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道會屯門堂 

2019 冬季(青成)信徒裝備月課程



信徒裝備系統課程簡介 

 

歡迎大家報名參加教會的信徒裝備系統課程﹗ 

 
屯門堂以 4 個重點，集中培育信徒，成為主成熟的門徒。目的是裝備聖徒，

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就是教會這群體。 

  
這四個重點是： 

1. 門徒訓練課程(T) 

培育信徒成為門徒，委身於教會，承擔事奉及實踐使命(弗 4：11-13) 

2. 聖經課程(M) 

   培育信徒愛慕神的話語，於至聖的真道上受造就(猶 20) 

3. 生命成長系列(A) 

引導信徒藉進深的的自我認識及靜修禱告，經歷聖靈在內心的轉化及

更新。(彼後 1：3-8) 

4. 事奉技巧訓練(C) 

教導信徒實際的事奉技巧，於教會不同崗位上服事人。(弗 4：16) 

 
門徒訓練課程(T)每半年舉辦一次。由 101 至 401 四個課程，幫助會友更

清楚屯門堂的信仰及使命、建立良好的屬靈習慣、發掘恩賜及實踐傳福音使命。 

 
聖經課程(M)於一年中至少舉辦 3 季，由教牧同工及合資格的聖經教師負

責教導。課程分「核心科」與「選修科」，每科只收$10 的筆記費。大家可以

修讀學分或以旁聽生方式上課。修畢 10 個學分的可獲證書，完成 20 個學分

的可獲文憑。教會的目標是希望所有參與事奉的領袖，於 2015 年底，都能獲

得聖經課程文憑。 

 

生命成長系列(A)及事奉技巧訓練(C)，則按各部及各組的需要而每年舉辦

至少一次課程。 

 
讓我們一同努力學習，好好裝備自己，為主所使用。建立教會，服事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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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門訓課程 

編號：T-101-19-1 

科目：【門訓 101】委身教會         老師：游淑儀牧師 

認識委身給基督及教會的意義和重要。 

對本堂的歷史、使命和特色作全面介紹。 

申請洗禮及轉會者必須完成的課程。 

歡迎所有未上此課程的會眾參加！ 

 

兩個時段，可任擇其一，或交替上課完成

三次課堂。 

編號：T-101-19-1-1 

21/9、28/9、12/10 (共 3 堂) 

週六上午 10:00-12:15 

對象：參與本堂信徒 

編號：T-101-19-1-2 

25/9-9/10 (共 3 堂) 

週三晚上 7:30-9:45  

對象：參與本堂信徒 

 

編號：T-101-19-1-3 

科目：【長者門訓 101】委身教會            老師：鄭鎮鴻傳道 

認識委身給基督及教會的意義和重要。 

對本堂的歷史、使命和特色作全面介紹。 

申請洗禮及轉會者必須完成的課程。 

19/9-17/10 (四) 

週四上午 10:00-11:30 (共 5 堂) 

對象：60 歲或以上參與本堂信徒 

 

編號：T-201-19-1 

科目：【門訓 201】委身成長                  老師：陳美芳傳道 

培養四個屬靈生活好習慣：讀經、祈禱、

奉獻與團契生活，學習做主的門徒。 

18/10（五）、20/10（日）、 

25/10（五）、8/11（五） 

10/11（日）共五課 

對象：已完成門訓 101 課程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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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T-301-19-1 

科目：【門訓 301】 委身事奉                         老師：游淑儀牧師 

使你發現自己的特質（SHAPE）、使你找

到適合的事奉位置，在神的家中服事、藉

有意義的事奉，活出神的旨意。 

14/9-5/10 (共 4 堂) 

週六晚上 8:00-10:00 

對象：完成門訓 101 的會友 

（新修訂）未上【門訓 201】，可

先上【門訓 301】 

備註：需要購買“尋找獨一無二的

你”研習本。（在首次課堂上購買） 

 

編號：T-402-19-1 

【門訓 402：領袖生命門訓 LLT】（第 1 屆）    老師：游淑儀牧師 

此乃承接門訓 401的新門訓課程。 

為面對時代的衝擊挑戰，培養成熟的領袖

生命素質。  

 

課程重點及形式：聖經及「領袖成長理論」

(LEP)學習、小組分享、退修、多元的學

習和體驗。 

為期一年，每月約一次聚會 

（2 至 2.5 小時） 

首次聚會：29/9（日）下午 3:00-5:00 

對象：完成【門訓 401】、在本堂連

續多年並長遠願擔任領袖的事奉、

願委身一年參與此課程、經導師接

納。 

人數：上限 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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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聖經課程(基礎)  學分：3 學分/課程 

