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  承 。 全  人                                       同  心 。 重  建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北角衞理堂重建計劃北角衞理堂重建計劃

  
房間誌名計劃及房間誌名計劃及
水滴奉獻計劃水滴奉獻計劃  



各樓層認奉獻情況 
樓層 房間 面積 奉獻金額(HK$) 已認獻  樓層 房間 面積 奉獻金額(HK$) 已認獻 
LG 仁愛樓  5,000,000   

3/F 

樂器訓練室（310） 5 sq m 200,000 已認獻 

G/F 

喜樂樓  5,000,000 已認獻  樂器訓練室（311） 5 sq m 200,000 已認獻 

聖堂  N/A   儲藏室（312） 15 sq m 300,000 已認獻 

大堂 100 sq m 4,000,000   

4/F 

良善樓  4,000,000  

活動室 22.5 sq m 600,000 已認獻  史藏室/會議室（401） 59 sq m 1,800,000 已認獻 

儲藏室 11 sq m 250,000 已認獻  開放式設計園地  1,200,000 已認獻 

1/F 

和平樓  4,000,000   休閒園地 49 sq m 1,500,000  

校長室 7 sq m 1,000,000 已認獻  長者中心（402） 154 sq m 可冠名  

教員室 58 sq m 2,000,000   活動室（403） 38 sq m 1,100,000  

小組學習間 25 sq m 800,000   活動室（404） 15 sq m 450,000 已認獻 

課室 1 53 sq m 1,500,000   伺服器室（405） 8 sq m 200,000 已認獻 

課室 2 41 sq m 1,250,000   輔導室/祈禱室 1（406） 6 sq m 200,000 已認獻 

課室 3 41 sq m 1,250,000   輔導室/祈禱室 2（407） 6 sq m 200,000 已認獻 

育嬰室 8 sq m 250,000 已認獻  輔導室/祈禱室 3（408） 6 sq m 200,000 已認獻 

茶點房 23 sq m 600,000   輔導室/祈禱室 4（409） 6 sq m 200,000 已認獻 

課室 4 41 sq m 1,250,000   烹飪中心（410） 55 sq m 可冠名  

課室 5 42 sq m 1,250,000   烹飪中心儲藏室（411） 12 sq m 250,000 已認獻 

課室 6 47 sq m 1,500,000   茶水間（412） 17 sq m 450,000 已認獻 

課室 7 42 sq m 1,250,000   主任牧師辦公室（413） 20 sq m 1,200,000 已認獻 

音樂室 28 sq m 800,000   教會辦公室（414） 116 sq m 3,500,000  

遊樂場 146 sq m 3,500,000   

5/F 

信實樓  4,000,000  

2/F 

忍耐樓  4,000,000   圖書館（501） 72 sq m 2,000,000 已認獻 

教員室 45 sq m 1,500,000   開放式設計園地  1,200,000 已認獻 

醫療間 11 sq m 350,000 已認獻  婦女服務會室（502） 56 sq m 1,600,000 已認獻 

儲藏室 9 sq m 200,000 已認獻  男同道團室（503） 38 sq m 1,100,000 已認獻 

小組學習間 25 sq m 800,000   Band 房（504） 28 sq m 800,000 已認獻 

課室 1 53 sq m 1,500,000   活動室（505） 26 sq m 700,000 已認獻 

課室 2 41 sq m 1,250,000   北衞 Teen 地（506） 105 sq m 可冠名  

課室 3 41 sq m 1,250,000   成年小組室（507） 35 sq m 1,000,000 已認獻 

茶點房 31 sq m 1,000,000   青少年部室（508） 35 sq m 1,000,000 已認獻 

課室 4 41 sq m 1,250,000   兒童敬拜中心（509） 120 sq m 3,500,000  

課室 5 42 sq m 1,250,000   儲藏室（510） 20 sq m 400,000 已認獻 

課室 6 51 sq m 1,500,000   

6/F 

溫柔樓  4,000,000  

課室 7 41 sq m 1,250,000   活動室（601） 72 sq m 2,000,000  

課室 8 42 sq m 1,250,000   花園 55 sq m 1,600,000 已認獻 

遊樂場 125 sq m 3,000,000  

 

