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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荒者

我們是一群植根觀塘，服侍社區的
門徒。透過實踐聖言、真誠敬拜、
權能禱告、合一團契、全人裝備、
委身侍奉，成為盛載生命的天國子
民。遵行父神的呼召，順服基督的
差遣，隨從聖靈的引導，向普世宣
揚整全的福音。

使命
宣言

傷。」捱了一段時日，有一天她忽然決定去她朋友參加的牛頭角福華村佈道
所聽道。聚會完畢，佈道所的義務傳道荷浦姨前來和她傾談。

荷浦姨說：「歡迎你來聚會，平安！」
母親一聽到平安二字，眼淚忍不住就掉下來。「阿嫂，主耶穌能救你

呀！」

母親回答說：「只要耶穌能救我的男人唔賭錢，我一家就有希望了。」
荷浦姨說：「你知我們人有罪啊！」

母親點頭應著：「是。」她心裡想：「人是有罪的，若不然，丈夫就不
會賭到如此田地，我一家大小也不用如此悽慘啦！」母親就是這樣開始認識
信靠主耶穌，於是她請荷浦姨和麗姨到家裏來探訪禱告，自己更開始為丈夫
信主禱告，懇求耶穌救他擺脫賭博的綑綁。

父親對母親返教會的事，只說：「信仰自由，你不要叫我去，我們互
不干涉。」但沒想到半年後，父親卻主動地和母親一起去教會，去了個多月
後，悔改決志信耶穌！

新造的人
感謝神賜給父親一個新的生命和新心，在基督裡成為一個新造的人。

主耶穌拯救了他脱離罪惡綑綁，從賭博的轄制下獲釋放，得自由，是何等榮
耀的得勝和拯救。大能奇妙的主基督行了神蹟奇事：一個沉溺賭海廿多年的
人，即時的斷絕了賭癮，不再踏足賭檔，這實在是太不可思議的事呀！上帝
以大憐憫和恩慈待他，如祂所說：「祂從灰塵裡抬舉貧寒人，從糞堆中提拔
窮乏人。」（詩篇 113:7）

信主後，父親造了架小食車，在茶果嶺大街賣湯圓，生意很好，街坊
都叫他湯圓陳。由於他的轉變實在太突然，他的賭友見他絕蹟賭檔，百思不
解。好奇查問，他爽快地說：「我信了主。以前那個老陳死掉了，現在這個
是新陳呀！」「我要用口極力稱謝耶和華，我要在眾人中間讚美祂。主耶
和華啊，求你為你的名恩待我；因你的慈愛美好，求你搭救我！」（詩篇
109:30,21）當時街坊都這樣說：「若個個信耶穌，信到好似湯圓陳咁，就
唔怕信啦！」

父親彷如從死裡復活的拉撒路，
述說着全能主浩瀚大慈愛。

至於母親，信主後內心充滿的平
安喜樂，真是非筆墨所能形容。母親
回想過去幾年所受的苦，常感嘆說：
「為何要等朋友叫我三年多才去聽道
和信耶穌呢！我信得太遲了，若我能
早些信主，就不用受這麼多苦了。」

當日母親將心中的絕望愁苦和
迫切的願望告訴主，全能慈愛主答應
了。一個嗜睹廿多年的丈夫，果真完
全脫離了賭的惡癮，她歡喜到不停的
說：「啊，主耶穌真是活的神、活的
主！」

陳業、溫和妹夫婦見證（上）

陳業、溫和妹夫婦

父親八十多歲時，每次出門去教會或飲茶，都穿戴整齊。他為人健談
樂天，遇到甚麼人，都總可攀談起來。記得有一次，他西裝畢挺的坐在醫
院大堂，與旁邊的陌生人聊天，三句下來，就說：「我以前很爛賭的……」
是甚麼令父親不以他失敗的過去為恥呢？是因為他更不以福音為恥，因為

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嗜賭成性．債台高築
父親性格達觀開朗、聰明靈活，也勤力工作，做事認真，只可惜未信主

前嗜賭成性。1952 年與母親在茶果嶺木屋區建立家庭後，仍不改惡習。當
時父親從事裝修，承接了茜草灣一個二千方呎一座兩層樓的工程，但工程中
期，資本不足，於是去賭錢想博取資金，結果連買建築材料的錢都輸光了。

