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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心中夢想著的安定生活，原來不是常態。

	 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後書》四章說明他如

何在憂患中，仍然能夠重新起步，擴張境界。

保羅從不為自己尋求安定的環境，並非想要自找

麻煩，而是因他面對種種挑戰所致：內心感到迷

茫，「心中作難」（v.8），又要面對「四面受

敵」，甚至是被「打倒了」（v.9）的威脅。保

羅的確是徹徹底底地「倒下」，「身上常帶著耶

穌基督的死……」（v.10上），從人的角度， 

「死」代表一切都完結。但保羅馬上接著宣告： 

「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v.10下）

	 當政府於一月宣告因疫情要關閉宗教場所，

似乎教會事工面臨另一次挫折，會否許多努力都

白費了？兩年多的疫情反覆，的確會消磨意志，

就像保羅所講的「心裡作難……打倒了」。

	 我們一向認為重要的教會事工，一下子都不

見了：每星期的週會、氣氛莊重的崇拜、吃不完

的肢體相交飯局……一切看得見的事工轉眼間變

成「泡影」。看啊！這只是表面的景象，福音榮

耀的光絲毫不受影響，好比金子在火煉中，一切

不屬於真金的東西都要消失。我們要知道最重要

的，不是聚會，不是教會事工，乃是耶穌基督的

生命。今天我們要關注的問題：別人能否在我們

身上看見耶穌的生命？

	 上帝既然讓這疫情臨到，必定有祂的心意。

保羅在患難中所發出的勸勉，提醒我們所領受的

屬靈職分只有一樣：使耶穌的生在我們這必死的

身上顯明出來（v.11下）。屯福堂不再停留在

過去的「成就」（擴堂成功、教會轉型為門訓教

會……），也不要被過去的「失敗」（肢體間的

嫌隙、閒懶不結果子……）捆綁，讓我們一起「重

來、掙脫、舉目、放開、親近、專一、進發」！

	 究竟我們的小組能否讓人看見耶穌的生命？

去年疫情緩和時，教會有大半年實體聚會，讓教

會爭取到寶貴空間重整旗鼓，叫各小組從專注扎

根相交，進一步拓闊境界，在關顧肢體生命成長

及傳福音使人得生命上勇敢向前踏步。因此，今

年的綜合報告記述組長與組員在學習擴張境界的

操練中的寶貴經歷，親眼見證更多上帝的恩典，

正如保羅所講：「凡事都是為你們，好叫恩惠因

人多越發加增，感謝格外顯多，以至榮耀歸與

神。」（v.15）

	 保羅所講「好叫恩惠因人多越發加增」，

但那增長不在於人數，而是增加的人是怎麼樣的

人？會否帶來恩典的增加？感謝神！屯福堂的確

有帶來恩典增加的成長！門訓導師由兩位增加至

三位，分別帶領四組門訓組；屯福小組增加至九

組，參與人數超過崇拜人數的半數；首次動員各

小組出隊探訪，操練從「扎根」到「展翅」的門

徒生命。

	 保羅引述詩篇中大衛的禱告：「我因信，所

以如此說話。」（v.13）這是在死亡邊緣對上帝

堅定相信的宣言。我們不再患得患失，雖然「四

面受敵」，但更多屯福堂的弟兄姊妹要「重新起

步，擴張境界」！

執事會主席：李淑賢姊妹

堂  主  任：李恩全牧師



	 我們採用「品格小農夫」教材，透過耕作的主題，讓孩子學習聖經所教導的不同品格。我們看

到小孩子全情投入、專注及謙卑地學習聖經；小孩之間的情誼也加深了，他們甚至每天回來也留意

其他小孩有否出席。此外，小孩認真的回應――認為活動有9.5分（滿分是10分），並建議多增加團

隊遊戲，也是給導師的最好回饋。

	 作為導師之一，陳思敏姊妹藉著導師間的分享和活動內

容，也有深刻的領受――疫情或叫人憂心，但是主耶穌的愛不

變，常與我們同在。當我們願意全心仰望神，祂就保守KFC順

利進行！願主保守「小農夫」心內的品格種子紥根，並且茁莊

