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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銳意門訓」是屯福堂眾領袖
認 同 的 教 會 方 向 和 目 標 。 門 徒 訓
練最核心的課題是學像耶穌。這是
一 個 學 習 的 旅 程 ， 一 個 成 長 的 歷
程。屯福堂會眾要走的歷程各有不
同，但當中要探索的原則是一致的，就
是信靠耶穌，認識父上帝，並與祂建立關
係。係。

宗教改革神學家加爾文指出，知道許多關
於上帝的事情，未必就能真正認識上帝。
除非我們在知道耶穌為我們所成就的工作
後，生命有根本性的改變。

三年前，屯福堂開始銳意建立門徒三年前，屯福堂開始銳意建立門徒。
我們就看見弟兄姊妹長出不一樣的生
命。門徒訓練不再是屯福堂眾多事工
其中一個選項。相反，門徒訓練是我
們最迫切的任務，因為門徒訓練要
求弟兄姊妹，在信仰追求上，超越頭
腦知識層面，落實內在生命的改變。

上 帝 所 重 用 的 美 國 牧 者 凱 勒 牧上 帝 所 重 用 的 美 國 牧 者 凱 勒 牧 師
（Timothy Keller）指出，藉著聖靈
的幫助，禱告就是真心的呼喊，是聽得
到的信心：「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因

此 我 們 呼 叫 ： 『 阿 爸 ， 父 ！ 』 聖
靈 與 我 們 的 心 同 證 我 們 是 神 的 兒
女」（羅8:15-16）。這真心的呼喊，
是渴求與上帝建立更親密的關係。因
此，接受門徒訓練是看得見信心的行
動，亦是勇敢的行動，需放下自己，離
開安舒區，被上帝改變。

屯福堂開展門徒訓練，確是「膽屯福堂開展門徒訓練，確是「膽粗
粗」，是出於信心的勇敢行動。我們從
質、量及文化三方面介紹。

門徒訓練的內容與生命質素指標，主要
是根據曾金發牧師的門徒訓練教材「根
基與翅膀」，著重內在生命素質。

門徒訓練的異象，須有合適的載具配
合，以落實相關理念，主要的載具是合，以落實相關理念，主要的載具是門
訓小組。過去四年，屯福堂成立了六個
門訓小組，共32人參與。訓練模式尚在
摸索階段，我們參考曾金發牧師的經
驗，逐小步開展，關注建立深度（start 
small, build deep）。因此，我們沒有為
接受訓練的人數和時限定下規範。

門徒訓練亦需要有合宜的環境及教會文
化土壤，才能事半功倍。為此，我們調
校現有聚會至以上帝的話語為中心，當
中包括各項祈禱會及靜修營。另外鼓勵
弟兄姊妹參加「銳意門訓研討會」，以
此為催化劑，預備人的心，更願意作主
門徒。

教會架構邁向小組化是必須進程。現教會架構邁向小組化是必須進程。現時
以團契為主的教會架構，主要是按週會
編排運作，未見有效建立生命。教會因
此成立「屯福小組」，務求以更銳意的
態度，鼓勵弟兄姊妹憑信心打開心扉，
建立合適相交環境，同心呼求阿爸父，
同享上帝真正的福氣。2018年初，教會
已在青年團成立三個屯福小組，而家已在青年團成立三個屯福小組，而家庭
團第一個屯福小組亦已在2019年初成
立。

自2013年完成擴堂至2018年，教會成人
主日崇拜人數有50%的增長，平均出席
達160人，禮堂入座率達八成。執事會已
決定於2019年7月開始，以「原址植堂」
為異象，星期日加設第二堂崇拜，為要
讓更多人進入教會。弟兄姊妹需以信心
及勇氣迎接，因落實異象而帶來的改
變。變。

堂主任李恩全牧師
執事會主席李淑賢姊妹



屯福小組：曾麗嫦姊妹
（Miku）

屯福小組：陳美春姊妹
（May）

屯福小組：李細妹姊妹
（Tiffany）

屯福小組成立目標清晰，就是互相看
守建立生命，在主裡作個真門徒。為
要我們多反省與神的關係，小組分享
規範在與神相遇經歷、禱告負擔、讀
經領受、事件教訓四個範疇。我曾在
小組流著淚說出15年婚姻生活的衝
擊和抑壓，求天父介入釋放，並請組
員代禱。奇妙地，我真的得釋放，員代禱。奇妙地，我真的得釋放，不
再糾纏於過去，兒子也看到爸爸的改
變。這次與神相遇經歷，讓我明白多
貼近神，生命就會被神改變！深願藉
屯福小組，更多人嘗到主恩！