完成了大半的工程被迫停頓，屋主唯有借錢給他去完工。本來大好發展
事業的機會，付出勞力完成工程，卻因爛賭，不單白做，更債務纏身。過了
數月，屋主帶著幾個大漢上門追債，但父親剛巧不在家，母親懇求他寬限些
時日，那人不肯，要以我家木屋作抵押，要來清屋。母親見多翻哀求也無情
講，瞪着脱眼說：「好！」於是走進屋內一手拿凳仔，一手握菜刀走到門口
坐下，大喊：「要我間屋，來吧！我生無床、死無棺材，現在我死了，你們
就得幫我養大幾個女。」

鄰居聞聲出來，幫著勸債主不要迫人太甚。經母親再三答應有債必還
後，他們終肯離去。母親關上家門，羞憤莫名，哀嘆自己命苦，遇人不淑，
難過得哭起來，身邊兩個小女兒緊抱著媽媽嚎淘大哭。而父親後竟因避債離

家而去，剩下母親獨力照顧一家五口。

絕望．絕路
過了一段時間，父親回家，但卻仍沉迷賭博。母親為生計和還債努力

工作，丈夫卻又把血汗錢輸掉。她在生活重壓下捱了一年，身心疲累，孤單
絕望。在一個秋涼的夜半，她毅然忍痛別了幾個在床上熟睡的女兒，傷心地
獨自離家，朝着屋後不遠處的海邊走去，淚眼朦朦地走向茫茫大海……父親
及時發現，慌忙追脱去拉著她，自知對妻子對家庭多有虧欠，又拉又求的勸
她，經一翻掙扎，母親終願意隨他回家，一路上悽愴地飲泣。回到家，父親
當下拿菜刀要斬手指，表明要戒除奪命賭癮的決心。母親以為今次他有希望
洗心革面，可惜只是曇花一現，不到兩個月又故態復萌，重回賭檔。母親不
過只求一家有兩餐安樂茶飯，卻是談何容易！

在無望中，母親只有求助神明，為表神心，老遠去買了隻大燒鵝，放在
家門前準備祭神，轉身卻發現大肥鵝不見了！四處張望，卻見鄰家的母豬正
在津津有味地吃著。她既氣憤又失望，心想多年來誠心拜神，神明卻竟連一
隻燒鵝也保不住，又怎可以期望這些偶像有能力保祐她呢？想到自己人生四
面楚歌——丈夫爛賭，賭債何時了？怎樣養大幾個女兒？怎樣過這生……？

想着想着……前路茫茫呀！

真盼望
「阿嬸，來信耶穌啦！」

忽然間她想起她的朋友幾年來常對她說的這句話；而她總是這樣回答：
「你們不知我的苦，千斤重擔壓心頭，手停口就停。去聽耶穌！我那有你們
這樣的時間和閒情。」母親刻苦堅強地過一天得一天，心裡卻感孤苦無依，
求助無門，苦不堪言。就如詩篇 109:22 所寫，「因為我困苦窮乏，內心受

陳業、溫和妹夫婦為九龍城潮語浸信會茶果嶺佈道所（1958-1960）第一個信主家庭。於九龍城潮語浸信會觀塘佈道所（即
觀潮前身）成立後，九龍城潮語浸信會茶果嶺佈道所併入觀塘佈道所一同聚會。以下是由陳業夫婦的長女嬋玉為父母所撰寫的
見證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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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光倒流六十年