小聖堂 192 sq m 7,000,000 已認獻 

3/F 

恩慈樓  4,000,000  視聽控制室  200,000 已認獻 
聖樂中心（301） 72 sq m 2,000,000 已認獻 新娘房  200,000 已認獻 
兒童合唱團接待處  500,000 已認獻 副堂  3,000,000  

活動室（302） 45 sq m 1,250,000  同工宿舍 1 55.68 sq m 1,600,000  

活動室（303） 58 sq m 1,700,000  同工宿舍 2 60.57 sq m 1,600,000  

主日學室（304） 51 sq m 1,500,000 已認獻 主任牧師宿舍 68.92 sq m 2,000,000  

活動室（305） 56 sq m 1,600,000  

天台

花園 

節制樓  3,000,000 已認獻 

活動室（306） 49 sq m 1,500,000  天台花園  1,200,000 已認獻 

舞蹈室（307、308） 120 sq m 3,500,000 已認獻 靜園  1,600,000  

親子家庭中心（309） 89 sq m 可冠名      



各樓層平面圖 

 

 

 

 

 

 

 

 

 

 

 

 

 

 

  水滴奉獻計劃 
大水滴︓200mm 高   中水滴︓150mm 高   小水滴︓100mm 高 

 

 

 

8 個名字或 40 個中文字  5 個名字或 25 個中文字   1 個名字或 15 個中文字 

 

房間誌名計劃 
誌名牌匾面積︓橫排—約 1/6 面積為房間名字、2/3 面積為誌名內容、1/6 面積為誌名者芳名 

4,000,000 港元或許以上及節制樓︓297mm X 420mm (A3 size)︐內容可寫 100 字、誌名者 25 字 

2,000,000 港元或以上︓210mm X 297mm (A4 size)︐內容可寫 80 字、誌名者 20 字 

1,000,000 港元或以上︓176mm X 250mm (B5 size)︐內容可寫 60 字、誌名者 20 字 

1,000,000 港元以下︓148mm X 210mm (A5 size)︐內容可寫 40 字、誌名者 15 字 

 



回應表 Offering Pledge 

 

 

 

 

 

 

 

 

 

 

 

 

 

 

 

 

 

*  所有文字內容需經本會審核︐且本會有最終決定權。 

All wordings are subject to approval by the Church and the decision of the Church shall be final. 

 

交款日期或特別要求(如有) 

Date of sending in the offering or special arrangements (if any): 

 

奉獻者姓名 / 組合名稱 Name(s) of Donor (individual / group):  

 

所屬堂會 Local Church:  

地址 Address:  

電話 Phone:      電郵 E-mail: 

 

 

如有任何垂詢︐請與北角衞理堂聯絡  For any enquiries, please contact North Point Methodist Church. 

電話 Tel no: 2570 1098      傳真 Fax: 2570 1153    電郵 Email: lc.nwl@methodist.org.hk 

我/我們願意參加「水滴奉獻計劃」  

I/We would like to join the water drop Dedication Scheme: 

� 大水滴 Big Drop (HK$80,000)      _______   滴 Drop = HK$ __________________ 

� 中水滴 Small Drop (HK$40,000)  _______   滴 Drop = HK$ __________________ 

� 小水滴 Droplet (HK$10,000)       _______   滴 Drop = HK$ __________________ 

*刻字內容 Name(s) / Message to be etched:  

 

我/我們願意參加「房間及樓層誌名奉獻計劃」  

I / We would like to join the Room & Floor Dedication Scheme: 

樓層 Floor 房間名稱 Room 認獻金額 Amount 

   

*刻字內容 Name(s) / Message to be etch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