牧者要操練我們的屬靈觸覺，敏銳上
帝在自己生命的足跡，要求組員每次
分享上帝如何在個人生命中作工。這
較以往團契小組的隨意相交，確是挑
戰，但能令組員更多反省與神關係。
感謝主，組員都願意學習打開心扉，
分享掙扎及挑戰，相互看守，在基督
裡關係就更趨緊密。裡關係就更趨緊密。

作組長一年多，我有成長。我原是懼
怕與人相交，感恩神透過屯福小組先
讓我學習勇敢與組員分享軟弱和掙
扎。神就更新我生命，讓我有更多看
見。我體會到天父很喜悅祂的兒女在
主裡敞開生命，互相緊連。

自小孩子爾信和雅呈出生，這四年
間，我和丈夫Roy就忙於家庭和工
作。雖然仍恒常出席主日崇拜，但留
給上帝的時間越來越少。2018年某
天，走累了，帶著孩子回教會歇腳
時，李牧師邀請我參加「屯褔小
組」。是的，如詩篇23篇2節，我組」。是的，如詩篇23篇2節，我的
靈需要休息。

組內一起閲讀「扎根於神」，學習靈
修和禱告，我有很多反思。聽著組員
們的分享、見證、掙扎、甚至乎跌
倒，我感受到上帝是活的，生命得倒，我感受到上帝是活的，生命得以
再沉澱。這看似是「小步」，但對於
「久休復出」的我，已經算是不錯的
轉捩點。期望由小步開始，將來為上
帝走更大步。

門徒生命重整  相交文化重建



門訓組員：李淑賢姊妹
（Josephine／Miss）

門訓組員：楊順強弟兄
（Silas）

門訓組員：洪麗芳姊妹
（Candy）

門訓組員：王培冬姊妹
（Wendy）

最初我期望從門訓學習「求生」
(survive) ，處理生命中的掙扎。但
經歷了兩年門訓、兩次IDMC，以及
更多閱讀聖經及屬靈書籍，神激動了
我，改變了我的生命。
 
憑信走出安舒區

這一年，我靠著神迎接兩個這一年，我靠著神迎接兩個挑
戰：一是憑信心出任屯福小組組長，
學習靠神的能力事奉，讓神使用自
己。二是尋求神在工作上的引領，毅
然離開了工作十多年的崗位 。

渴想與神更親近

以前，我用上班的午飯時間讀經。以前，我用上班的午飯時間讀經。不
過，我現在更清楚神是王，是生命的
主，我要把最清醒的時間獻給神，因
此改變了讀經習慣，每天清晨，決意
不看電話，先讀經、禱告和寫下讀經
日誌，讓美好的每一天從神的話語開
始。

2017年中李牧師邀請我參與門訓
時，我心裡有點戰兢，因為過往我時，我心裡有點戰兢，因為過往我不
多讀聖經，靈裏貧窮，深知如要靈命
成長，必須有渴求跟隨耶穌的心。後
來更明白要作真門徒，必須很銳意，
否則就會被世界牽走。但對於自以為
聰明的我，要學習謙卑降服絕不容
易！

箴言3:5-6「你要專心仰賴耶箴言3:5-6「你要專心仰賴耶和
華，不可依靠自己的聰明….」成華，不可依靠自己的聰明….」成為
我的「金句」。我銳意自己每天早上
讀聖經，以神話語為根基，更多親近
祂，並操練降服的功課。現在每當在
工作和生活上遇到挑戰，上帝的話語
就不斷提醒我，讓我得著智慧面對逆
境。參與門訓後讓我更多經歷上帝的
同在和帥領。感謝主！同在和帥領。感謝主！

Let GOD be GOD是參與門訓以來
最抓著我的提醒。透過小組的分享與
討論，我認清了自己是「信」主35
載，但大部分日子卻非「信靠」主；
上帝在我生命有重要席位，卻非主席
之位；自己一直與神同行，卻無徹底
的委身。

「主啊！我渴想祢！渴想得到最豐「主啊！我渴想祢！渴想得到最豐盛
的生命！」就成為內心的吶喊，不住
催迫我：由最初只是睡醒就閃出「睇
聖經」的意念，直到最近花盡可用的
零碎時間，每天努力讀上幾十篇聖
經，心靈才感滿足。這份對神的渴想
讓我在生活中處處看到神的同在與作
為，叫人無法不讚嘆主的奇妙為，叫人無法不讚嘆主的奇妙！

