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埔浸擴堂交流大使到訪不同團契，分享擴堂異象期間，收集了弟兄姊妹的意見，現整理成以下問
題和回應：

大埔浸信會「山塘擴堂」
編者話 周偉強牧師

經5月7日特別會友大會通過向政府提出地價上
訴，政府可能在2018年1月中回覆埔浸重估後地
價。在此期間，我們宣傳組到訪了不同的團契、
主日學和詩班等，將山塘遠象跟弟兄姊妹分享交
流。今期快訊有埔浸現時財務概覽、信心奉獻的
理念和擴堂異象的問與答，盼讓神感動各人在此
事上的承擔，和按照領受而盡心盡力參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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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機遇：山塘新址與區內交通樞紐~大埔墟火
車站~約有5分鐘步行距離，這優越位置是拓展福
音的好機會。新址附近已是很大的福音禾場，毗
鄰有不同屋苑，如富雅花園﹑新達廣場﹑運頭塘
邨﹑寶馬山花園﹑悠然山莊﹑山塘新村等等。
「大埔墟」擁有20多間教會，但大埔南區山塘路週
邊卻只有一間教會，埔浸在此設禮拜堂，可填補
這空隙，滿足當地居民的福音需要。

社區綠洲：山塘土地雖然鄰近火車站，但環境卻
十分清幽。在地方運用及設計上，希望新址能成
為弟兄姊妹和街坊的社區綠洲，在忙碌鬧市中提
供洗滌心靈及親近神的空間。

服侍鄰舍：新堂址可為區內的學校及基督教團體
提供一個1500座位的場地，藉此擴濶傳福音機會
和造就更多信徒。

共建神家：藉發揮各人恩賜，學習彼此配搭、同
心參予，見証基督大愛，吸引眾人歸主。

財務狀況
2017年5月政府正式通知埔浸有關山塘新址的地價，經5月
7日特別會友大會通過向政府提出上訴，政府可能在2018
年1月回覆埔浸重估後地價。若特別會友大會通過接受
此重估後地價，埔浸便需於2018年5月繳交全數地價
(假設：2億5仟萬)，而新堂第一期建築費(估約：2億5
仟7佰萬)需在5年建築期內清付。這些都是教會日常經

費以外的支出。

按埔浸現時的資產狀況，可動用現金為1億1仟萬；按
現時掌握資料，藉「售後租回」或「按揭」教育樓估計
可分別套現約1億5仟萬或約1億現金，「售後租回」或
「按揭」教育樓的好處和壞處詳列於圖一。要完成山塘
建堂工程，教會需要在建築期的5年內籌集以下資金(參
考圖二)： 

(一) 售後租回教育樓 ~ 

總奉獻 需要約2.63億 (已考慮租金)， 

(二) 按揭教育樓 ~ 
總奉獻 需要約3.32億 (已考慮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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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塘遠象 ~ 《作明燈 • 建神家》
埔浸獲政府預留位於山塘路一幅面積4萬5千平方呎的空置官地作興建教堂之用，該地可建總樓面面積130,000
平方呎，埔浸計劃在此建造一間擁有1500座位禮堂的堂址，並按以下「山塘遠象」而進行：

總奉獻需要的金額只是估算，會因實際地價，教育樓
招標或按揭的結果，建築費等多項因素而改變。



《圖一》

信心認獻
鼓勵弟兄姊妹為此禱告，並按神的感動回應擴堂需要，以信心認獻方式表明你的承擔，好使教會有一個清晰
的５年財務估算。教會將會在特別會友大會前一星期的預備會議派發《信心認獻》表格，屆時弟兄姊妹可即
場交回，或最遲在會友特別大會前的週五交回，財務部長會隨即統計認獻數目並在特別會友大會當天公佈認
獻情況。現在，請弟兄姊妹先禱告，讓神感動各人在此事上的承擔，並參考圖三思考自己如何擺上。