成長，使他們成為主耶穌的小門徒。

	 感謝主！我們能夠在疫情下為幼稚園生及小學生舉辦「Kids	 for	 Christ	

（KFC）暑期活動	 2021	 ――	 品格小農莊」，幫助小孩認識聖經真理，增

進主內情誼。

Kids for Christ （KfC） 
暑期活動2021 — 品格小農莊

Jesus’ teens (Jt) 暑期活動 

	 過去大半年沒有了專責JT的傳道人，洪麗芳姊（Candy）感恩神興起

了幾位肢體（包括麥敖儀姊妹、符杏姊妹、葉滿枝姊妹），與她一同服

侍青少年人，盡心盡力引領他們認識耶穌，幫助他們在這充滿挑戰及價

值觀扭曲的世代活出主道。

	 導師們抓緊2021年暑期檔期，舉辦連串活動，如日營、城市定向

等，讓青少年人透過生命分享，看見耶穌在不同人身上的作為；並在小

組活動中建立更深的關係，嚐到同行者的愛與支持。

2021-2022年度屯福堂經歷了不少挑戰和轉變，但感恩仍可回應

主所託付，推動多項事工，就讓大家一同分享當中的寶貴經歷！

月7

	 首次參與JT暑期活動的陳力廷弟兄（Nick）接受蕭潔芝姊妹訪問時，大讚遊戲吸引又好玩，過

程中他與新朋友由最初的不協調到建立了默契；見證和小組分享環節亦令Nick反思自己曾在信仰路

上跌倒，後來從別人的經歷中得到幫助和提醒，這經歷激勵他要積極向未信主的同學傳福音。Nick

更分享他曾有一段時間拒絕禱告，但感謝主，現在他學習將焦點對準耶穌，參加JT為要學習拉近與

耶穌的關係，崇拜聽道也會思考信息與自己的生活有什麼關係。與上帝親近了，讓他即使面對疫情

和生活上的變更，仍感受到從上帝而來的平安。

	 感謝主耶穌透過小弟兄單純的心，再次提醒我們要學習與主親近，成為少年人的好榜樣！



	 教會在2021年9月12日終能再次舉辦共慶中秋樂，當

天有81人出席（52家庭），其中有27人（20個家庭）為新

接觸的對象，而事奉人員共有49人。有別於過往，今年因

為防疫要求而沒有提供任何茶點，看似少了吸引力，但大

部份參與的街坊親友反而更加專注聆聽上帝的道，又積極

回應牧師信息，而當天有3位人士決志信主。上帝真能使萬

事互相效力，藉著這些改變更新我們固有的形式，讓人更

專注於祂身上。願上帝繼續使用屯褔堂的福音事工，讓更

多人認識祂，成為祂的門徒。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馬太福音28:19），聖經清楚命令信徒要使人作耶穌的門徒，並引領他們受洗；指明

「門徒訓練」與「洗禮」同出一轍。

	 若單從受洗人數來看，2021年屯福堂的水禮，好像「縮水」了，但細心一看，

這兩位「新葡」梁潔源姊妹和高旭初弟兄，還有2021年在家中接受灑水禮的朱明輝弟

兄，也是屯福資深會友的父母，這正體現了「門訓」的果效：弟兄姊妹學像耶穌一樣銳

意使自己屬靈生命深深紮根，便能展開信仰的翅膀，引領家中至親得蒙主的拯救。

	 2021年屯福堂的水禮上，還有兩位母親施思思姊妹和周寶芬姊妹分享門訓的另一

個面向，引領下一代認識神，跟隨耶穌，要從自己的生命突破和生活實踐開始。轉會的

林湘姊妹和唐成鑫弟兄也見證了他們在屯福堂中，與其他肢體同走「成為耶穌真門徒」

這趟豐盛旅程的甘甜。

	 讚美主的真實，只要你願意「去」作門徒，主必使「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共慶中秋樂

水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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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疫情限制，今年參加營會人數比以往少，環境更清靜。感恩讓我們可以安靜下來，思想上帝