門訓是一趟沒有止境的靈性耕耘之
旅—「無止境」會叫人卻步，但其旅—「無止境」會叫人卻步，但其實
適時的吸取才是任何生命得以成長的
關鍵。過去靈性「風光」的日子，所
賺到的糧種不能養活明天的你，深願
我們都能重新調校生命的優次，敬虔
度日，以神居首位。

「門訓」初期讀到西番雅書一章12
節，讓我有很深的反思：先知以有渣
滓的酒比喻當時以色列民的屬靈生
命，指出他們的心靈變得渾濁，對命，指出他們的心靈變得渾濁，對上
帝話語麻木。有渣滓的酒其實已變質
不能渴了。這正是今日不少基督徒的
屬靈寫照，即自我感覺良好，沒有意
識生命需要被神更生。

自問信主年日不短，也參與不少教自問信主年日不短，也參與不少教會
事奉。但赫然發現自己與西番雅先知
所描述的情況相若—我以最舒服的方
式與神相處，對神敬畏及渴望的心卻
少之又少……很慚愧啊！原來自己只
懂做，沒有照顧好生命深度。神藉着
門訓再次提醒我，原來當你關顧自己
的生命深度，神便會照顧你事奉的的生命深度，神便會照顧你事奉的闊
度。這樣便能越事奉，越得力，越有
喜樂！感恩神讓我在事奉中嚐到這份
喜樂！

我渴望與神建立更緊密的關係，亦開
始更認真看聖經。我會預備屬於神與
自己的空間，避免騷擾，以等待的心
來細嚼上帝每一句說話。結果當中的
領受真的不一樣，以前看不透的，現
在也看見了。感謝主！



靜修營：陳素艷姊妹
（Rose姐）

靜修營：蕭潔芝姊妹 IDMC：郭禮強弟兄
（Edmond）

因著驕傲和自我中心，人總喜歡以自
己的角度去選擇前路，生命變得無方
向。今年我在忙碌中再次進入靜修
營，盼望能深化與上帝的關係，敏銳
於祂的旨意。

這次營會，我獲編排與不相熟的姊這次營會，我獲編排與不相熟的姊妹
同房。對一向被動的我，確是挑戰。
想不到與姊妹一起同心禱告裡，隔膜
消失了！以前我總喜歡留在自己的安
舒區，選擇跟相熟的兄姊一起。感恩
上帝給我這機會，提醒我不要再為自
己定界線，阻礙上帝在我生命上的更
新。我真的需要改變！新。我真的需要改變！

操練與上帝的話獨處，更體會到詩人
所說：「在你的院宇住一日，勝似在
別處住千日……」（詩篇84：10）。
離開營舍，操練更不能停止！

信主多年，一向認為自己清楚知道要
怎樣做一個基督徒，也對聖經有一定
的認識。然而這個想法卻隨著參與銳
意門訓研討會（IDMC）聚會而慢慢
地改變著。

起初覺得講者所分享的內容大都是起初覺得講者所分享的內容大都是我
所認知的基本信仰概念，並沒什麼特
別，但當接觸多了，慢慢就反思自
問：既然頭腦的認知概念相近，為何
彼此的生命卻有著這麼大的分別呢？
 
我在IDMC的講者們身上感受到一我在IDMC的講者們身上感受到一份
對信仰生命追求的熱切 — 說穿了就
是他們有著非常清晰的信仰目標，即
要「學像耶穌」，並要在日常生活實
踐出來。這不禁令我反思自己認知的
基督徒生活是否足夠？如果「學像耶
穌」是重要的話，我又能否跳出信仰
安舒區，銳意地踏前一步，學像安舒區，銳意地踏前一步，學像耶
穌？

隨著教會發展，成立了屯福小組，感
恩讓我能和一班目標相同的組員透過
彼此支持，互相建立，一起走過這成
長的旅程，更像耶穌！

靜修營讓我學習如何與上帝的話語獨
處—就是要進入經文，用心「嗒
真」。原來信徒是要很銳意才能更親
近主，這與獨自在家看聖經很不同，
因為在家還是很容易變得隨意了。

靜修營的小組分享亦讓我很感動：靜修營的小組分享亦讓我很感動：體
會到肢體間的互信，能夠倒空、釋放
地分享內心掙扎，這是真正的相交！
主的話語進入生命，原來會影響肢體
關係。

性格逞強的我，甚少向人說「對不
起」。靜修營後，我願意學習謙卑起」。靜修營後，我願意學習謙卑，
操練學像耶穌，作個真門徒。上帝就
激動我，踏出安舒區，改變與人相處
的態度，更逐一向我曾不禮貌對待的
人，面對面說聲「對不起」！感謝
主！上帝更新了我！



