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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或
作全）家、都是從他得名」( 弗 3:14-15 )

感謝主，重建北衞「家」有「上帝的家」支持。

這個上帝的家，首先得到整個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總議會及廿多所堂會及單位的支持。

接著，我們北角衞理堂「三結合的牧區」-「堂會、
教育及社區服務」，這個以眾多家庭作單位的「龐
大禾場」，正是我們重建計劃的重要異象。

而我們北角衞理堂的一家人，正要傳承前人創立
北衞的初心，無論在「得時不得時」都會全人同
心重建我們的「家」。

重建即將進入興建上蓋的工程，祈求上主引領我
們一家人，繼續重建北衞「家」。

傳承、全人傳承、全人
同心重建北「家」同心重建北「家」

我們是上帝家裏的人  /  林崇智牧師

「重建」、「重思」、「重整」 /  黎阮鳳儀校長

工程進度 / 何漢賢義務教士

見證主愛，以愛傳承 / 司徒慧敏園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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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書描寫教會的本質，其中最重要的一

段是：「你們不再是外人或客旅，是與聖徒同國，

是上帝家裏的人了」（弗 2:19）。為何提醒我們

「是上帝家裏的人」是這麼重要？因為使徒保羅

告訴我們一個現實，基督徒是生活在一個罪惡帶

來對立不和、紛爭分裂、互不信任、彼此傷害、

一個家不成家的世界，我們無時無刻都置身於

「內戰」、「內耗」。罪惡與上帝對抗最頑強的

招數就是破壞關係，而基督的福音正是針對罪惡

挑動的四分五裂關係，帶來和諧與合一。

	 對問題作出改善改正，基督的方法不是要我

們成為一個完美的人，不是要我們有一致的觀點

和想法，不是要我們否認或逃避不去面對分裂紛

爭的問題和原因。基督的方法是針對人性和生

命問題，祂改變我們成為新造的人，有上帝的

愛在我們裏面，叫我們不再生活在「舊人」的血

氣之下，憑血氣行事。保羅告訴我們，基督的十

字架成為基督徒合一和諧的基礎，因為我們本來

彼此間是無關係的，因着基督十字架上的犧牲帶

來的生命恩典，使我們彼此無關的人竟成為一家

人——「上帝家裏的人」。我們在永恆裏彼此

連結在一起，分享同一信仰、得着同一生命、領

受同一使命，基督成了我們與任何弟兄姊妹建立

關係的中保（膠水）。因着基督，我們成為上帝

家裏的人，而只有我們活出一家人那份應有的包

容、團結、同心，我們才能如基督所說：「我所

做的工作，信我的人也要做，並且要做得比這些

更大。」（約 14:12）	

	 上帝家裏的人也如人世間的一家人一樣，需

要經常的溝通、分享、互相信任、彼此相愛、學

習放下自我，盡力與自己不同的人同心同行，在

愛中成長。這一切都絕不容易，當中要克服很多

自己人性的軟弱、不足和限制，在爭執、衝突和

不和後仍能彼此相愛、接納和信任。在世人看來

是不可能的，然而相信靠着基督恩典和禱告，我

們是能做得到的。

    我們是上帝家裏的人 會長
林崇智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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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建北衞的計劃，是需要牧區內不同單位同

心，方能為主成就美事，我們既知道而那惡者最

要攻擊的，就是這個要害，那我們屬靈的人就要

加倍小心警惕。還記得七十年前建造九龍堂的黎

伯廉牧師多年來幾經辛苦，終於建成宏偉的九龍

堂。他離港返英前，對年輕接棒者黃作牧師說：

「磚瓦木石的禮拜堂我建好了；建立教會，一個

信徒屬靈的家，我就交託給你了。」磚瓦木石的

工程，無論多難多久，都有完成的一天，但屬靈

的殿，一個彼此相愛、互相造就建立，帶着使命

服事鄰舍和上帝的教會，卻需加倍的禱告和心力

才能漸漸建成。各位同工同道，建殿仍未成功，

我們仍需要努力。加油！

 