編號：MA-008-19-1 

【教會歷史八講】                       老師：蔡明輝弟兄 

基督教教會已有二千年的歷史，期間信仰群體面對

來自社會、政治、文化、科學，以至哲學思潮的衝

擊可謂從未間斷！但在這壓逼之中，教會不單未有

被打倒，反在褪變中成長，讓信仰的內涵更為鞏固，

信主人數大大加增。重溫這段歷史，不但可以了解

基督教教義、教會體制、信仰的實踐如何發展到今

天的地步，還可以認識歷史中那些如同雲彩圍著我

們的見證人，在他們的生命上得造就；更重要的，

是了解在這二千年間，上帝怎樣一直施恩、保守和

帶領教會。 

 
課程會以不同時期之中教會的人物和故事為主要脈

絡，並介紹一些重要教義的發展和分歧，以及不同

教派出現的時代背景，一同認識教會歷史，追本塑

源！ 

 

1/9-20/10 (共 8 堂) 

主日下午 2:00-4:00 

對象：青成年信徒 

筆記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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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聖經課程(選修)  學分：2 學分/課程 

編號：MD-013-19-1 

【哥林多前書研讀】                                    老師：甘晨智牧師 

牧區查經以信息作主導；一般裝備課程為書卷慨覧性

質。你覺得這樣去明白上主的說話足夠嗎？細緻去了解

經文內容，從而總結出應用信息，是怎樣的一樣經驗？ 

 
這課程目讓學員透過參考不同的釋經書，細緻地去研讀

哥林多前書，從而學習到研經的技巧，體會研讀上主說

話的滿足。 

 
學員需負責一章或以上的經文研讀，在課堂上帶領分

享。 

 

1/9-29/9 (共 5 堂) 

主日下午 2:00-4:00 

對象：青成年信徒 

學生人數：5-8 位 

學員需至小擁有一本哥

林多釋經書。教會可代訂

購明道研經叢書：哥林多

前書。 

筆記費：$10 

編號：MD-029-19-1 

【有無想過？你到底信了甚麼？】 老師：甘晨智牧師、關仲賢弟兄和吳阿環姊妹 

信仰基礎課程簡介 

* 論上主--何謂上主？上主是哪位？ 

* 人與罪--我們生來有罪，就因為祖先吃了一個蘋

 果？ 

* 救贖論--一人受死，何以眾罪得赦？ 

* 降聖靈--有了衪，信徒從此變得不一樣？ 

* 教會說--這裡就是天國？ 

* 末世論--當太陽能源耗光，我們就從此消失？ 

 
淺談教義與神學 

* 基礎教義--哪裡看出我是一個基督徒？ 

* 信仰與神學--來把紛亂的書房整理得井井有條 

* 信仰與生活--為甚麼有些基督徒比惡棍更討厭？ 

* 聖經角色--有了聖經，讓信仰不再天馬行空。 

* 聖經權威--地上憲法有法官解釋；天國神諭是否由

 教會解釋？ 

* 信仰與處境-如何在地上做好一個基督徒？ 

1/9-29/9 (共 5 堂) 

主日上午 11:30-1:00 

對象：青成年信徒 
 

參考書目 

 
米爾思[B. Milne]。第二版《認

識基督教教義》(Know the 

Truth)，蔡張敬玲譯。台北：

校園，2001。 

 
威爾遜[J. Wilson]。《基督教

教義淺析》(A Primer for 

Christian Doctrine)，李金好

譯。香港：基道，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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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聖經課程(選修)  學分：2 學分/課程 

編號：MD-008-19-1 

【生態與信仰——從生態學與神學的互動看綠色教會】    老師：黃杰輝弟兄 

「上帝看一切所造的，看哪，都非常好。」（《創世記》

1:31，和修本）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那位坐在寶座上的說：

『看哪，我把一切都更新了！』」（《啟示錄》21:1, 5） 

現代不少神學學者認為創造與終末連成一線，終末就是

創造的更新，「一切所造的」再次成為「非常好」。 

我們現在處於始初創造與與終末的不朽更新之間，在創

造被破壞後與上帝同工，延續創造。本課程會略述基督

教的生態神學，由此探討信徒在延續創造上的角色。 

此外，生態學是以上帝的創造為研究對象。生態學的研

究所得，對生態神學，或甚至是上帝的創造目的，有甚

麼啟發。這也是本課程嘗試探討的課題。 

生態等於環保？環保等於「綠色」？ 

本課程的總體目標，是為建立「綠色教會」提供可作思

考的基督教信仰與生態學資源，讓大家一起將教會延伸

進田野。 

 

14/9-21/9 (共 3 堂) 

