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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話

第四期的建堂快訊面

林兆傑執事

世正值新春之際，互相祝福及問候之
聲不絕。我們這群相信神的人是有分別的，中國人的祝
福是社交場合的語言，但我們的祝福是從耶穌而來的，是
帶著能力，因此是會成就的。今期快訊比較「軟性」，因
關於擴堂的討論及分析已於前數期處理了，所以今期我們
用較多篇幅，讓弟兄姊妹作分享。從他們的分享，我們體
會到「施比受更為有福」。神亦喜悅我們將祂所賜的歸給

成為

祂，正如猶太拉比亞奇巴的故事所述，亞奇巴竟願意與
人分享神所賜予他唯一的「財產」- 稻草，那份對神的

神蹟的拼圖
一

擴堂是否不自量力？

信心，和那份樂於與別人分享的心，對我們實在是莫大
的激勵。

中

小角

埔浸聚會人數持續增長，地方不敷應用，擴堂的需要是不
容置疑的。當政府批地給我們建堂時，我們既感難能可貴，卻
又擔憂估計地價及建築費那三億元的天文數字。教會有否
「坐下來計算費用，看有沒有能力完成呢？」(路 1 4 : 2 8 ) 我們會
否不自量力，好大喜功，勞民傷財呢？相信部分會友都曾有此
疑惑，認為要籌募三億元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 (Mission Impossible)。

學習孩子一般單純
在五餅二魚的神蹟中，門徒腓力曾說：「用二百得拿利買
來的餅，都不夠給他們每人拿一點。」(約6:7) 而安德烈也曾
說：「這裡有個孩子，他有五個大麥餅和兩條魚，可是人這麼
多，這些算得上什麼呢？」(約6:9) 他們二人都用現實和負面角
度來思想，低估了耶穌可以少變多的大能。我們實在需要學習
那孩子，存單純的心，踏出一小步，獻出自己的一份，讓神加
上祝福，就越變越多。正如一首兒童詩歌說：「我雖然微小，
不過五餅二魚，但祂能擘開，使千萬人得福。」

由五千到六萬五千

文：朱梁玉焜師母

機會的主內摯友，其中有9位以行動回應了；令我最感動的，
是我受浸母會的好團友，自告奮勇為我向該會兩位老友募捐，
他們所奉獻的竟是我所收到所有贊助中最高的金額。從奉獻
20元至12000元，結果這122位贊助者使我籌得共六萬五千元
港幣，是我起初目標的12倍，我這小信的人切實地經歷了神
在擴堂事工上給我的應許：「神能夠按著運行在我們裡面的大
能，成就一切遠遠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弗3:20)

一同促使夢想成真
雖然我們現在的擴堂儲備增加至約三千萬元，只是三億的
十分之一，我們仍需憑信心持續努力。今年我除了像去年一
樣，準備把整年的薪金和其他收入全數奉獻之外，還計劃變賣
35年前結婚的嫁妝金飾，或趁「登陸」之年自資出版文集，作
籌款之用。
我想起一首少年詩班曾經獻唱的詩歌：
「小小的夢想能成就大事，只要仰望天父的力量；小小的夢想
能改變世界，帶來明天的盼望。

俗語說：「講錢失感情」，起初拿著擴堂步行籌款的表格 耶和華是我們的力量，同心為主傳揚來發光，前面的道路全然
請人贊助時，我只是厚著臉皮，不好意思啟齒，心想若能達 交給祂，祂必同在使我們剛強。」
到五千元的目標，取得大衛勇士的獎項已經很好了！後來再仔
但願埔浸眾弟兄姊妹同心為擴堂的夢想而各盡所能，成為
細思量，肯定奉獻是我們得祝福的途徑。因此，我就「越戰越
天父神蹟拼圖中的一小角。我彷彿瞥見，新堂落成那一天，
勇」，每次遇到親友，都邀請他們把握這個得祝福的機會，參
與擴展神國度的偉大事業。去年10月至12月間，適逢許多會 「我們好像作夢的人，滿口喜笑，滿舌歡呼說：耶和華果然為我
議、講座、營會、聚餐、喜宴及安息禮拜相繼舉行，使我當 們行了大事，我們就歡喜。」(詩126:1-3)
面接觸了111位願意贊助的親友；我又執筆寫信給13位沒見面 * 註：新約經文選自《漢語聖經新譯本》