【備註】：山塘地價若由2.5億減至1.5億，奉獻需要則會由3.32億減至1.63億。

《圖二》

好處 壞處
1. 建堂工程開展時，不短缺資

金。
1. 失去教育樓業權。

2. 整項建堂工程所需要奉獻較
少，約$2.63億。

2. 教育樓使用權受制於租賃合
約內容。

3. 落實教育樓的售價。 3. 租回教育樓1-6樓，估算支付
每月$27萬租金，每年約$324
萬。

4. 欠缺彈性，在建築中期，需要
資金較多，教會再沒有其他資
產支援。

好處 壞處
1. 保留教育樓業權，而能夠解

決開展時部份資金短缺。
1. 整項建堂工程所需要奉獻較

多，約$3.32億。

2. 在建築中期，奉獻需要金額
較多，教會還有資產作為支
援。

2. 建堂工程開展時，需要較多資
金，約$0.52億至$0.72億。

3. 可彈性選擇何時出售教育
樓。

3. 教育樓最终售價，會因樓價下
跌而有所影響。

4. 可彈性選擇何時使用透支
額。

4. 假若在按揭期間，未能供款，
銀行會收樓。

5. 按揭利率每增加0.5%，每年
增加供款約$23萬，5年合共
增加約$115萬。

方案一: 售後租回教育樓 
(估售$1.50億，租回1-6樓，

估算每月租金$27萬)

方案二:按揭教育樓
(2017年6月報價:8仟萬按揭,15年期,年息2.15%

+2仟萬透支額,年息4.25%)

假設: 按揭教育樓，只供款5年，然後出售教育樓。



《圖三》

作明燈•建神家
山塘遠象強調整個埔浸家一同參予，每位肢體都同心《作明燈•建神家》。在金
錢奉獻上，亦期待人人都擺上，就算一個返主日學的小孩，只要他盡心盡力為主
每月奉獻10元(5年共600元)，已是一件值得傳頌的美事。主耶穌看重窮寡婦的兩
個小錢，是看重她願意為主獻上的心。埔浸家大大小小約有2000人，若每人都按
神的托付、按照領受而盡心盡力參予，教會於5年內也可能達到３億以上的奉獻
金額！請參考圖四的兩個估算例子。

《作明燈•建神家》當然不是單指金錢奉獻，更是在這過程中我們願意為主擺上
的心和各項準備及參予。結果是上帝掌管的，能否在山塘建成新堂址並不是我們
可以控制。但我們可以配合神作忠心的管家，在整個過程中經歷神對我們的提
醒，藉個人的反思和生命的轉化，活出新生的樣式。讓我們懷著彼此相愛的心，
靠主同走這擴堂之路，向世人見証埔浸是永生神的教會，是一個因有神而有愛的
群體。

認獻期
(分5年)

奉獻需要
「售後租回」教育樓方案 

奉獻需要
「按揭」教育樓方案 

你的認獻

2018年 無資金需要 　５仟２佰萬

2019年 ４仟４佰萬   ４仟９佰萬

2020年 １億１仟2佰萬   １億１仟７佰萬

2021年 9仟萬 ９仟３佰萬

2022年 １仟７佰萬   ２仟１佰萬

總認獻目標： 港幣$２億６仟３佰萬 港幣$３億３仟２佰萬

【備註】：以上「認獻目標」是按「財務狀況」中各項估算而定。此目標將會隨確實地價金額而作相應調節，也會按
「售後租回」或「按揭」教育樓及建築費等資料的變動而作出相應修改。

每月擴堂奉獻 5年總擴堂奉獻 參予人數 5年合共擴堂奉獻
$10 $600 60 $36,000 
$50 $3,000 60 $180,000 

$100 $6,000 200 $1,200,000 
$500 $30,000 390 $11,700,000 
$800 $48,000 350 $16,800,000 

$1,000 $60,000 380 $22,800,000 
$3,000 $180,000 300 $54,000,000 
$6,000 $360,000 100 $36,000,000 
$9,000 $540,000 60 $32,400,000 

$10,000 $600,000 50 $30,000,000 
$30,000 $1,800,000 40 $72,000,000 
$50,000 $3,000,000 10 $30,000,000 

2,000 人 全教會 5年 總擴堂奉獻

$307,116,000  

     *註：以上估算不包括教會日常經費奉獻

每月擴堂奉獻 5年總擴堂奉獻 參予人數 5年合共擴堂奉獻
$10 $600 60 $36,000
$60 $3,600 60 $216,000

$120 $7,200 200 $1,440,000
$400 $24,000 290 $6,960,000
$700 $42,000 250 $10,500,000
$900 $54,000 230 $12,420,000

$1,000 $60,000 350 $21,000,000
$4,000 $240,000 300 $72,000,000
$7,000 $420,000 100 $42,000,000
$9,000 $540,000 60 $32,400,000

$10,000 $600,000 50 $30,000,000
$20,000 $1,200,000 40 $48,000,000
$40,000 $2,400,000 5 $12,000,000
$50,000 $3,000,000 5 $15,000,000