週六晚上 7:30-9:30 

對象：青成年信徒 

筆記費：$10 

 

編號：MD-025-19-1 

【回歸香港教會】                            老師：蔡杰輝弟兄 

今天應該很高興——去？留？流？ 

社會燥動，危機四伏，看不見光明前路。有些人有能力

選擇去留，那是去？還是留？有些人不能走，有些人不

願走，又怎麼留？去去留留，都可能是流散之民

（diaspora）。 

以上情況可用來描述今天香港及香港教會的境況，也同

時適用於回歸期（1980-1997）的境況。當年香港基督

教信徒的去、留、流，換成今天怎樣的香港教會與海外

香港移民教會？「香港人教會」的三十年變幻，能給今

天香港基督教信徒甚麼思考，怎樣去？留？流？ 

 

1/9-8/9(共 2 堂) 

主日下午 1:30-3:30 

對象：青成年信徒 

筆記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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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聖經課程(選修)  學分：2 學分/課程 

編號：MD-029-19-1 

【讀經態度與釋經基礎技巧】                    老師：黃杰輝弟兄 

本課程旨在幫助信徒掌握閱讀聖經的

適當態度，準確掌握聖經在信仰上的

意義，並認識一些釋經技巧，以助日

常閱讀及進一步查考經文，並聖經中

的領受應用於現實人生。 

內容： 

閱讀聖經的應有態度；聖經之內及教

會歷史普遍使用的釋經技巧（如喻

意、靈意、字義、預表、經法等）；近

代釋經技巧（如文類、文學、歷史、

處境等）。 

 

22/10-26/11 (共 6 堂) 

週二晚上 8:00-10:00 

對象：青成年信徒 

筆記費：$10 

 

 
A.生命成長系列 

編號：A-1210 

【與心靈受困的人同行】                    老師：黃錦權弟兄 

內容概要及目標: 

1. 心靈受困的人也可以成為同行者為理念 

目標 

2. 成長覺醒是療癒的起點 

3. 同行的藝術-聆聽與回應的要點 

4. 與情緒困擾的人同行 

5. 與受苦的人同行 

6. 認識或了解幾類普遍的情緒困擾問題 

 

22/9-3/11（主日、共5堂） 

（27/10停課） 

主日下午 2:00-3:45 

對象: 任何有興趣的成年人士 

形式: 工作坊 (教授、互動討

論、練習、分享、及答問。) 

費用：$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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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A-1211  

【爸爸學校】                               主辦：香港爸爸學校 

爸爸學校的目的： 

追求合乎聖經的爸爸形象 

恢復已失去的爸爸權威  

導正誤用的爸爸權威 

使爸爸回到爸爸缺席的家庭 

 

爸爸學校的課程內容： 

爸爸的影響力 

爸爸的男性角色 

爸爸的使命 

爸爸的靈命與家庭 

 

22/9-6/10 (共 3 堂)   

主日下午 2:00 

費用: HK$800 

早鳥優惠: HK$700 

(2019年8月22日或之前報名及交費)

對象：任何年齡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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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事奉技巧訓練 

編號：C-1301-1  

【三福佈道】第一階段訓練          老師：陳美芳傳道、陳偉奇弟兄 

願意接受裝備，並與人分享主耶穌的救

恩，成為得人的漁夫的弟兄姊妹。 

課程要求：課堂必須有 80%的出席率，並

要完成 2 次考試及參與 10 次佈道體驗。並

於 7/9(六) 11-12:30 時參加簡介會，以取教

材，作備課之用。 

 
 
 
 
 

21/9~14/12 (共 13 課)  

週六上午 10:00-下午 1:30(課堂

及實習) 

截止報名：1/9（日） 

對象：本堂會友，經區牧推薦，

願意委身與人分享福音，接受裝

備 

收費：$100(包括 2 本書籍及其他

教材) 

名額：4-5 位 

編號：C-1301-2  

【三福佈道】第二階段訓練          老師：鄧新有傳道、招嘉華姊妹 

凡已完成【三福佈道】第一階段訓練，並願

意接受進深裝備訓練，並與人分享主耶穌的

救恩，成為得人的漁夫的弟兄姊妹。 

課程要求：課堂必須有 80%的出席率，並

要完成 2 次考試及參與 10 次佈道體驗。並

於 7/9(六) 11-12:30 時參加簡介會，以取教

材，作備課之用。 

 

21/9~14/12 (共 13 課)  

週六上午10:00-下午1:30(課堂及

實習) 

截止報名：1/9（日） 

對象：本堂會友，經區牧推薦，

願意委身與人分享福音，接受裝

備 

收費：$100(包括 2 本書籍及其他

教材) 

名額：4-6 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