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道會屯門堂 

2021(青成)信徒裝備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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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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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新一期聯堂洗禮定於 2021 年 3 月

28 日（主日）下午 3 時舉行，因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響，洗禮可能全以灑水禮形

式進行。另，新一期轉會也同期辦理。

詳情請留意本堂程序表報告。 

編號：T-101-19-1-1 

12/9、19/9、03/10 (共 3 堂) 

週六上午 10:00-12:15 

對象：參與本堂信徒 

課堂形式：視像進行 

 

編號：T-201-19-1 

科目：【門訓 201】委身成長                  老師：甘晨智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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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9/2、26/2，5/3、12/3、

19/3、26/3 共 7 堂 (視像) 

星期五晚上 8:00 

對象：已完成門訓 101 課程會友 

編號：T-301-19-1 

科目：【門訓 301】委身事奉         老師：游淑儀牧師  陳潔瑩姑娘 

目的：使你發現自己的特質（SHAPE）、

使你找到合適的事奉位置，在神的家中

服事，藉有意義的事奉，活出神的旨

意。 

24/1-14/2/2021 共 4 堂 (視像) 

主日下午 1:30-3:30 

對象：供已完成門徒訓練 101 及

201 課程肢體參加。 

*備註：需要購買“尋找獨一無二

的你”研習本。(接待處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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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T-302-19-1 

科目：【門訓 302】規劃人生                        老師：游淑儀牧師 

目的：幫助信徒按其特質，落實規劃人生。 7，14 及 28/3/2021 共 3

堂 (視像) 

主日 1:30-3:30 

對象：完成【門訓 301】

「獨一無二的你」研習第

一部份的會友。 

*請帶「獨一無二的你」研

習本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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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聖經課程  學分：3 學分/課程 

編號：MB-045-19-1 

【羅馬書】                                   老師：周創權牧師 

目的：羅馬書是基督跟隨者的自由宣言，人憑著相信

耶穌基督捨身代贖的恩典，得以脫離神的忿怒，從死

亡的恐懼中得釋放，並能自由地獻上自己，為要服侍

神、建立自己和建立他人。 

21/2-4/4（共 6 堂） 

主日下午 2：00 至 4：

00 

28/3 暫停  

 

面授／網上授課（視乎

疫情發展） 

編號：MB-059-19-1 

【雅各書】                                   老師：黃杰輝老師 

馬丁路德稱加拉太書為他的愛妻，卻將雅各書稱

之為是一肚草的草包，認為其內容沒有甚麼價值。有

學者以為雅各、保羅是針鋒相對，不過近代學者更多

認為兩者是互補，使救恩的信息變得更全備，使「因

信稱義」的「信」不致成為空洞的感受。也有學者

說，若有人將雅各書寄給在極權統治下的基督徒，可

能會被當地政府特工以顛覆為由沒收。不單是極權地

區，在某些教會群體之中，這也是一卷「消失了的書

卷」。 

 
 本課程會以雅各書五章經文的三大主題為綱，探

討信徒活出「因信稱義」的真實生命要注視的地方。 

23/2-30/3（共 6 堂）星

期二晚上 8：00 至 10：

00 
 

面授／網上授課（視乎

疫情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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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MD-001-19-1 

【基督教倫理學】                             老師：黃杰輝老師 

本課程內容包括簡介現世主流倫理學及基督教倫理

學，並在這些倫理學的基礎上討論倫理議題。本課程

旨在幫助信徒作出更深度倫理思考，並幫助信徒與他

人進行倫理交流。 

 

 

2 月 23 日至 3 月 30 日

（星期二，共 6 堂） 

時間：晚上 8 時至 10 時 

 

網上實時，參與者需於後

半部課程參與討論 

編號：MD-016-19-1 

【中國教會歷史六講】                         老師：蔡明輝老師 

主耶穌在升天前曾對眾使徒說：「但聖靈降臨在你

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

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

證。」（徒 1:8） 

 

從二千年西方教會歷史，我們主要認識到教會如

何由耶路撒冷開始，延至整個歐洲、美洲新大

陸。對華人信徒來說，這顯然並非一幅完整的圖

畫。 

教會在二千年間，福音曾經四度來華，前三次都

可謂功敗垂成，第四次由第一位新教宣教士（馬

禮遜）來華開始，已超過二百年，但亦未竟全

功。 

本科先簡述晚清以前的三次基督教來華宣教歷

史，然後嘗試較詳細討論中國教會近二百年的發

展。中間會分析西方宣教士的福音策略；晚清、

民國與中共政府對教會的回應；以及中國信徒、

牧者、神學家在教會本色化和福音傳播工作方面

所面對的挑戰與回應。 

21/2-28/3（共 6 堂）主日

下午 2：00 至 4：00 

 

面授／網上授課（視乎疫

情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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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生命成長 

編號：A-1210 

【意識省察祈禱的學習】                    老師：甄麗芳姑娘 (退休傳道) 

生活在忙碌中，每天趕忙地工作，難尋片刻安靜的空

間，漸漸覺得生活迷失焦點，產生焦慮和不安，總是

較難安靜下來，忙碌中很少花時間與神連結。現在疫

情之下，可以有點空間、時間，安靜下來，但有時又

不知如何跟神好好交談。若每天能在神面前省察自

己，操幫助了解意識省察祈禱及操練的重要理念，能

掌握祈禱的要點並學習安靜，更新自己與神的關係，

覺察上主同行的引導。 

 

24/1、7/2、28/2、7/3、

14/3、21/3 

共 6 堂 主日下午 

2:15-3:30 
 

名額: 10 至 12 人 

 
面授或視像，需視疫情

發展而定 

 

編號：A1202 

【初信成長八課_栽培員訓練班】  老師：鄭鎮鴻傳道 （初八栽培教師） 

透過「初八」栽培課程幫助初信者建立信仰根基。 

課程要求：必須完成四堂課程，並實習栽培一位初信

者，經檢証合格後，可成為合格「初八」栽培員。 

 
對象：穩定出席本堂崇拜及小組的會友 

 

24/1，7/2、28/2，7/3、

14/3 共 5 堂主日下午 

2:00–4:00 

 
面授／網上授課（視乎

疫情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