對

上帝全然的信心

文: 王桂珠

引言：「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
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弗4:16)。王志偉弟兄正正體現了「百節各按各
職」。雖然王志偉在2008年才返埔浸，但他已經視埔浸為自己的家，願意在建堂上
委身，運用上帝賦予他的恩賜來服事，只因他對上帝有全然的信心。

爭取機會 積極分享
相信大家在邀請非基督徒支持教會建堂步行籌款時，可能會感到較難啟齒，擔心他們不明白及不支持，但王志偉卻不斷向
身邊的工作伙伴、朋友等作介紹，甚至透過傳真把教會建堂的單張傳給生意的伙伴—哪怕對方不是基督徒。「我會向他們介紹
教會在社區的工作，教會不只是服務基督徒，更重要的是服侍非基督徒，所以區內的居民都會因教會的服務及新堂的設施而受
惠，這是教會對社區的責任。當我對他們這樣說，他們就會更加明白教會的工作。對社會有承擔的人都願意支持，至今我收到
的回應都十分正面。」的確，因為建堂步行籌款，我們有更多機會打開話題，向其他人提及教會和我們的信仰。「參與建堂服
事，無論是步行籌款或擴堂年糕等，都令我們有更多機會和人分享信仰。雖然不知道最終的果效如何，但種子已經撒下。正如
我在家庭及工作上有更多機會把上帝的話語傳出去，最終即使收割的不是我，但我已經做了我所要做的，剩下的便是要對上帝
有信心。」

學習順服 得著更多
除了「賺」得傳福音的機會，參與建堂更讓王志偉學習順服和委身的功課。「其實我本身並不太順服。我見到劉竟成執事在
建堂上如此順服和擺上，神感動我也要在此事上委身服事。」王志偉獲邀加入建堂委員會的籌款小組，他坦言自己在教會事奉的
經驗不多，但這並沒有叫他放棄，相反他看到神給他另一個方向。「開會時，我發現自己有很多工作都不會做，但我不認為因
此我就不能參與服事。有些弟兄姊妹對教會內部工作及運作較熟悉，這些部分可以由他們負責，所以我會主力向教會以外的人
士及機構介紹教會擴堂的理念，希望他們能認同教會在社區的工作，從而支持和協助建堂。小組成員也十分支持我這方面的服
事。透過建堂的服事，我對上帝的信心也愈發增加，而我的信仰生命也愈來愈紮根。我十分感恩我能被主使用，我感謝上帝給
我一顆關懷別人的心。」

訂立目標 同心為主
對於建堂，他自言自己在步行籌款上仍未出盡全力。「我給自己的籌款目標是二百萬元，雖然今次未能達到，但我對上帝
有信心﹗」他對建堂也有另一個心願。他鼓勵埔浸的每一個弟兄姊妹，就算是返埔浸日子不長的，都可以在教會建堂上出一分
力，不用計較自己有多少，只要願意踏出就可以。「我們這一刻無法知道結果，但我們的信心不是來自於自己，而是在於上
帝﹗」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舉行聯合崇拜

2012年11月25日聯合崇拜暨建堂步行籌款花絮
當日是埔浸第一次在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舉行聯合崇拜。整個崇拜從唱詩讚美，講道訊息以致步行籌款的過程，都看到弟兄
姊妹的同心合意。當天雖然下著細雨，但無損大家火熱的內心。讓我們聽聽弟兄姊妹的籌款心得。

梁迦南
「我主要是找自己的同學贊助。以前讀書的中學剛剛有活動，所以帶了籌款表回母
校。我每個識的人都會問下『我教會有步行籌款，唔係唔支持呀﹖』」

勞子鋒
「我用了一個星期來籌款，主要是找學校的同學、老師和校長。他們都十分支持，沒
有很大困難。」

Kitman
「我在基督教機構工作，所有同事都是基督徒，所以比較易開口。我的策略是每個人都
問，無論熟或不熟。我有一位同事的教會同時間又有擴堂籌款，所以要跟她協調，
總之愈快開聲就愈好。」

Jenny 及 家人
「我見到識的人就會問，如家人、朋友、街坊等。最難開口的是一些不太熟的街坊，
要鼓起勇氣，大膽一些問。我會叫他們支持我參加教會步行籌款，因為對一些未信
的人來說，叫他們支持我，會比支持教會建堂容易。好像朱牧師講，款項不是最重
要，更重要的是讓他們有機會認識福音。我覺得最感恩的是可以藉籌款而打開福音
之門。除了叫他們贊助，我亦會邀請他們一齊參加步行，其中一個街坊更表示日後
願意跟我返教會的佈道會呢。」