（一）太平洋建築有限公司透過顧問工程師，就
著地段Ｘ（下臺）向屋宇署遞交地基工程之開工
申請，於二０二一年二月十八日獲批准，有關工
程經已開展。

（二）地段Ｙ（上臺）方面，屋宇署於二０二一
年一月六日批准了地盤平整工程的修改圖則，但
是二０二一年二月二日呈交之平整工程完工申
請，拖延至三月廿九日才得到確認；相關之地基
開工申請隨後亦於四月九日獲批，建築公司可以
開始施工。

（三）由於近月屋宇署在審批各項圖則及申請均
出現延誤，及工程本身的工序較太平洋建築的初
期估算較為繁複，估計有關工程合約之完工期需
延後至二０二一年八月中。

   工程進度
北角理堂重建計劃工程委員會主席

何漢賢義務教士 

地基工程即將完成，將進入興建上蓋工程的階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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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長林崇智牧師在北角衞理堂重建計劃初

期，就在舊堂聚會時激勵我們，舊廈即將拆卸，

代表著我們很快就進入「曠野」時期。正如在

舊約摩西帶領以色列人成功離開埃及法老的壓

迫，進入曠野。經過四十年在曠野漂泊流離，

終於跨越約旦河進入流奶與蜜的迦南美地。

	 會長提醒我們進入沒有教堂大樓的日子，

好像進入「曠野」般的歷程。會長表示這歷程

需時「四十個月」，這是一個考驗信心的日子、

是一個鍛練堅毅的日子、也是一個建立同心合

一的日子。

	 在 2017 年初教堂辦公室正式遷出舊廈，搬

入商業樓宇辦公，並且主日崇拜及活動陸續轉

到旁邊的炮台山循道衞理中學進行。2017 年底

完成了拆卸舊廈後，翌年就開始了地基平整工

程。

	 由 2018 年至今約三年半多的日子，已經超

過了四十個月，其中經歷了反修例運動的社會

衝擊、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世界衝擊，和加上

不少技術性的問題處理，使整個工程比較原先

計劃延誤了超過一年多的時間。這實在對我們

信心和耐性的甚大考驗。

	 感謝主，在近日一次重建計劃統籌委員會

會議席上，工程委員會主席何漢賢弟兄報告時，

表示地基平整工程已經「進入直路」，地基平

整工程完結是指日可待。從積極正面的角度來

說，工程進度延長，却增加我們籌款工作的時

間。

	 擺在我們面前的挑戰，就是即將進入上蓋

建築工程。我們會繼續經歷那「萬事都互相效

力」的屬靈功課和體驗。上帝必會沛降厚恩承

托整個重建計劃，叫參與其中的必得幫助。

堂主任
簡祺標牧師     進入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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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衞重建的上蓋工程快將開始，意味著之

前很多的不穩定因素已消除，新聖殿能於兩年

多後重建完成。

	 在今年初的堂區代表就職禮時，我向大家

呼籲要好好把握未來兩、三年的時間，規劃好

重回聖殿的計劃，不要浪費了上帝額外給予我

們作好準備的時間。

	 地基工程的延誤，給了北衞弟兄姊妹多一

點時間去奉獻，也多了一點時間去傳福音，帶

領更多未信的朋友回到教會。還記得在差不多

八、九年前 ( 當時也是堂區會主席 )，我在堂區

會中分享重建的需要和計劃，不同的部長和同

工們計劃了很多不同的事工，希望重建後的教

堂能給予我們空間去推動這些工作。

	 當時焦點是：好好把握上帝賜給北衞教育

工作上的禾場，以及開展地區關懷服事。

	 在牧區的三所學校，北衞可以接觸近

一千八百個家庭，而且每年有超過五百個新家

庭加入，這個禾場之大，傳福音機會之多，超

乎想像。然而，過去幾年中雖然有舉辦不同以

學校家長、學生為目標的活動，但似乎成效不

大。今年我再擔任堂區會主席，上任後便與各

部部長分別見面，再與所有部長們一同開會，

大家確立了在未來一、兩年以牧區學校老師、

家長、學生為主軸，各部緊密合作的方向，全

方位的關顧事工。各部部長都同意各盡其職，

在幾個主要事工上一同努力，善用及共享資

源，希望在進入新聖殿前能為北衞增加更多信

主新葡，以及慕道的朋友。

	 重建聖殿的初心是為主傳福音，我們不會、

更不能因為今天資源相對匱乏，便放慢腳步。

傳福音的機會錯過了便失去了，我們更應趕快

工作，好迎接很快便完成的新聖殿，一同在上

帝厚賜北衞的恩典中，一同敬拜上主、教養孩

童、服事社羣。

       趕快工作     堂區議會主席
曾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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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記得我們對於重建北角衞理堂幼稚園幼