2,000 人 全教會 5年 總擴堂奉獻

$303,972,000 
     *註：以上估算不包括教會日常經費奉獻

《圖四》
估算A 估算B

《註》除信心認獻外，弟兄姊妹亦可考慮免息貸款給埔浸以完成擴堂工程。詳情容後公佈。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告訴以色列人當為我送禮物來，凡甘心樂意的，你們就可以收下歸我。」(出埃及記25:1-2)



行，信心的功課及共同運用恩賜去承擔的心志。
山塘工程是否成功並非最關鍵，關鍵是埔浸能否
學到作明燈，建神家的真理。教會現正安排弟兄
姊妹到山塘新址祈禱，亦正善用信裝和詩班的平
台分享遠象，而12月的財務分享會，會繼續聆聽
弟兄姐妹的想法。

如在山塘建堂，
在實際操作上有甚麼初步方向？
實際操作固然需從長計議，但可參考其他教會或
基督教機構的做法。例如社區綠洲的概念，可參
考尖沙咀聖安德烈中心的禮拜堂。實際操作可以
是規劃部分開放空間予大眾使用，包括小花園、
休息地方，通往一間予人安靜默想、讀經祈禱的
小型禮拜堂；而教會大樓可設訪問權限，以便管
理。
保安方面，可參考其他教會及神學院做法，聘用
保安公司。
往來山塘方面，以往曾擔心影響行動不便人士。但最
近部分長者團契曾親身到山塘探訪，發覺山塘又
大又美，並非想像般偏遠。我們會與長者部同工
再探討長者的需要，亦會按以往跟大家分享的方
向，要求政府提供專線小巴服務（因數年後附近
的新住宅發展完成後，亦有此需要），在週末及
主日提供專線巴士服務弟兄姊妹（需政府批准）
，和在山嵣路加建路燈照明等。上述只是例子，
亦是初步方向，整體實際操作仍需擴堂委員會研
究和落實，亦歡迎會眾提出意見。

弟兄姊妹除了禱告和奉獻外，
還可以怎樣進一步投入擴堂工程？
直接參與擴堂：

在設計、工程、電機、物業管理等有經驗的弟兄
姊妹可參與不同小組。

亦可間接參與：

參加會議、分享經驗和表達意見等。

2006 年已開始籌劃擴堂，
但 2017 年才提出遠象的四個方向，為甚麼？
尋 求 遠 象 是 一 個「過程」，心意需要不斷更

新。06年埔浸初步探索建堂，當時主要關注正堂
場地飽和的問題。及後埔浸就建堂的不同方案，
與政府和區議會聯繫。直至11年，有見政府正式
就山塘土地，罕有批出三年時間供埔浸證明財政
能力，埔浸便在場地需要之外，嘗試整理擴堂的使
命，並於2012年提出：「共建立基督身體」、「建立
社區教會」、「實踐差傳使命」。這三大使命符合埔
浸的定位，亦適用於不同地址擴堂的計劃。但針
對山塘，埔浸仍需尋求上帝的心意。

因此，我們集中研究山塘的實際情況，更親身到
山塘考察和禱告，並在今年整合出「山塘遠象」具體
的四個向度，針對山塘的地理位置（福音機遇：
就近火車站，附近少教會）、自然環境（社區綠洲），
土地面積（服侍鄰舍：樓高七層，禮堂可對外借用）
等獨特因素，同時凝聚肢體（共建神家）。在最近
一系列的全教會團契分享中，得到不同年齡層的
團契正面回應。

從以上可見埔浸一直學習尋求，逐步整合遠象，
仰賴上帝帶領。

我們應如何知道大家有「合一的遠象」？
合一，是指按聖經的原則來作眾人之事，尤其是
在意見不同下，如何彼此以包容和相愛的態度去
尋求神的心意，在真理基礎上探討和互動。

要眾肢體認同和內化這「山塘遠象」，需要不斷
傳遞和互動。感恩，曾在不同平台分享，例如祈
禱會，團契，與會眾個別傾談等，留意到會眾
漸漸清晰這理念，邁向共同的想法，例如認同擴
堂不僅關注一座建築物，而是操練教會合一的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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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堂異象問題回應 -
埔浸擴堂交流大使到訪不同團契，分享擴堂異象期間，收集了弟兄姊妹的意見，
現整理成以下問題和回應：

**弟兄姊妹對擴堂如有意見或問題，歡迎與教牧﹑執事﹑擴堂委員會成員或擴堂交流大使聯絡，
亦可電郵提出：wendy@taipobc.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