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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話
這期快訊面世時，埔浸的運作已回復正常。回想

林兆傑執事

四月時，教會面對空前未有的危機，除了誠心向上主
及各肢體道歉及反省外，我們更積極向前看，重新將擴堂定
睛在神身上；日光之下無新事，我想今天埔浸擴堂所面對的問題，
其實並不特別困難，已建堂成功的永光堂及深圳沙頭角教會也經歷
過。我深信神同樣會在埔浸行神蹟奇事，祂不單要我們建立新堂，亦
讓 我們這一代人有一段不平凡的經歷，建立我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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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方敬亮牧師

詩127:1（所羅門上行之詩）：「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
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相信埔浸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教會」與「教
堂」的分別。教會是由信徒組成，而教堂則是由磚
頭構成。大家都應意識到「擴堂」並不是建一個大
禮堂，不是多一個建築物。因為教會是有生命力的
群體，在靈命與人數方面會成長。教堂就似一件衣
服，被教會穿上。隨著年日過去，教堂就像衣服一
樣變得破舊。又當教會成長，教堂也像小孩的衣服
一樣變得不夠大，不再足夠承載變大了的教會。
埔浸成立超過50年，因著教會成長，埔浸一再搬
遷擴堂。今日在大埔墟的堂址是40年前擴展成的。
當年只有百餘會眾，在力量有限的情況下，先賢仍
考慮到未來的人數增長及發展需要，建立的是較大
的教堂，讓埔浸將來有足夠空間發展。2002年，人
數已增長至約1000人。雖然現時的堂址已破舊，但
我們今天仍在享用前人努力且具遠見的成果。
根據會友入會的記錄，約一半會友是2003年以
後才加入教會。對教會當年擴堂的掙扎可能不太清
楚，但大多數會友都一同經歷埔浸在近年的成長。
在2002年購入教育樓以後，埔浸多了許多空間成立
各個團契，弟兄姊妹在團契中得到牧養，教會聚會
的人數因而再增至1700人。崇拜遲到的人固然要多
走3層去5樓看投影，就是準時到達的會友，也因為
禮堂已滿而要去樓上看投影。為了爭取空間崇拜，
無奈地把小一、小二的主日學學生遷到教育樓，在
崇拜的時候，這些6、7歲的小孩就不能跟父母在
同一個建築物之內，這對許多父母構成不便。事實
上，最近一年來，聚會人數亦停止增長。

不在乎人數多寡，乃在乎遵行主道
埔浸擴堂的重點不在乎人多，乃在乎遵行主道。在傳福音的事上，
透過各樣的佈道方式，尤其是三福事工，我們向好幾百人傳過福音。大
多數的新會友，從初信到受浸，都是眾弟兄姊妹的佈道、栽培和禱告後
所結出的福音果子。此外，作為社區教會，埔浸透過社會服務處關懷社
區中的弱勢群體，2012年用了30萬支援區內獨居長者及清貧兒童。
事實上，許多埔浸會友因著遵行主道，個人的靈命亦有成長。由
2004至2013年，埔浸有20多位弟兄姊妹全職入讀神學院，有近20位全
職傳道人在不同的教會中服侍神。又先後差派近10位長、短期的宣教
士，這不是一個小數字，埔浸每年要承擔過百萬的預算，以教會會友的
背景來說，埔浸已擺上能擺上的了。
近期埔浸在擴堂的事上出現了意想不到的風波，引發許多的反思。
有人問埔浸若不擴堂，不就有更多資源用於福音的事工上。持這個說法
的人其實並不認識埔浸的異象。埔浸若不是蒙神的恩典，沒有今日的
規模，就不可能支援這些宣教士和各個宣教工場，更不可能參與社區建
設，援助弱勢群體，實踐主耶穌所吩咐的大使命和大誡命。
這次風波並沒有阻礙埔浸的擴堂，反倒使眾會友更認同埔浸的異
象，看見參與教會月會和祈禱會的人數增多，反映了會眾和教會的成
長，更讓我們體驗到聖經上的教導，「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
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羅 8:28) 」。
埔浸擴堂一事的重點在於仰望耶和華，在祂沒有難成的事。神知道
弟兄姊妹的能力，神要的不是一座建築物，神要的是人的心。撫心自
問，有多少弟兄姊妹每天都有靈修，與天父親近？連大帶小，埔浸每
週有2000人崇拜，每天有沒有1000人為擴堂代禱？當一位信徒全心為
主，他不會忘記教會需要，他會代禱，他會奉獻，他會參與。能否籌足
建堂所需的？這是神的決定，讓神按祂的意思行罷。「擴堂」要先由個
人靈命成長開始！