生命單張 
活像耶穌

聖經學院 祈禱會 門徒訓練

社區服事

鋭意重整門徒生命：我們相信門徒必
須與主建立親密關係，讓主介入，更
新我們的内在生命，我們才能成為一
張又一張的生命單張，讓人看見我們
是「跟過耶稣」（徒四13）。過去一
年，屯福堂繼續按著召命服事街坊，
在社區作見證。我們除透過各項福音
活動接觸街坊外，亦組成小隊探訪活動接觸街坊外，亦組成小隊探訪未
信主家庭，希望與街坊建立更緊密關
係，分享生命、見證基督。過去一
年，共有345個家庭次數（1018人
次）參加屯福堂各項福音聚會，其中
93個家庭（共143人次）為初次接觸
的。當中29人決志信主，並有26位
初信及慕道朋友定時參與教會聚會，
包括查經班、個人栽培、富泰天地
等。願他們的信心得堅固，緊緊跟隨
主！



每月一次的初信及慕道聚會——
富泰天地

屯福小組

銳意門訓研討會初信查經班 每年一次的團年夜

一年兩次節日福音聚會

探訪街坊靜修營



得蒙神的恩典，屯福堂踏進40周
年。我們深願在不惑之年繼續堅定走
向神所給予的使命──銳意作主的門
徒。作門徒，是信徒生命的根本及我
們的核心身分。我們期盼竭力認識
神、更深連結於祂，祈求主叫我們神、更深連結於祂，祈求主叫我們的
屬靈生命愈發成長、愈發像基督。我
們相信當我們的生命被主改變時，主
也是叫我們在世人面前作祂的見證，
讓人見到由主帶領的生命是如此不一
樣。因此，我們預期當我們切實作主
的門徒時，漸趨成熟的屬靈生命將吸
引更多人渴慕耶穌基督，進入教會引更多人渴慕耶穌基督，進入教會之
中。

如是者，第二堂崇拜的開展並非單純
因為我們崇拜的座位接近飽和，而是
我們看見增長背後是神將得救的人數
加給我們。我們相信，神是叫我們準
備迎接更加多的弟兄姊妹，教導他們
成為主的門徒。這既是挑戰，亦是託
付。

增設第二堂
崇拜的挑戰

當我們知道這是挑戰及託付時，也是
在說神要求我們為祂走多幾步。當新
朋友進入教會時，我們需要有打開心
扉的勇氣、接納別人的胸襟，而當中
實在需要祈求主賜我們熱愛別人的
心，願意為別人的生命付出、放下心，願意為別人的生命付出、放下更
多。進一步而言，當我們祈求主賜下
愛人的心給我們時，亦是在祈求主雕
琢我們的生命，擴張我們對別人生命
的承載力。

再者，更具體的挑戰是在於崇拜時再者，更具體的挑戰是在於崇拜時間
的調動及對更多事奉人手的需求。增
設第二堂崇拜不是為了方便我們自己
的生活作息，而是祈求能服侍更多的
弟兄姊妹、慕道者及街坊朋友。所
以，屯福眾肢體需要明白到自己是以，屯福眾肢體需要明白到自己是適
應改變的那一個，而不是被服侍的那
一個。最明顯的適應就可能是時間、
聚會模式及事奉情況的改變。如此種
種，願主預備眾人有一顆迎接改變的
心。



信心的挑戰：
邁向銳意門訓里程碑

2019.4

第二堂崇拜

2019.7

營建教會文化

2020.1-4

同心迎接異象
實踐門徒使命

原址植堂
興起更多門徒

• 屯福小組
• 門訓小組

心靈耕耘

2019.8-12

• 靜修營
• 銳意門訓研討會

年議會
40周年堂慶

2019.5-6

 • 感恩讚美會
 • 信心呈獻主日
 • 門訓研討會

• 堂慶營會
• 子夜祈禱會

銳意門訓教會



因著主的適時供應，2018年共籌得
＄598,750元奉獻1。在2019年，本
堂仍需償還＄85萬元免息貸款。截
至2019年1月，本堂的負債見下列
圖表。

認獻所得全數用作償還2019年到期之免息貸款。
期盼大家以禱告及奉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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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認
獻目標：60萬

財務狀況
擴堂事工

（餘款2用作2019年還款；2019年共需償還85萬）

 1. 截至31/03/2019，2018年認獻共籌得$598,350，當中包括實收奉獻$483,750，待收認獻
$9,600，以及貸款轉奉獻$105,000
 2. 2017年餘款$228,260及2018年餘款為$38,750，共$267,010將預留作2019年還款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