金齡特工隊

教育樓未拆前用作主日學的課室

教會外牆修葺前（左圖）後（右圖）

二樓禮堂改裝前（左圖）後（右圖）

中樂團（左）與管樂隊（右）

「金齡」泛指準退休或已退休人士，他們體格上依然健康，工作能力

不遜色於年輕人，而且年輕時接受了一定程度的教育，結合社會上打滾多

年的經驗及經歷，絕對是社會中一種非常重要角色。

1  吳安強：〈「以語言族群為本位」到「以城市為本位」的教會更新〉，香港：香港柏琪大學教牧
博士論文，2010 年，頁 25。

2  佚名：〈立會廿五週年銀禧紀念特刊〉，香港：觀塘潮語浸信會，1998。

3  佚名：〈教會事工研究報告書〉，香港：觀塘潮語浸信會，1986 年，49 頁。

4  佚名：〈立會廿五週年銀禧紀念特刊〉，香港：觀塘潮語浸信會，1998。

部分金齡特工隊的成員

自「教會事工研究小組」成立後，

教牧同工連同一眾在觀潮長大的領袖

一同尋求與策劃觀潮事工發展新的方

向與異象。除了對外的佈道、宣教發展外，教會更於對內各式各樣的事工

發展上有著更具體與前瞻性的計劃。於崇拜事工上，為讓新一代更能夠投

入崇拜，教會增設了純粵語的崇拜，亦成立不同時段與年齡群體的崇拜得

以容納更多弟兄姊妹，以及他們的需要。1 於聖樂發展上，除了繼續詩班的

培育外，教會更開設多個樂器隊，包括銀樂隊和中樂隊等等，並嘗試使用

不同類型的詩歌敬拜方式，令更多弟兄姊妹參與其中，一同以樂載道讚美

主。培訓方面，主日學持續地成為弟兄姊妹研習神話語中不可或缺的一個

途徑，觀潮添置圖書館提供多角度的讀物給弟兄姊妹，更成立文字部，出

版不同刊物。2 另外，為更貼近弟兄姊妹生活上牧養的需要，教會重視團契

與助導會的發展，亦推動細胞小組、輔導小組（如：婚前輔導），讓弟兄

姊妹建立關係。3 

除了林林總總的事工發展外，已經經歷了廿載的觀潮座堂亦開始出現

損毀，因此教會在這期間進行大規模修葺工程，包括：拆卸教育樓、重修

副堂與嬰兒室，以及外牆維修。當中，為籌集足夠資金支付工程，除了得

蒙西差會的大力支持外，教會更發起不同的籌募運動（如：聖歌團籌款活

動），各弟兄姊妹皆上下一心，落力、出錢、出力，更同心熱切禱告，盼

望觀潮這座建築物再次重現光彩，繼續屹立於翠屏道上。4

2016 年中，教會正式成立了「金齡特工隊」，當中來自成年、職三及樂齡團契，義工人數至今已將近 30 人，特工隊現時的

侍奉主要包括探訪、陪診及協助潮食工房的運作。他們的學習能力高，行動力有如年輕人般強，能迅速有效地處理每個大大小小

的難題，絕不能看輕每位義工的能力！潮食工房的侍奉，正好印證這一點。

現時每逢星期一至五，教會也會提供飯堂服務，服侍社區中一眾低收入及短期失業人士，每日的服務人次高達 50 人，若單

靠兩至三位同工去運作，絕不能應付所有來自社區的街坊。不過，義工們正好有效協助維持飯堂的運作，他們需要肩負起的責任

相當多，包括會員登記、收錢、派餐、清潔、招待等等，所有崗位都需要智慧、

技巧和經驗。

由於飯堂的每個崗位都需要與社區人士接觸，最初也有不少人擔心不懂

得如何應對，恐怕自己會幫倒忙，但經過兩次簡單的訓練後，義工們都能得

心應手處理一切的問題，甚至有愈來愈多義工主動與未信的群體分享信仰，

可見從侍奉中，他們也有生命中的成長。

人害怕自己會老，害怕自己被社會唾棄，但這群忠心愛主和樂於侍奉的

弟兄姊妹，絕沒有因自己年紀漸大而放棄任何侍奉機會，反而能從他們面上

看到歡喜快樂的笑容。今天，我看到神的恩典臨在他們身上，讓他們繼續以

生命影響生命。將來，金齡特工隊將會有更多機會服侍社區，願神繼續祝福

他們。



感謝主讓我們能在美麗的新堂崇拜，從新起動。
不同教會的肢體都來參與觀潮的進堂禮，見證主恩，
令禮堂生氣勃勃。

一眾主禮嘉賓合照。

新石碑帶來新目標：建立栽植，榮耀上主。

籌委們精心佈置「潮 . 工房」，讓會友能暢快
地購買心頭好。

作者：足印

再次踏足大嶼山這營地，勾起了阿鐵五年前參加教會跨年營的回憶。