的說話，在祈禱讀經中聆聽神的聲音，在分享中一同見證主耶穌。

	 今次靜修營的主題是「一切從改變價值觀開始」，我們有不少領受，當中反思自己縱然忙於神

的工作，卻常與神擦肩而過，確實是一件很可悲的事。生命中究竟甚麼才是最重要？有時不單是優

先次序的問題，而是要落實棄掉那些攔阻與神建立關係的東西。

2021	 IDMC	 主題是「重新起步」，六十多位屯福弟兄姊妹

一同參與，重新發現門徒生活原是一個救贖旅程。

	 今次靜修營強調突破，深信神藉此叫我們思想召命。

我們有甚麼身分？神要我們為祂做甚麼？我們是否失去了

愛神的初心？很記得靜修營的第二晚，我們一起為屯福禱

告，用以西結書37：1-14寫禱文，當中提到神吩咐先知以

西結，向枯骨說預言，連枯骨都可以變成精兵。在神的國

度裏，沒有不可能成就的事。關鍵在於我們是否願意聽從

及降服於神的吩咐，而不是我們的能力。

	 願我們在門訓之旅上走得更加有信心。求主常常觸摸

我們的心，不要讓這顆心冷卻下來。

	 對於第六年參加的李細妹姊妹而言，每次的學習都更新了她的固有價值觀，使她更認識主。她

和楊順強弟兄（Silas）在今年的研習會中，對「要以神為焦點，學習擺脫捆綁，饒恕別人，做到真

正的重新出發」的提醒，感受尤深。因為耶穌基督擔起我們的罪，我們得被潔淨，也能拋開過去的

傷痛，輕省、勇敢地向前進發。

	 陳振華弟兄感恩神讓屯福的肢體可以在教會透過網絡一起學習，重新起步。作為組長，他負責

帶領家庭團團友分組反思神的話語，熟悉的群體讓大家能真誠剖白內心掙扎及所遭遇的困難。小組

一同向神認罪，彼此代禱、鼓勵。感謝主！這是何等美麗的圖畫，在門徒旅程中彼此相伴同行，不

偏不倚，認清目標方向，扎根於神。

	 門徒旅程植根於主耶穌的愛和恩典，重新起步乃是要與神緊緊連結，靠著祂的愛和大能，重建

我們的生命。盼望上帝繼續在各人生命動工，聖靈不住地提醒引導，叫屯福弟兄姊妹成為真正的門

徒。

靜修營 

銳意門訓網上研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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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福音探訪

	 在2021年底，疫情稍為緩和時，教會鼓勵各屯福小組進行福音探訪，操練

作主門徒，關愛鄰舍、傳福音的心志，讓我們不單往下紥根，更要展翅飛揚。

月12

知道伯母在教會佈道
會中決志信主，盼望
能再探望她，堅固她
的信心。

鑫仔			Mabel

	 TG3成立約有兩年，姊妹間情誼得建

立，在上帝帶領下，探訪當中一位姊妹的媽

媽。姊妹家庭面對前路抉擇的困難，姊妹迫

切禱告，求主開路；伯母雖已信主，但內心

仍不安及憂慮。探訪當日伯母邀請TG3組員

為她一家禱告，大家手疊手，同心禱告，伯

母也開聲向主呼求。

TG3

TG	Y1

探訪過程中感受到禱告
的力量，聖靈的同在！
同時亦感受到主內一家
的親密關係。深信主必
垂聽伯母單純的禱告，
有最適切的安排！

	 TG	 Y1	 	也進行了首次探訪活動，對象就

是組員黃慧賢姊妹（Shirley）的母親。雖然

感謝主！能夠向姊妹的家人傳福音
固然讓人欣喜，而主內肢體一同以
愛行出主的吩咐更是美好。雖然伯
母還未相信，但深信神已在她心中
播下愛的種子。我們知道只要做好
本份，其他一切就交給主，心裏必
須常存盼望。‘We try our best 
and God will do the rest!’