Tony 及 Brenda
「任何我們認識的人都是我們的目標。我帶著表格返健身班，雖然大家不是認識了很
久，但他們都十分正面，都紛紛捐款支持呢。」

從

稻草到教會 復興

文：阿翁

建堂步行籌款已順利完成，所籌得之款項亦有近三百萬元，實在是神的恩典，亦感恩弟兄姊妹為籌款而施展渾身解數，為擴
展神家而努力。縱使當天天氣驟晴驟雨，看到各位扶老攜幼，浩浩蕩蕩的完成了整個步行路線，實在是一幅美麗的圖畫。還記得
那天適逢是聯合崇拜，由五旬節聖潔會永光堂顧問牧師伍山河牧師講道，至今仍被有關亞奇巴分享稻草的事蹟所吸引，便去尋找
有關亞奇巴的故事，相信這真人真事一定能給我們一點激勵。

亞奇巴與妻子
猶太拉比亞奇巴（Akiva ben Joseph，生於主後40年至135年）原本是一位牧羊人，受僱於耶路撒冷的一名財主（Kalba Savua），
他雖然沒有受過教育，生活亦很拮据，但他卻很喜歡與別人分享，與他相處過的人也覺得他為人很純樸，相信天父的供應。至於
那名財主，他的財富很多，他的家更如皇宮一般金碧輝煌。他和他的獨生女兒拉結（Rachel）每天也過著如皇室般的生活，起居
飲食均有僕人服侍，同時每天也有不同的達官貴人或是青年才俊到訪他的家，他常常叮囑拉結要揀選一位財智兼備的學者作為她
的丈夫。縱使每天都有很多學者期望接近拉結，但她沒有看上任何學者，卻愛上了貧窮的牧羊人亞奇巴，覺得他比任何一位她遇
到的人更謙和有禮，愛天父，說話亦比她所認識的學者更有道理。某一天，拉結在草地散步時剛巧遇上了在看星沈思的亞奇巴，
便被亞奇巴深深的吸引，深信若他能接受教育，必定能成為很出色的學者。她因此便與亞奇巴私定終生。拉結富有的財主知道這
事後，非常憤怒，更斷言若拉結堅持嫁給目不識丁的亞奇巴，便要把她趕出家門，丁點的金錢亦不准許她拿走。意想不到的是，
拉結立刻便答應，放棄了奢華的生活，和亞奇巴租了一個狹小的馬槽，過著貧窮但快樂的生活。

稻草與信靠
亞奇巴與拉結生活足襟見肘，睡的地方只有稻草作為床及枕頭，也只有簡單的食物裹腹，拉結甚至要賣掉她的頭髮以維持生
計，但他們仍然樂於分享。有一天，以利亞先知偽裝成一個可憐的人，去敲亞奇巴的門，告訴亞奇巴他的妻子快要生小孩，希望
他們能分一些稻草給他。這個時候，亞奇巴立刻把一半的稻草分給以利亞先知，然後便歡天喜地到拉結的面前說「妳看！我們還
富有得可與別人分享！原來我們還不算很窮！」拉結看到亞奇巴縱使貧窮，仍能相信天父的供應，樂於與別人分享，便鼓勵他到
學校研讀聖經，成為拉比。那時候，亞奇巴經已40歲，才首次踏進學校。他的學習就如我們剛到幼稚園學習般，由最基本的字母
開始，經過24年的努力，他成立了自己的學校，後來成為了猶太最具影響力的拉比，最終於羅馬政府獄中殉道。
一位願意分享的人原來代表著他對天父供應的信靠，深信天父的供應必定多於我們所想所求，故此當遇到別人有需要的時
候，便不會吝嗇付出。如伍山河牧師說，當一個擁有不多的人亦願意分享自己所擁有的，在天父的眼中看為珍貴。正如故事中的
稻草，一些在我們眼中看為無價值，隨手拈來的，在亞奇巴與拉結的生活中可算是唯一擁有的財產，但他們仍然願意與素未謀面
的人分享，這分享是出於慷慨，也是出於信心，相信生活必有供應，相信天父的安排。