「耶穌，耶穌，耶穌親愛主，求祢讓我聽見祢聲音 ......」營會的第一

晚，大夥兒同聲唱頌這詩歌時，阿鐵被深深觸動。那時，他媽媽第一次確

診患癌，一早答應了參加跨年營的阿鐵原本想退出，但經不起導師的再三

鼓勵，最後勉強出席。那時他已經開始不想返教會，不想面對神；不想禱

告，也不懂得禱告。因為他不明白，若這個神是慈愛的，為何要他媽媽要

受苦？明知他付不起醫藥費，為甚麼神要他獨自承受？但神卻藉著這首歌

去讓他知道，他真正需要的，是和神重新連結，聽見祂的聲音。

第二天早上，講員分享了申命記的經文：「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

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

解釋「盡心」時，講員說：「要用意志力去愛神，要克服一切困難，立

定心志，決意愛主，不是憑感覺，也不在乎成長背景和性格，乃是一個抉

擇。」那時阿鐵彷彿聽見一把聲音問他：「如果最後你媽媽的病醫不好，

你仍會跟從我嗎？」阿鐵的心裏雖然清楚知道信耶穌並不保證他的人生會

一帆風順，但那刻他的內心依然有很多掙扎，不過更多的是慚愧——他發

現自己以往跟隨主，是因為神所給他的種種好處，自己卻從來沒有想過要

付出甚麼去回報耶穌捨命的愛。

「小心！」陷入回憶裏的阿鐵被這聲音喚回現實，他轉頭看見一個足

球飛過來，慌忙躲開，避過一劫。他跑去追逐那足球，把它踢回球場中。

拉濟看見他，向他招手道：「鐵哥哥，你也一起踢吧，我們不夠人。」阿

鐵欣然答允。正在踢足球的這班大部分都是受惠於「直奔標竿」跑步小組

補習計劃的中學生，這次社關辦的跨年營，阿謙本來只叫了阿湛和拉濟來，

但後來阿惠提議把其他補習學生也一併叫來，想不到反應出奇地好。

「跟貼一點！」有人提醒阿鐵，因為他正站在剛接到球的阿湛對面，

而阿湛正預備把球交予中場隊友腳上。阿鐵望著阿湛，阿湛往左移，他就

往左移；阿湛往右移，他就往右移。終於，阿湛按捺不住要傳球，但一起

腳便被阿鐵搶到了。阿鐵帶著球一直向前推進，最後朝龍門一踢——足球

應聲入網。

賽後，這班中學生簇擁著阿鐵，說：「鐵哥哥好厲害！」阿湛問：「有

秘訣可以教我們？」

「秘訣就是多練習，多練習自然熟能生巧。」阿鐵想了一想，續道：「還

有就是要緊盯著足球和持球的人，留意著他的動作，緊跟著他。」說罷，

阿鐵好像也提醒了自己。跟從耶穌的門徒不也是這樣嗎？注目看耶穌，目

光不偏離，緊跟著祂，祂做甚麼，作為門徒的就學習做甚麼。

五年前，阿鐵曾經立志要用意志和全人愛主。2017 年，他覺得單單說

愛主並不足夠，他希望成為真正跟從主的門徒。這次，他清楚知道跟從耶

穌是要付代價的，即使媽媽的病復發了，也沒有動搖到他的信心和決心。

「...... 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路 9:23）

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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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眾同心敬拜，祢信實何廣大！ 觀潮聯合詩班獻唱《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

弟兄姊妹雀躍地參觀「潮 . 工房」

牧師興高采烈地介紹剛開幕的「潮 . 工房」。

在崇拜後，一眾籌委開始簡單而隆重的剪綵儀式。

跟從
輕小

說

專欄

潮 .工房

原址重建新堂進堂禮



  

教會報告
1.	 教會現誠聘傳道同工兩名，主要協助推動差傳或基教。另聘
技術員及事務員各一。履歷可寄往觀塘翠屏道十一號堂主任
牧師收，或電郵至 tony@ktsbc.org.hk。

