般的小組、團契聚會有別，因它要求組員承諾盡力出

席，不能隨意缺席，因而構成建立關係的平台。而組員每次也會分享自己

於生活中與神相遇的經歷或信仰領受，能藉此認識到各人的內心世界及人

生體會，彼此感情日漸深厚。銀屏沒有想過有天能如此坦誠、不顧忌地分

享自己的故事，如同挑出心中的刺，釋放壓力，身心放鬆。

	 當筆者問及銀屏門訓有否幫助她生命成長，她說有，就如現在私禱多

了，會不時為身邊的親人代禱，以往是甚少。銀屏自覺比以前不再那麼執

著，自然地對事、對人會放手並寬容，不再為小問題而揪心。又或許因

門訓要求跟別人分享自己的故事，銀屏也慢慢打開心窗，由不開放、沒自

信、拒絕別人親近的態度，學會轉換視角思考，改變與人的關係。

	 門訓同時改變了銀屏的生活習慣。作為家庭主婦的她，以往參加不少活

動，但現在心態轉變，她不再需要這些來填滿日程，反而是多花時間於讀

聖經上。銀屏通過閱讀聖經，多讀多寫，即使不能立刻完全理解，但經文

漸漸在腦海裡浮現，並感覺在與天父的溝通中，得到不少的智慧。



看見生命本相  才懂降服主前      卡碧敏姊妹（兒崇家長：門訓小組）

 卡碧敏約在9年前跟隨父母參加屯福堂崇拜，並在2013年底受洗加入

教會。期後碧敏曾參加兒崇家長查經班，她珍惜學習聖經的機會，享受

當中的雙向分享。奈何組員出席不穩，亦不甚投入。但碧敏仍堅持每次出

席，一心只想認識主更多。

	 2017年中碧敏接受門訓，至今已近兩年。初期常自覺不配，害怕追不

上，到現在卻有很多體會。碧敏說這是一個既寶貴又奇妙的旅程。門訓

組員委身的參與，帶出很不同的效果。組員要學習敞開自己，真摯分享生

命，不論軟弱與掙扎。事實上，人總會不自覺掩飾自己的灰暗面，要坦盪

盪的分享，實需對組員有一份深厚的信任和屬靈勇氣。感謝主！碧敏深深

體會組員間生命相交的甜蜜，彼此接納的寶貴，也使碧敏學習在上帝面前

放下自我，讓上帝攪動自己的生命。

	 碧敏學習每天讀經，縱有不明白的地方，她總堅持。當碧敏更多親近

主時，便看見自己生命的改變。碧敏承認性格衝動、急躁，與丈夫相處時

更是挑戰。門訓令她察覺自己的軟弱，願意降服在主面前，去回應關係帶

來的挑戰。感謝主，她多了憐憫與體諒，與丈夫的關係也改善了。

	 碧敏也在門訓中學習「讓神作神」。

她以前會很緊張子女的學業，常安排子女

課餘上補習班。但當她重新檢視生活的優

次時，便發現將子女與耶穌的關係放在較

次要的位置上，自覺慚愧。現在她學懂當

著緊子女與耶穌的關係。

	 碧敏曾表示母親（卡太）是她一家的

精神支柱。當卡太在2018年初患上末期癌

症時，碧敏十分擔心若母親離世，一家能

否承受到當中的傷痛。感謝主，面對卡太

離世，碧敏及家人都經歷到出人意外的平

安，真是一個真實又奇妙的經歷！



從接受門訓說起……        陳振華弟兄（家庭團：屯福小組、門訓小組）

 振華信主多年，參與聚會多年，一直以為穩定出席聚會及事奉已算是

不錯的基督徒。他不懂關注個人與上帝的關係，更不明有何重要！振華那

時參與事奉總會按自己的喜好，也不覺有何問題。約三年前，振華接受門

訓，接受「埋身」牧養。門訓不斷衝擊他的內在生命，促使他反覆思想自

己是否真的看重與上帝的關係，還是自己的屬靈生命已混濁得看不清上

帝，只看到教會活動？

	 在門訓的過程中，上帝開振華的心眼，學會多從上帝的角度看事情。自

認衝動、急躁的振華體會要多學習包容與忍耐！就在此時，振華需在家照

顧三位患重病的家人，對他來說是脾性的挑戰。回想起來，實是上帝給他

具體的操練！

	 	 昔日「過火地」只靠自己的振華，今天願意放下自己，甘被上帝帶領。

就如擔任崇拜接待一職，振華需向陌生人講解教會資訊，實不像他慣常的

作風。但上帝真的改變了他，他不單願意承擔這崗位，更能投入並享受與

新朋友建立關係，感謝主。

	 完成門訓後，振華擔任屯福小組組長。振華不覺作組長有壓力，反認

為是自然的過程。他表示門訓是學做耶穌的門徒，帶組是分享作門徒的經

歷，是自然地由內而外的生命流露。振華的「領悟」確是一語道出我們不

是「做」耶穌的門徒，而是「活出」門徒的生命。因此，今天的振華已自

然地與子女討論信仰，分享在主裡寶貴的經歷。

	 振華分享作組長是祝福多於擺上。組長一職促使振華更認真思考問題，

更仔細聆聽組員的生命分享，令他有更深的學習，得到提醒，真是好得無

比！振華領受到當他放下執着，順着上帝的引領，向前踏步，上帝必讓他

更多看見主，並更願意親近祂！



2019-2020年度財務概覽

收入

支出

樓宇按揭利息

收入***

按揭還款(不包括利息)

償還免息貸款

2019-2020 經常費收支

2019-2020 購堂發展基金收支

不敷

自2013年新堂啟用以來，我們能有更大空間服侍街坊、建立信徒。

當年擴堂支出＄1,790萬元，至今已清還66%。

感謝主供應，2019年的60萬認獻

目標順利完成。截至2020年3月，

本堂的負債情況見右表：

期望大家以禱告及奉獻，繼續支持本堂的事工發展！

奉獻可透過下列方法︰

* 支票，抬頭請寫「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屯門福音堂」

* 直接存入香港匯豐銀行戶口542-0-011974，然後將銀行收據交回本堂

奉獻港幣$100或以上可憑教會發出之收據向政府申請該年度慈善免稅額 

港幣$

港幣$

  2,483,084  
 (2,330,915)

 (143,801)

 1,125,450 
(436,213)
 (700,000)

(10,763)

8,368

銀行按揭493萬

會眾免息貸款47萬

活泉堂免息貸款50萬

40周年堂慶營會

***		包含2019	購堂還款認獻（截止31/03/2020）：

	 實收$475,000、免息貸款$100,000、貸款轉奉獻$140,000、待收認獻$9,750

盈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