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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衞重建北衞重建
       進度點滴       進度點滴

 自 2015 年 8 月 30 日北角衞理堂就重建 /
擴建提案舉行教友大會，結果以超過出席之成
年會友八成以上投票贊成通過重建方案。繼而
在 10 月 3 日常務委員會會議正式接納通過北
角衞理堂重建提案。及後，北角衞理堂重建計
劃便正式展開。

 在 2017 年 1 月 1 日立約聖餐主日聯合崇
拜裏，進行一個崇拜地點遷移行動，在崇拜結
束前所有會眾由北角衞理堂側門步行至炮台山
循道衞理中學禮堂，象徵著正式遷出舊廈，正
式踏上拆卸重建之「四十個月的曠野路」。同
年 1 月教會辦公室亦遷入炮台山地鐵站側北
角城中心十六樓 1610 室繼續辦公。而 4 月舊
廈亦開始圍街板及逐步進行拆卸工程。2018
年 7 月地盤開始進入地基、挖掘及地盤平整
工程。期間，工程遭遇到多方面的種種困難，
使此階段完成的日期一再延誤，直至 2021 年
8 月中才能進入上蓋建築工程階段。 

             堂主任
  簡祺標牧師



北重建快訊 (Vol.11)

2

完成重建北衞聖殿完成重建北衞聖殿
指日可待指日可待

             堂區會主席    曾立基

 在2021年8月，重建工作進入了新的階段，
上蓋工程開始了，每天看到地盤裏建築物越來
越高，感到完成重建北衞聖殿已經是一個指日
可待的事情。

 回想大約十年前，北衞開始探討擴建及重
建聖堂的可能，不同會友有不同意見，有千方
百計阻撓的；有信心不足的；也有對上帝充滿
信心、認為祇要弟兄姊妹努力盡自己本份、一
切交託上帝便可以了。最後，重建方案也在大
部份會友支持下通過。

 原本計劃 40 個月完成的工程，因地基原因
延誤了不少，再加上這兩年的疫情，政府審批
也受影響。然而，延長了的時間正好讓我們有
更多時間籌募經費，地方使用及設計可以更詳
細討論，準備在新堂內推展的各種事工也有更
多時間籌劃，讓北衞的弟兄姊妹為新堂作更好
的準備。

 按計劃期望重建於 2023 年年底到 2024 年
初全面竣工，意味著北衞弟兄姊妹在這兩年要
更加努力。我們要努力在金錢上奉獻，以完成
籌款的目標；我們要時刻記掛重建工作，付上
禱告，重整我們的屬靈生命；我們要開展社區
關懷的事工，做好準備，操練心志；我們要與
牧區學校建立更緊密的關係，牧養下一代；我
們要積極廣傳福音，領人歸主，讓新聖殿坐滿
信眾，歡喜快樂的一同敬拜上帝。

 威安建築進場初期，就開始檢查地盤情況、
豎立塔式起重機、設立地盤辦事處、確定各項
分判、協調建築及機電圖則細節，並呈交各式
施工圖及物料予顧問審批，進度大致合乎時間
表之安排。

 近月內地政府加強落實「能耗雙控」政策，
多區廠房紛紛跟隨「限電」，難以生產足夠之
水泥及砂石等混凝土原材料，以致本地盤之混
凝土供應亦受影響；現正嘗試調動工序時間表
來配合供應情況，以免延誤工程進度。另一方
面，工程委員會正積極與建築師商討有關地方

的設計細則，如地下正門入口、升降機大堂、
聖堂大堂等，特別是聖堂與小聖堂的裝飾、音
響、燈光、空調、傢俬、台上佈置等，都是非
常重要的。按照計劃的進度，明年暑假便取得
入伙紙，並開展室內裝修工程。2024 年初就
能夠工程完竣。

 期盼大家繼續用信心邁進，用禱告承托，
用奉獻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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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重建中，深刻感受到牧區的關係越來越密切：炮中供應了我們比以前更多的地方聚會，至於
更大型的聚會，衞小的新校舍讓我們可以容納更多人；不同的牧區籌款活動看到中、小、幼校長、
園長、老師、同學、家長、校友的踴躍參與，出錢出力，但願這些關係和美好回憶在新聖殿落成之
後能夠延續，大家在北衞這個大家庭中一同成長、一同敬拜上帝、一同服事友鄰。

 當我為重建工作擔心時，時常想起在北衞六十周年堂慶抄經活動中，我抽到抄寫的那一章經文：
出埃及記三十六章。這章聖經一直給了我在參與重建工作中很多的鼓勵和提醒，如果以以色列民當
年的景況也能為上帝造會幕，我們今天還要擔心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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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之籌款嘉年華邀得新任會長林津牧師
一家（包括會長伉儷及愛犬 Mike）駕車到訪 25
所堂會，送上祝福，並餽贈炮台山循道衞理中
學師生烘焙曲奇餅。
 籌款目標：全程約二百公里，以每半公里為
一個「祝福」單位，每個祝福單位之贊助費為
$500，即全程之贊助費為 $200,000，感謝弟兄
姊妹踴躍贊助，已於 10 月 2 日及 10 月 10 日順
利完成是次祝福之旅，共籌得 $237,460。