2.	 1 月 28日（週六，年初一）早上10時 30分有新春崇拜，歡
迎弟兄姊妹出席，同頌主恩。

  職青一區——活出門徒的召命  

事工
巡禮

 代禱守望 

親愛的天父：

我們讚美祢，因為祢從亙古到現在

都是那位坐在寶座上的主宰，祢掌管世

上的一切，配受我們的尊崇。

在這動盪不安的世代裏，願祢成為

我們唯一的救主，帶領我們進入祢的光

明中。求祢保守初出職場的信徒，能持

守祢的教訓，願意在工作和家庭中行出

主祢的旨意，吸引其他人來跟從祢。主，

願祢幫助他們在忙碌中仍能懂得選擇那

上好的福份，劃分出專屬於祢的時間，

使他們在困倦中能再次如鷹展翅上騰。

求祢幫助在職的弟兄姊妹能找到工

作的真正意義，並經歷祢在工作中與他

們同在，以致他們能成為忠心跟隨耶穌

的門徒。

奉主耶穌名求，阿們。

 財務報告 

* 包括會友及友會免息借貸或堂房抵押借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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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港元

教會儲備及累積重建奉獻
收入（截至 31/11/2016）

尚欠款項（包括未收
認獻及貸款金額）*

  建築成本 1.27 億港元
（部份樓層以清水樓計算）

9,910

0

萬港元

現在香港的職青信徒正面對不同的挑戰，受經濟環境所影響，青年信徒在工作上都面對極大的壓力，超時工作成為
等閒事，又要抽時間進修考牌保持競爭力，另外又要承擔家庭的需要，要供養父母、要儲錢準備結婚和置業。再加上香港近幾
年政局混亂，職青信徒正處於各種價值觀的衝擊，被這時代的洪流所淹沒，他們連休息的時間都沒有了，如何還能抽時時返團
契？如何還有心力去追求神及侍奉？在這情況下教會應如何牧養這班在職信徒？

一、 在工作中成為主門徒

耶穌呼召人作跟隨祂的門徒，這種跟隨不是在教會內的，而是在我們的生

命和生活中。對在職信徒來說，佔他們生活最大部份的時間無疑就是工作，所

以信徒去學習如何從工作中去活出上帝的召命是非常重要的。職青一區每月有

專題週會，從聖經及職場神學探討聖經中對工作的教導，教導團友工作的真正

意義，以神的價值觀行事，在工作中倚靠神、經歷神，與神同行，讓職青信徒

能成為一班在工作中去跟隨主耶穌，活出基督的生命。

二、 在靈命上不斷更新

現今的都市人都非常繁忙，沒有時間與神和人建立關係，也很少機會去思

索生命成長的問題。團契應成為一個鼓勵生命成長的場所，透過聖經的查考、

敬拜和祈禱、恆常的靈修，讓團友的靈命能不斷地茁壯成長。所以職青一區會

有查經週、敬拜祈禱會、「成聖追經」讀經運動，鼓勵團友每天靈修及讀經，

紮根於神的話語，親近上帝，有一顆渴慕神的心，讓耶穌基督賜給我們豐盛的

生命。

三、  在團契裏彼此扶持

無論工作上的踐行或生命上的成長，我們都不能單獨地去完成，耶穌教導我

們要在信徒群體中互相分擔，彼此相愛中成長。這種愛先從耶穌基督的愛開始，

我們要去領受主愛，讓主愛進入我們生命中，然後作為牧者和導師組長，要以主

的愛去愛組員，讓組員經歷到被愛，然後再去愛身邊的弟兄姊妹。所以職青一區

會著重「埋身牧養」，就是牧者組長要個別及深入地關心團友的需要，使團契應

成為一個互相委身、分享生命的地方，在小組中要深入分享，互相代禱，在生活

中要彼此守望，在和平中彼此聯絡，支

持彼此生命成長和活出門徒的召命。

　　 職 青 牧 區 是 教 會 重 要 的「 門 徒 訓 練

所」，因為有很多團友都參與領導性和牧養

性的侍奉，將來也會有一些人成為執事和傳

道人，求主保守職青一區能成為一個塑造門

徒的地方，在工作中榮耀神，在靈命上不斷

成長，在關係上彼此扶持，當我們願意努力

追求，帶著基督的愛去這樣做時，我們的

生命和彼此的關係便會成長，而更重要

是使眾人因此認出我們是主的門徒了！

職青一區聚會資料：

時間：逢週六下午 6 時 30 分

地點：本會六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