教會禮堂

埔浸同工訪問沙頭角堂

教會入口

17萬至籌款超過700萬
『購堂62天的奇妙經歷』
從負債

文：楊維恩

深圳市基督教沙頭角堂自2007年9月正式獲批准成立教會。幾年後，在主的帶領下，以及弟兄姊妹同心協力的治理和牧養下，
教會原租賃的用地已不夠使用，經多方禱告，弟兄姊妹決定憑信心前行－購置教堂！
2011年4月，就現實的狀況而言，購置教堂對當時的沙頭角堂來說確是一項重大的挑戰。他們自知無論是財力、能力和所處的
環境都局限重重，其一是教會仍負債17萬，其二是會眾大部分為外地低薪階層，收入不多，人口流動性大且分散。可是這些眼見的
阻礙絲毫沒有阻擋弟兄姊妹對建堂的信心，因為他們相信只要是出於神的就沒有難成的事！因著信，主帶領他們進入了祂應許的迦
南地，在短短的62天時間內，從簽訂物業購買合約時，銀行只有12萬存款，到6月15日正式成交，籌得的款項已超過700多萬。這
奇妙的經歷，見證了神的大能大力，以及祂的恩典是夠我們用的。沙頭角堂委會副主任林言驟弟兄總結了在建堂過程中學習到的寶
貴經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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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姊妹們深信，一切必須先從禱告開始！他們所做的第一件事正是禱告－ 不斷的禱告。一班以姊妹為主的肢
體，自發地組成一個祈禱小組，每天為著建堂的事情在神的面前禱告。同時教會也成立了建堂小組，以同工及弟兄為
主，除每週定期祈禱外，專責策劃籌募款項，並負責到處分享異象。

過程並非事事一帆風順，當中要經歷不少大大小小的考驗，意見不同產生了張力，如何能以謙卑的心去彼此包容
接納，如何極力保守在基督裡合而為一的心，這些都是他們從中要學習的功課。作為教會領袖的林弟兄也有灰心的時
候，甚至考慮過放棄。然而，神感動教會中一些弟兄姊妹不斷地為他禱告，林弟兄的心再次被激勵，同時神亦改變了
在選址上原持反對意見的同工的心，各人不再執意己見，眾弟兄姊妹終能在主內同心為建堂擺上。

起初大家都看中一個地方，各人以為美的事未必屬神的心意。弟兄姊妹禱告祈求卻不能購成。而現址當初看上去
並不理想，部分同工十分反對，可是業主出的價錢又正正是他們在禱告中向天父要求的印證，經過他們多次查看並與
業主商討，原本不打算將物業賣給教會的業主最終卻以每平方米945元的價格賣給教會，而非售予出價947元的另一
買家。現在教會裝修完畢，還建造了一條獨立的樓梯，成為教會的出入口，會友們出入方便了，大家現在才明白主的
心意，主沒有應許他們最初屬意的物業其實是恩典！為要賜給他們更好的，唯有順服的心才能領受神的恩典。

教會是合一的。神家裡的每一件事都是神國度裡的事，不是個人的事，因此大家必須互相扶持，完成衪的使命。
抱著這樣的信念，林弟兄帶領幾位弟兄用了三天時間，走遍整個深圳，向其他教會分享異象，感恩每間教會都有積極
回應，合共收到百多萬奉獻，再加上向肢體貸款，以致在限期之內籌到足夠金額購堂。能有這麼多教會願意奉獻，這
才是真正在基督裡合而為一，同心協力的表現。

林弟兄在分享他們成功建堂的經驗後，語重心長地說，建立一個怎樣的教堂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教會的牧養工
作。第一，講台上的信息能餵養眾會友，使他們靈裡得飽足；第二，教會應該是體現愛心的地方，因此教牧同工必須
做好關懷工作；第三還要有好的管理，領袖更應以身作則，如果教會能做好以上三點，教會興旺是自然而然的事。
埔浸正值建堂，當我們憑信而行之際，盼望沙頭角堂走過的路能激勵我們，成為我們的借鑒。

上主幹大事

在大時代為

文：伍山河牧師

在2012年11月25日聯合崇拜暨建堂步行籌款中講道的五旬節聖潔會香港總監督伍山河牧
師特致函埔浸，勉勵弟兄姊妹為擴堂努力，信函內容如下：
朱活平牧師暨大埔浸信會執事會同寅台鑒
主內平安
衷心多謝你們讓我有機會在大埔浸信會的建堂事工上作出分享，盼望過去永光堂在建堂上所經歷的路途，
所領受過的恩惠成為你們的激勵。
在這重大的屬靈工程上，神選召了朱牧師作為帶領者，責任之重大可想而知，但我深信這是神要在朱牧師
及各執事會同寅身上彰顯祂大能的時刻，祂要通過你們的生命榮耀祂，使肢體們因你們的信心和決心而勇毅前
行，共同實踐全堂的屬靈抱負。
這是一場屬靈的爭戰，期間必須拿起全副的軍裝，為基督打這場美好的仗，因為惡者會通過困難敗壞人
心。每當面對困難，軟弱的人性會傾向擱置甚至推倒計劃；但這重大的責任既然已經託付給你們了，深信你們
同心合意仰望神恩堅決實行，榮美的聖殿必得建成。還記得永光堂在建堂期間，幾乎每週都出現這樣那樣、教
人膽戰心驚的難題，但憑著一顆義無反顧的決心，再加上周詳的籌款和建築計劃，並全堂肢體的支持，數年間
見證了一個接一個奇事，經歷了上主奇妙無比的帶領，最終難題一一都得以克服，教會大樓在上主的保守，眾
人的努力下矗立人前。上主如此引領我們得勝困難，也必要引領貴堂在建堂事上榮耀祂的聖名。
能夠在大時代為上主幹大事，是至為蒙福的，盼望貴堂肢體都能全力支持牧者開展聖工。你們的勞苦在主
裡面不是徒然的，那厚賜百物的上主也必會加倍地償還你們所付出的勞苦。茲為貴堂的籌建獻上一點心意，願
上主的恩惠常與你們同在。
五旬節聖潔會香港總監督
伍山河謹上
二零一三年一月九日