北衞重建步行籌款嘉年華
 在 2021 年 10 月 17 日，總議會屬下北衞重建
籌款委員會於將軍澳循道衞理小學順利舉行 2021
年度北衞重建步行籌款嘉年華。因受疫情影響及為
免人群聚集，多項籌款節目均以錄影及在網上專頁
播放，是次籌款成績理想，截至 2022 年 01 月 31
日共籌得款項港幣 $927,837。

    會長祝福之旅  
$237,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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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衞重建步行籌款嘉年華
 牧師齊夾 Band—“Hexa”，以嶄新音樂組
合演出，憑歌寄意籌款。Hexa 是一個 prefix，意
思是六；亦代表著我們六位牧師的一個嶄新組合、
一個新的嘗試。願他們首次合作下的演出，能得

到大家喜歡，將榮耀歸於上帝。
演出者：
鴨脷洲堂 卓廸舜牧師      信望堂　李少媚牧師
主恩堂　 杜敏玲牧師      禧恩堂　趙秀娟牧師
觀塘堂　 李國強牧師      藍田堂　張苑心牧師

 

 參加者已於 2021 年 8 月 1 日（主日）至 10
月 3 日（主日）期間自選步行一小時或步行 3 公
里之路程並自行完成。
14 間堂會會友參加
1. 國際禮拜堂
2. 鴨脷洲堂
3. 北角堂
4. 北角衞理堂 
5. 救主堂
6. 筲箕灣堂
7. 沙田堂

8. 廣源堂
9. 九龍堂
10. 信望堂
11. 主恩堂
12. 將軍澳堂
13. 鯉魚門堂
14. 天水圍堂

   抗疫同行．渡逆有道

       自助步行    $342,542

   牧師齊夾 BAND 
$68,330

循道衞理中小幼校長合唱組 
$57,230

循道中學   黃佩儀校長  
藍田循道衞理小學 梁麗琪校長
華英中學   尹志華校長  
將軍澳循道衞理小學 林德育校長
葵涌循道中學  林美儀校長  
觀塘循道幼稚園  張碧燕校長
循道學校   林惠嫦校長  
主恩堂幼稚園幼兒園 張詠儀校長
亞斯理衞理小學  鄭家明校長  
將軍澳循道衞理幼稚園 簡美玲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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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賽隊伍以 3 人在將軍澳循道衞理
小學接力跑 3 層走廊及完成簡單任務，
最快之三組隊伍獲冠、亞及季軍獎項，
共有 13 間堂會、1 間本會幼稚園幼兒園
及 1 間中學（共 22 隊） 參加。

1. 北角堂
2. 北角衞理堂
3. 將軍澳堂 A、B 隊
4. 廣源堂
5. 觀塘堂
6. 九龍堂
7. 麗瑤堂
8. 神愛堂
9. 信望堂
10. 安素堂 A、B 隊
11. 主恩堂
12. 鯉魚門堂
13. 天水圍堂
14. 炮台山循道衞理中學
15 北角衞理堂幼稚園幼兒園 A - F 隊

隊際環庭接力跑計時賽
$196,840



 大會設有四個獎項，以鼓勵弟兄姊妹積極參與——
１．隊際環庭接力跑籌款額最高隊伍：北角衞理堂幼稚園幼兒園Ａ隊（$45,150）
２．隊際環庭接力跑時間最快隊伍：
        冠軍：信望堂（3 分 45 秒完成）、亞軍：天水圍堂（3 分 46 秒完成）、
        季軍：北角衞理堂幼稚園幼兒園 E 隊（3 分 50 秒完成）
３．個人自助步籌最高籌款額：北角衞理堂曾立基先生（$56,400）
４．步籌參加人數最多之堂會：北角衞理堂（67 位會友參加）

 在此再次感謝教牧同工、會友、學校及社會服務機構之鼎力支持，同心合一、積極參與
及踴躍贊助是次嘉年華；亦特別鳴謝將軍澳循道衞理小學提供場地、設施及協助直播，炮台
山循道衞理中學師生烘焙曲奇餅及派出攝影隊伍，鴻福堂贊助飲品等，願天父上帝親自報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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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禮拜堂菲律賓團契參與本年度北角衞
理堂重建步行籌款嘉年華，表演兩首傳統菲律
賓民謠曲目：《讓我們讚頌主耶穌及親愛的主
耶穌，請每天帶領我》、《手搖竹琴讚美主》。
表演項目介紹：手搖竹琴（Angklung 又稱昂
格隆）是印尼爪哇島西部的一種傳統竹筒樂
器，後傳至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地。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於 2010 年將其列為世界非物質文化
遺產。

國際禮拜堂菲律賓團契
「手搖竹琴讚美主」

$8,885
循道衞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SPECIAL POWER TEAM
「我們愛」
$16,550