	 TG	Y2	組長蕭潔芝姊妹（阿芝）與副組長

陳美春姊妹（May）一天進行了兩個探訪。

早上探訪May的父母；May的父母已信主及

受洗，但平常未能自行返教會；因此，她們

預備了兩份聖餐，以崇拜的聖餐片段帶領他

們領聖餐，然後一起禱告。老人家的單純和

謙卑順服是何等美麗！接著，她們探訪鄧綺

芬姊妹（Fanny）的母親。雖然她對信仰及

教會頗抗拒，也推卻屯福佈道會的邀請，但

她後來接受了Fanny姊姊的邀請，出席姊姊

教會的一個茶聚，還在活動中相遇認識數十

年的朋友，之後還主動要求返教會呢！

	 TG	F3	組長麥張育英姊妹尤記得冬至那天，

在旺角鬧市看見一對老人家無懼路人的冷漠，

積極傳講福音的情境，激勵她鼓起勇氣，就在

新年時把當日所接收的福音傳單轉送給屋苑

的保安叔叔，祝福他「耶穌愛他」。而組員何

蘭妹姊妹（朱太）和關玉卿姊妹（Lily）則探

訪何蘊娟姊妹未信主的丈夫林坤洪先生；探訪

中，林先生表示胞妹信耶穌後的生命改變令他

感到很驚訝，𣎴單對人有更大的體諒，亦樂意

為信仰擺上等等。

			阿芝				May

感謝主的奇妙預備，
那間教會就近她的住
所，且有朋友相伴，
相信這就是上帝給她
最好的安排！

當天組員只能在屋苑平台跟伯母

傾談，但主卻預備一個寧靜的環

境。TG	Y1組員用詩歌、經文和祈

禱祝福伯母。

TG	F3

探訪就是要讓我們見
證主：讓別人知道是
上帝在我們身上的作
為，讓他們不單見到
基督徒，更要見到改
變我們的主耶穌。

	 T G 1全組總動員，分別探訪周寶芬

姊妹的母親溫玉嬌姊妹，及李淑賢姊妹

（Miss）的母親王少英女士。符梅芳姊妹

探訪因身體緣故不能夠經常返教會的溫玉

嬌姊妹，盼望探訪能讓彼此連繫，分享

主愛。而唐成鑫（鑫仔）、何美寶姊妹 

（Mabel）都是首次探望Miss的媽媽，鑫仔還

現場為她祈禱。



	 自從教會以「銳意使人作門徒」為牧養方向後，麥張育英姊

妹（麥太）感到肢體的生命改變了，彼此間的屬靈關係親密了。

麥太和陳振華弟兄都被弟兄姊妹在平安夜的感恩分享深深打動。

	 昔日，耶穌「門訓」門徒，便是天天帶著他們，要他們「看見」自己怎樣做；今天，少年人導

師麥敖儀姊妹（Tina）也不斷自我檢視：「少年人『看見』我，會知道怎麼作主的門徒嗎？」

	 2021年12月25日是星期六，JT導師Tina、符杏姊妹和葉滿枝姊妹毫不猶疑決定在當天舉辦JT聖

誕佈道會，讓少年人有合適的聚會呈獻他們對耶穌的心意，還可以邀請同學和朋友出席，學習傳福

音。

	 籌備佈道會過程中，導師和組長，包括陳詠桐姊妹、洪麗芳姊妹、陸志棠先生、朱會祥弟兄和

梁玉碧姊妹，經常鼓勵少年人要認真「呈獻」和邀請朋友出席，這也驅使Tina自我反省：「我教導

少年人要去邀請朋友參加佈道會，使人作主的門徒，我自己又有沒有去做呢？」在導師和組長協助

下，少年人投入參與，呈獻環節令人難忘，還有很多少年人首次邀請到同學或朋友到來參加。

	 少年人工作從來都是「高難度」的，少年人事工的「效果」往往也很反覆，Tina坦誠她也會因

為少年人的不穩定而感到灰心，幸好「門訓」幫助她校正自己的事奉焦點，「上帝給我幾多人，我

就忠心去做，不再因人數上上落落而動搖。」

	 Tina十分「肉緊」少年人，常常感到很迫切，希望盡快裝備好他們應對這個世界的衝擊，因

此，在過去半年，JT也加強了小組模式，「每一次聚會完結前，也有分組分享和祈禱時間，讓組員

間可以更緊密維繫，組長可以更深入跟進。」Tina感恩神讓她有份去服侍少年人，她深願自己不負

主所托，能夠引領更多少年人作主真門徒。

平安夜感恩會             

	 當晚70多位弟兄姊妹的見證，有流淚的、有喜樂的，一一訴說如何靠著耶穌面對生活種種，一

同發出感恩讚美，場面震撼。麥太對陳秀英姊妹（Rebecca）的分享尤為深刻，因她看到上帝親自攪

動Rebecca的生命，透過屯福小組讓姊妹對上帝話語有很多生命反思及省察。感謝主，上帝讓她有一

顆使人作門徒的心志，將救恩帶進她的家，恩及她的丈夫和孫兒。

	 陳振華弟兄則以希伯來書12:1形容當晚美麗的景象：「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雲彩圍著