擴堂戶外靈修

文：楊家亮

神吩咐挪亞造方舟，命令摩西帶以色列人出埃及，差遣約書亞領以色列人入迦南，雖然是看似不可能的任務，但他們藉
著與主同行，靠著神的恩典而完成神的託付。同樣地，神亦讓我們看見祂的心意，叫更多人認識祂，擴建祂的國度。建堂已
成為神給我們的目標，一項艱巨而富挑戰的任務，你有沒有信心能夠把它完成，討神的喜悅呢？
今年四月六日，保羅團舉辦了以擴堂為主題的戶外靈修。週會的內容是帶團友們走一段較迂迴的路到達山塘，於山塘為
教會擴堂祈禱，最後在公園看聖經靈修。負責週會的弟兄很用心地為我們安排了路程並經文，亦為此週會作了一首靈歌與我
們分享。路程由教會正堂出發，經泮涌路行上馬窩，然後經馬窩路走到達運道，再由運頭塘邨走捷徑到山塘。由教會步行到
山塘，原本只需要用15至20分鐘的時間，因為這樣的編排，我們足足用上一小時的時間才到達山塘。靈修所選讀的經文是
民數記13至14章，是有關十二個探子的故事。安排週會的弟兄希望我們走迂迴的路，思想以色列人出埃及時因離棄神而令他
們走了較長的路程才能到達迦南，而選讀十二個探子的故事是要我們去默想我們有沒有信心像約書亞一樣依靠神行事。除此
之外，弟兄所作的靈歌＜
＜唯主同行＞＞(見下文) 亦很有意思，歌詞提到求主賜我們跟隨主的心，要與主同行，使我們有奉獻
的心。我們在山塘祈禱時也獻上這首靈歌。最後，我們到達廣福公園，分組看聖經及討論經文，並為我們所領受及反省的祈
禱。
很感謝弟兄悉心地計劃了整個週會，讓我重新回想我在擴堂一事上究竟參與了多少。從摩西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到約書亞
入迦南，令我檢示自己當遇上困難時，是否像以色列人一樣的離棄神，還是像約書亞一樣滿有信心的依靠神克服困難。神未
曾應許天色常藍，當我數算過往神在我身上所作的恩典時，便會發現神一直與我同在，讓我經歷祂是一位聽禱告的神。事實
上，擴堂不是一件簡單的任務，但神已經發出了這個呼召，為要叫我們藉著此聖工同心合意地興旺主的福音，與此同時使我
們與主同工時經歷祂豐盛的恩典及供應，讓我們的信心得以增長。你準備好回應神的呼召嗎？
下一頁

(保羅團團友黃宏揚作品)

＜＜唯主同行＞＞
1. 在那天我孤身走在荒野，難面對這一切困難枷鎖。
沒法解開心中孤單憂慮，無人留意我掉眼淚，祈求上主為我解開。
求主與我同尋，求主與我同找，求主賜我跟你的心。
求主與我同行，求主與我同往，求主賜我奉獻的心，求主賜我！

2. 在這天你陪我走在荒野，神話語解開了困難枷鎖。
在這刻恩主用手牽引著，帶領我前往那美地，完全順服主為我引領。
唯主與我同尋，唯主與我同找，唯主我願意跟你一生。
唯主與我同行，唯主與我同往，為主我願意奉獻一生，為主我願意！

各籌款活動成績如下

(截至26/5/2013)

日期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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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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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月27日
2013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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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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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賣2012
梅執事逝世1周年見證分享會CD義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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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堂年糕義賣
建堂利是2013
建堂一千萬元定期利息

淨收入(港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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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8,380.00
$
59,788.00
$
92,904.60
$
55,563.50
$
2,781.00
$
5,001.60
$
19,206.70
$
72,177.55
$
13,985.65  
$
9,266.20
$ 2,530,594.42  
$ 110,827.00
$
27,974.00
$ 245,970.28  

合共      $  3,790,27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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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2013)

港元
$ 35,801,714.24
$ 2,490,000.00
$ 38,291,71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