兒園長康街校舍的心願，早於二十多年前已經

萌生，雖然從想法直到展開籌備重建遇到困難

重重，然而我們卻深信上帝總有祂的美意。祂

所喜見的並非一幢宏偉漂亮的建築物，而是我

們在當中的忠心事奉，實踐設立學校的召命－

讓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到祂這裡來，培育並享受

豐盛的生命。

	 正如我剛剛提到「北衞」的重建並非只是

建築物，學校是上帝的聖殿，因此，我們要：

• 重建 (Rebuild) 屬靈根基，配合堂會發展，

建構一個穩健的基礎，為廣大的福音禾場

準備沃土。

• 重思 (Review) 現在的工作，評估和檢討學

校的發展，哪些工作需要改善？哪些需要

改變？哪些是我們未有回應上帝的要求而

需要留意的？另一方面也要檢討現在面對

的挑戰和機遇。讓我們一同在教會的異象

和使命下，順服上帝的帶領。

• 以及祈求父神幫助我們認清祂的心意，重

整 (Reform) 我們的工作方向和計劃。求主

堅立我們的信心和屬靈的力量，忠於使命

為主打下美好的仗，就正如馬太福音廿八

19 節所給與的大使命：「你們要去，使萬

民作我的門徒」。

	 新「北衞」大樓大概在二零二三年順利落

成。將來的新校舍尤為重要，除了是學生成長

的園地，在當中他們學會學習、懂得生活外，

更是福音禾場的沃土，盼望孩子能在其中建立

愛神愛人的心。

 「重建」、「重思」、「重整」
北角理堂幼稚園 統籌校長 

黎阮鳳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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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角衞理堂位於長康街末端之高斜山坡上一幢獨立建

築物，六十年代開始就有教堂及幼稚園。七十年代籌劃擴

建一所教育大樓進一步發展幼兒教育事工，八十年代開辦

幼兒園並增設全日制教育服務。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

離。」（箴言 22：6）北角衞理堂幼稚園幼兒園秉承前輩

賢達以基督精神和愛心辦學，一直以來默默耕耘，培育幼

苗，熱心事主，弘揚真理，結下美好的果子，並奠立優質

的幼兒教育基礎。幼稚園幼兒園一直蒙主眷顧，在教會

鼎力支持下，竭力投入資源，拓展學校事工和傳揚福音，

以培育兒童品德、靈性的使命，發展全人教育，培育豐盛

生命為宗旨。

	 我們的學生在幼稚園幼兒園只是三到四年，我們把握

這三、四年跟每一位的孩子和他們的家庭分享福音、分

享主的愛，並在孩子和家長們的生命中播下福音的種子。

甚願主親自保守教會作工的果效，引領更多家庭前來領受

活水甘泉，叫人的靈得飽足、得滋潤。盼望有這麼一天：

許許多多的青年人、中年人、長者，到訪北角衞理堂並告

訴我們，說：「昔日在北角衞理堂幼稚園幼兒園時所領受

的福音種子，現在已開花、結果、結實百倍了！」讓我們

同心為這願景禱告！

北角理堂幼兒園 園長 
司徒慧敏

     見證主愛，以愛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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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以禱告及奉獻來支持重建 !

奉獻新渠道
滙豐銀行 (HSBC) 戶口 023-590326-838
戶口名稱： 北角衞理堂 
(North Point Methodist Church) 
------------------------------------------------

(Faster Payment System) | 轉數快 
電話號碼：9815 3651 
電郵：npmcfin@gmail.com
	（＃敬請清楚列明奉獻的項目名稱）

如使用轉數快奉獻，持有已登記使用個人網上理財港元戶口，即

可登記「轉數快」。只需將您的銀行戶口連結至您的手提電話號

碼、電郵地址或快速支付系統識別碼即可使用。

重建 - 由祈禱開始

『重建晨曦祈禱會』
時間：逢星期四早上 7:00

地點：北衞 Teen 地

     財務安排

■ 截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