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仰望

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這是一個個與神相遇的生命經歷，是弟兄姊妹接受門徒訓練的結果。

	 最後，大家一同站起來頌唱《奇異恩典》，將最大榮耀歸予上帝！我們深信神與我們同在，並

悅納我們的感恩讚美；更願弟兄姊妹的分享能激勵其他會眾，立志成為門徒，使更多人信主，成就

神的美意。

Jesus’ teens (Jt) 聖誕佈道會

月12



	 疫情和社會事件讓我們體會到所有事情都不是必然的。2021年底教會在疫情稍為緩和下，終於

能夠再一次舉辦聖誕佈道會。感恩神開路引領，不少會眾都邀請到父母、親友參加。佈道會當日人

聲鼎沸，枱長非常落力調高聲浪向參加者分享福音，實在感動。

	 蕭潔芝姊妹（阿芝）的舊同事曾多次參與屯福堂福音聚會，在疫情下仍願意山長水遠從香港仔

到屯門參加這次佈道會。雖然她並沒有決志，但感恩她也曾經歷主真實地回應她的祈禱。阿芝深信

上帝有祂的時間，必會引領她全心全意跟從祂！

	 兩位執事李淑賢姊妹（Miss）及伍志業弟兄也邀請親人參加佈道會。在沒抱任何期望下，Miss

的媽媽欣然接受小組邀請出席聖誕佈道會，以往伯母在呼召時，總是很客氣地拒絕；但今次她竟主

動指著要剔「相信及接受主耶穌」一欄。那一刻Miss目瞪口呆，不及反應，還以為聽錯，但伯母確

實說是接受耶穌作救主。而志業的父母也首次來參加佈道會。出乎弟兄意料之外，在呼召時，他的

爸爸「竟」毫不含糊，清楚地決志信主。感謝天父，這真是神的工作，祂的道路高過人的道路。

	 肢體的分享讓我們更確信，呼召的是上帝，我們只需毫不猶疑把人帶到祂跟前。

	 主日查經小組是屯福堂的新嘗試；也是組長郭禮強弟兄（Edmond）和副組長陳美春姊妹

（May）的首次拍檔；更是一班未有參加屯福小組的弟兄姊妹之新體驗。

	 Edmond和May是「門訓」同學，當初願意突破困難，接受李牧師邀請帶領主日查經小組，也是

因為「門訓」，Edmond表示：「神說明了所有信徒都要『使人作門徒』，我就要去做，不可以坐

著，等傳道同工去做。」主日查經小組以「屯福小組」的模式查考約拿書，鼓勵組員在組內分享

時，將分享聚焦在神身上，而非茶餘飯後的生活分享，為加入「屯福小組」作準備。

	 主日查經小組在2021年12月19日開始了首堂後，因疫情暫休了三個多月，在3月20日以網上形

式重啟，當組員們網上再聚時，「隔著個Mon」也擋不住主內的聯繫。Edmond先與大家重溫約拿書

的導讀，大家熱烈回應和搶答，令導讀環節也變得熾熱，Edmond感到很欣慰，「很開心見到他們這

麼踴躍！這次我們以一個新角度讀約拿書，希望可以幫助弟兄姊妹反省自己的生命。」在分組分享

時，組員們毫不保留地真摰分享自己在主裡的掙扎，May感謝神的帶領，「其實他們不熟絡的，有

些甚至只見過一次，但大家今天已經可以這樣真摯地分享，只有主在我們中間，才可以發生。」

	 Edmond期望組員能夠在未來12課查經中得到牧養，也盼望他們走過這半年旅程後，能夠加入 

「屯福小組」，繼續操練靈命，讓生命紮根。

聖誕佈道會          

主日查經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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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屯福堂有機會參與恩福堂與嶺南大學合辦的「悅語小組」2021事工，舉行廣東話班和