下一頁

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
後來到了亞奇巴95歲的時候，他被羅馬政府逮去該撒利亞，囚禁在獄中，並用酷刑對付他。但無論面對任何酷刑，他仍安然承
受，似乎若有所思，還在口中念念有詞，誦讀著聖經的經文及默想。施刑的人都感到很奇怪，還以為他會施展邪術。最後，亞奇巴誦
念Sh’
ma的時候，面上竟然現出微笑。施刑的人問他為甚麼笑。亞奇巴便回答說：「我知道自己一生竭盡心思、意志、體力和財力愛
神；但我對自己有疑問，是否竭盡心靈生命愛神。現在我知道了，我為祂竭盡生命。」然後，他便安然含笑殉道。Sh’
ma原來是「聽」
的意思。按照申命記第六章4節原文的次序是：「聽啊，以色列！耶和華我們的神是獨一的主。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
神。」即使生命即將完結，他仍記念神的話語，將神放於首位。

服侍神
從亞奇巴的一生，我們更清楚明白，當我們相信天父的安排，生活上的一切亦變得不同。當我們看重的不是我們在世上所受的苦
難，而是看重神在我們生命中的位置，時常儆醒及醒察自己生命的素質，縱使你是一位毫不起眼的牧羊人，面對著各種困難，你也可
以自己的生命影響別人，最為要緊的是我們均必須從心裏愛主。如歌羅西書裡所說：「你們無論作甚麼，都要從心裡作，像是給主作
的，不是給人作的，知道你們從主那裡必得著基業為賞報；你們所事奉的乃是主基督。」（西3:23）

結語
埔浸今天需要擴堂的時候，我們需要擴展的並非只是地方，而是藉著不同的事工吸引更多的人進到神的家裡。當然，我們自身的
靈命素質亦同樣重要，只有基督徒自己生命的改變，方能影響到周遭的人。讓我們均能成為神所合用的器皿，讓分享和慷慨成為我們
生命的素質，明白自己所擁有的，方能在生命中充滿感謝與讚美，心靈亦得到滿足。求主幫助。我們如果真的相信神的話，照著做，
施比受更為有福，你會發現，你會更長進、更喜樂、更多經歷神、更多蒙神的祝福，而且你要看到你勞苦的果效，在主裡面不是徒然
的，教會也因著你的付出而改變，教會會復興，造就更多的生命。願神祝福祂的話。

各籌款活動成績如下

(截至31/1/2013) :

日期

活動

淨收入(港元)

2008年9月14日
2009年2月1-15日
2009年8月30日
2009年9月27日
2010年2月14-28日
2010年3月27日
2011年2月6-13日
2011年9月24日-2012年4月22日
2011年11月27日
2011年12月18日起 (進行中)
2011年12月31日起 (進行中)
2012年1月15-22日
2012年1月23日-4月8日
2012年2月4日起 (進行中)
2012年4月20日
2012年4月22日
2012年5月15-26日
2012年6月9-17日
2012年7月21日
2012年8月12日
2012年9月22日(進行中)
2013年1月27日起
2011年8月起

同心同步建堂步行籌款
建堂利是籌款2009
建堂籌款音樂會
建堂月餅義賣
建堂利是籌款2010
建堂賣物會
建堂利是籌款2011
周建中牧師賣書作建堂奉獻
建堂糭義賣2011
歐陽叔叔新書發佈作建堂奉獻
建堂錢罌
建堂年糕義賣
建堂利是籌款2012
建堂CD義賣《我的歌聲》
營商分享會【企業由小變大】收建堂奉獻
志安哥哥分享會收建堂奉獻
建堂異象分享會(合團聚會)收建堂奉獻
建堂糭義賣2012
梅執事逝世1周年見證分享會賣CD，《逆境中的亮光》
陳天生牧師按牧禮收建堂奉獻
建堂步行籌款 (截至2013年1月10日)
建堂年糕義賣
建堂一千萬元定期利息

$ 147,218.50
$
11,697.00
$ 135,115.80
$
3,903.50
$
58,132.90
$
61,604.30
$
32,774.20
$
4,540.00
$
13,900.00
$
36,968.00
$
38,180.00
$
59,788.00
$
92,904.60
$
50,223.50
$
2,781.00
$
5,001.60
$
19,206.70
$
72,177.55
$
4,390.00
$
9,266.20
$ 2,497,658.92
$
28,380.00
$ 194,391.80
合共

建堂籌款的總體進展如下
建堂籌款
建堂基金淨值
建堂借款
合共

(截至31/1/2013) :

港元
$ 30,781,695.29
$ 2,490,000.00
$ 33,271,695.29

$ 3,580,204.07

步行籌款特設個人籌款勇士，金額達到指定數目，會獲得一
份小禮物，以作鼓勵。截至2013年2月1日，結果如下：

籌款金額

勇士名稱

人數

5萬元或以上
1萬元或以上
5000元或以上

所羅門
尼希米
大衛

8人
34人
76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