 
 今年北角衞理堂重建計劃步行籌款嘉年華
之「天才表演」，邀得循道衞理觀塘服務處
Special Power Team 參與演出。他們是由一班
活潑可愛，充滿天賦，來自樂學評估及訓練中
心的小朋友，以及站在潮流尖端的青年音樂人
合作演出，透過聲音及動作展現上帝是愛的源
頭，完美演繹「我們愛」; 因為神先愛。



北重建快訊 (Vol.11)

8

北衞牧區嘉年華       
 蒙上帝保守，在堂會弟兄姊妹、牧區
內中小幼學校師生、家長踴躍參與及工作
人員的努力事奉下，北衞牧區嘉年華已於
2021 年 12 月 26 日 ( 主日 ) 假北角衞理小
學順利舉行，實在當為此獻上感恩。

 大會當日設有 20 個遊戲攤位、7 個義
賣攤位、7 個表演節目，均令各參加者樂在
其中，四處洋溢歡欣的氣氛，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共籌得款項港幣 $235,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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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英雄漫畫速寫 

 北角衞理小學邀請了星級動漫大師 Walter A 
McDaniel 先生來臨「北衞」牧區嘉年華。除了有
Walter 先生慈善籌款簽名會外，Walter 先生還即
場繪畫。

北衞 TEEN 地 DIY 皮革製品，簡直愛不惜手，
送禮自用皆宜。

炮台山循道衞理中學 - 學生 DIY 愛心曲奇
好好味，限量發售。

義賣 - 婦女服務會 DIY 精美環保購物袋
送禮自用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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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永權
 感謝主，北角衞理堂在上主的引領及保
守之下，於北角區見證上帝已六十多年，我
們學校牧區的數所學校多年來在區內可說能
夠做到榮神益人，為數以萬計的學生及家長
提供優質的基督教教育之外，還為他們播下
福音的種子，甚至有不少更直接透過學校牧
區的宣教事工，認識上帝洗禮加入教會，然
而以往我們較少參與服務社區的事工，隨著
我們的新建教會大樓即將落成，我們更需要
探討北衞未來社區服務的方向及對象，盼能
做到本宗之「宣教牧養、學校教育及社會服
務」三結合的願景與理想。

 因此，北衞曾於去年進行了一次「北衞
社會關懷服侍問卷調查」，希望了解本堂教
友對關懷社區的服務意向、對象、內容及個
人委身心志等意見，作為日後教會規劃社區
服務及宣教的主要參考指標。調查一共收到
140 位北衞教友的回應，以下為調查結果的
概況。

 調查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教會概
況，有超過九成的敎友都認同本宗的宣教及
服務結合使命，並堂會透過關懷及服務社
區，實踐聖經「愛鄰如己」的教導，亦有近
九成教友認同需要加強服侍北角社區的心志
委身，並有八成六的教友認同本堂應該在新
聖堂內提供地方作推行社會服務用途，也有
超過七成教友認同本堂應設專款發展社會服
務，整體而言，教友對教會末來發展社區服
務非常正面，意見亦頗為一致。

 

我們對關懷及服務社區的方向清晰
「北衞社會關懷服侍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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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關懷及服務社區的方向清晰
「北衞社會關懷服侍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至於調查的第二部分為服侍對象，有九
成教友都認為我們應該關注長者問題，及青
少年問題，中產雙職家庭問題則有六成半的
教友認為需要關注，而新移民、劏房及露宿
者問題便有大概四到不到五成的教友認為需
要關注，所以非常明顯，大部份教友都認為
我們未來服侍的對象首要是長者及青少年、
其次是雙職家庭。

 而調查的第三部分是將來應提供之服務
及活動方面，有超過九成教友都認為要向青
少年及家庭提供服務及活動，而長者則接近
九成，所以這部份的調查結果，跟我們的服
務對象頗為吻合，都是青少年、家庭及長者，
而新移民、劏房及露宿者則都是四至不到五
成教友認為我要向他們提供服務。

 最後一部分則是個人資料方面，回覆問
卷者當中有六成六是女士，年齡組別則有六
成是由 50 至 70 歲以上，教會跟香港一樣也
出現老齡化的情況，而有近九成是經常出席
教會聚會，有近七成教友有擔任事奉崗位，
並有六成表示會參與將來教會的宣教與服務
結合的事工。

 綜觀整個調查，結果相當清晰，無論服
務對象或提供之服務都是「長者、青少年及
家庭」，不過當中三方面的重點、優次、具
體內容、如何推行、教友對服務事奉的培訓
及如何配合將來新大樓地方使用等等，都仍
有待日後研究、探討並繼續諮詢各部組弟兄
姊妹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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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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 月 31 日

北衞重建的籌款工作按計劃進行，蒙上帝保守，
現有資產的投入超額完成，弟兄姊妹奉獻及認獻
總額已達目標七成以上，總議會的撥款支持已作
好安排；幼稚園幼兒園籌款部份要多加努力。

• 現手持現金約一億三千萬港元，加上預期總

議會投入之六千萬港元，可支持重建支出至

2023 年 11 月。

• 已支出重建費用約四千六百四十萬港元。

• 重建籌款整體仍欠約八千萬港元。

北衞重建北衞重建
       進度點滴       進度點滴

讓我們以禱告及奉獻來支持重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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