信仰專題講座，並透過導師的見證，讓嶺大的內地學生認識上帝。

	 參與這事工的何逸梅姐妹（Manna）表示多年來苦無機會接觸這批學生，而這次的服侍終讓

她可以進入工場。但原來要播福音種子並不容易，因為參加的內地生來港只有一年，多未有接觸

教會及福音，覺得神與自己無關。Manna與她們雖有相近的成長背景，但面對這群高學歷的內地大

學生，難免緊張。但Manna向主禱告，祈求信心帶領。漸漸地，由小組的五分鐘經文分享，到課堂

外一起行山、參觀、分享食物等，Manna引領她們欣賞神的創造、為她們謝飯禱告、以愛心分享物

資，甚至向她們傳講福音，帶領她們返教會。

	 願她們被聖靈感動，願意更深地認識神的真理！

嶺南悅語小組

聖經學院講座

本年度其他事工

	 聖經學院舉辦，青年團協辦的聖經講座於2022年3月12日下午，透過網上平台圓滿舉行。講員

吳慧儀博士以「察看時代，作好門徒」為題，帶領弟兄姊妹研讀啟示錄，超過68位弟兄姊妹出席，

同心專心學習神的話語。

	 啟示錄艱澀難明，充滿異象令信徒望而生畏，或認為這只是一卷預言書，對在世作主門徒的提

省不及福音書或保羅書信；但正如舊約先知書一樣，啟示錄除了有預言外，也有勸勉和責備。在數

小時的講座中，吳博士提綱挈領地講述啟示錄的背景、大綱及釋經外，更引領參與者反思如何透過

經文，實踐作好門徒。

	 吳博士以啟示錄勉勵弟兄姊妹，門徒不單不能倖免於這個時代的苦難，還要因主受逼迫，可謂

「苦上加苦」，但啟示錄也給我們確切盼望――基督終必得勝。願主保守屯福弟兄姊妹在苦難時代

中，能夠持守真理，與基督同工，使更多人作主的門徒，與基督一同得勝。

	 聖經學院的課程因疫情已停辦兩年多了，啟示錄雖然艱深，但六十多位弟兄姊妹仍願意出席達

五小時的網上講座。聖經學院院長陳家揚弟兄因見屯福肢體對聖經的渴慕，而深受感動，並禱告上

帝：「願上帝的靈激勵我們作好門徒，見證上帝。」。



	 過去10年間，我們由起初負債$1,790萬，到提早清還所有免息貸款，令負債在

年內減至$401萬。作為司庫，回望擴堂的過程，我感受至深；感謝神帶領，我現在

知道：沒有神的帶領，就算有更好的計劃，更周詳的預備，都是枉然！

	 擴堂源自我們看到未信者的需要，神奇妙地讓我們在過程中檢視自己內在心靈枯

乾；帶領教會透過「銳意門訓」鼓勵和幫助弟兄姊妹將生命更深紮根在神裡面，感謝

主帶領我們走過這趟奇妙旅程！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兩年多，香港經濟陷入低谷，但神對屯福堂的供應卻是足夠，

讓我們能順利推動各項事工，服侍更多人，全是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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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022年度財務概覽

年內將清還所有免息貸款，即已償還77%之貸款，只餘下銀行按揭貸

款約$401萬

擴堂感恩回顧

因堂址不敷應用，並需更多空間接待街坊親友，故決定展開「生命單

張大行動」擴堂計劃
2012

2013 新堂啟用，擴堂主要支出如樓價、稅項、律師費及裝修費用合共

$1,790萬，但當時儲備只有$100萬

2014 為實踐擴堂使命，屯福堂眾肢體以「生命單張快樂頌」作出呈獻行動

2014 

2019

連續6年進行「飛躍信心路，向前再跨步」認獻計劃，以償還擴堂開

支為目標，皆能達標。在神的帶領下，總會、友堂和屯福弟兄姊妹，

奉獻總額超過450萬

2022

在神凡事都能

港幣 $

收入

支出

樓宇按揭利息

盈餘

2,640,248

(1,583,231)

(116,451)

940,566

 2021-22 經常費收支 

港幣 $

收入

按揭還款（不包利息）

償還免息貸款

不敷

500,000

(462,609)

(550,000)

(512,609)

2021-22 購堂發展基金收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