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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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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佈道同工的服事，加上父母熱心領人歸主，先後有六個家庭返教

會。1958 年母會九龍城潮語浸信會租了茶果嶺大街 182 號地下成立茶果

嶺佈道所基址。荷浦姨是首位義務傳道，後來聘請陳善照牧師牧會。神差

派了一隊忠心愛主的精兵來栽培這些幼苗，他們靠主以信心耕耘、以愛心

殷勤澆灌，幼苗得以茁壯成長。陳業夫婦和大女兒三人是茶果嶺佈道所第

一個受洗家庭，於 1958 年復活節在九龍城潮語浸信會接受浸禮，加入神

的家，由李春澤牧師主禮。

感謝神的恩領，茶果嶺的事工得以開展有賴各堂會的兄姐在探訪關

顧、街頭佈道、講道、傳譯及晨禱會等各項事工忠心服事，悉心栽培牧養。

初期有駐堂的義務傳道荷浦姨、牛頭角福華村佈道所的麗姨、何名芳等傳

道執事、當時仍是神學生的柳鎭平牧師、曹姨、楊姨、姚振國牧師的母親

姚生娘、陳善照牧師和兒子陳運生、陳洽生，還有筲箕灣潮語浸信會執事

柯先生柯生娘，他們是龍子行的老闆，熱心服事基層，幫忙潮粵語傳譯。

1960 年母會成立觀塘佈道所，茶果嶺佈道所併入一同聚會，由陳善照牧

師牧養。

後記
我們一家在 1964 年徙置到下秀茂坪（今曉麗苑），父母親胼手胝足

辛勤工作，靠主的恩典經營茶樓冰室，每遇困境，憑信心交託倚靠神。以

基督作家庭之首，養育九名子女成材並全家歸主，大女兒奉獻傳道。教會

在我們家設分區聚會點，每月兩次星期五晚舉行家庭聚會。父母親在 86

年退休後，常回鄉作見證領人歸主，又將香港和海外認識的信徒的奉獻支

持了普寧縣流沙、大埔寮、蔡口及水寨等各教會的重建和設立龍心村家庭

聚會，奔波十餘年，從未間斷地熱心參與內地教會事奉。夫婦同心，常以

神國的事為念。父母親分別在2003年和2004年息了世上勞苦，安息主懷，

他們靠主打完美好的仗，讓神用他們的生命彰顯祂自己的大能和大愛，願

榮耀頌讚歸給又真又活的神！

陳業、溫和妹夫婦見證（下）

陳業夫婦與子女兒媳

新生命的印證
當母親嘗到主耶穌救恩的滋味，主的恩惠和大德是何等大的福樂，她

巴不得別人也能得著，常大發熱心與有需要的鄰居分享神的大能，領人信

耶穌。

信了主一段日子，考驗來了。一天父親和母親吵架，跑了出去，母親

想他定必是走回老地方，沒料到過一會父親就回家。他說：「奇妙！真奇

怪，入到賭檔，一點興趣都沒有，個心又不安，於是就回家。」這是他信

主後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踏足賭檔，有聖靈住在他心裡，督責提醒他，保

守了他的心懷意念，他靠著大能的主，勝過魔鬼黑暗的權勢，成為聖潔。

信主後，朝不保夕的日子還是有的。這一天的午飯把米缸僅餘的米也

吃掉，整天下著大雨，無生計可做。父母親求神幫助，禱告後心裡踏實，

相信神必供應。黃昏快到，似無指望，忽聞大力叩門聲，大雨天竟有人跑

來請父親代買五頭豬，二人出門辦事；個多小時後，父親興高釆烈地帶著

白米菜餚回來。原來買賣雙方爽快，一次過付清佣金，加上大雨，父親幫

忙搬運，買家額外多付點錢。父親帶回家的不單只是我們的晚餐，而是一

個終身受用的信心功課，就是神眷顧我們，是我們隨時的幫助；倚靠神，

永不落空。

主顯大能拯救
有一天，大女兒放學回家，赫見漫天煙火，慌忙跑回家與母親會合，

父親忙着協助救火。但見荷浦姨站在火場外一個較高處擧著雙手大聲迫切

呼喊神，禱告說：「上帝阿，上帝呀！要來救陳兄一家呀！」

火勢洶洶，猛烈燃燒著，我們家那邊，一排五間木屋，一間一間的燒

起來，我們的屋是第五間。看著與我家一板之隔的第四間屋的屋頂也燒著

了，心裡十分驚惶，心想一切都完了！就在剎那間，火停住了，熄滅了，

隔壁的屋頂已被燒去七成，我們的屋頂卻完整無缺。那場大火燒掉了廿多

間木屋，村民無不嘖嘖稱奇，議論紛紛說：「這家人太好彩啦！到底他們

做了甚麼好事，一定是祖先積了很多功德，竟如此幸運。」父母親告訴他

們說：「我們是信耶穌的，全是主的保祐，我們的主真是活的！」

「耶和華的使者，在敬畏祂的人四圍安營、搭救他們。」（詩 34：7）

上帝的拯救，彰顯了衪的大能，讓村民看見上帝的榮耀。父母親深刻的體

會神的真實，這個經歷叫他們多年來不懈的傳福音，放膽見證這位又真又

活的神。

1958 年成立茶果嶺佈道所
九龍城潮語浸信會自五零年冬九龍城寨大火成災後，熱心的弟兄姊妹

看到基層福音的禾田，開始在各處木屋區開展佈道關懷事工。記得當時荷

浦姨領隊到茶果嶺，姚振國牧師、師母擔著枝大旗，就在我家旁一塊人來

人往的大空地作街頭佈道。那時代很容易吸引群眾停下腳步來聽道的，實

在是傳福音的大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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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證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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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光倒流六十年

2016-2017
跨年營

2001 年使命行動隊

2006 年第一屆耶子兵

2005 年社區嘉年華

迎接2017年的一刻，你與誰人度過呢？這次，我選擇跟百多位弟兄姊妹一同在大嶼

山梁紹榮度假村歡度新一年。

今年跨年營的特色是「自由」，大家可隨自己的喜好做想做的事，例如選擇退修或玩樂，而社關亦藉此

機會邀請一眾功課輔導班的學生與家長入營，讓他們能更認識教會及享受親子同樂的時間。最終有 9個家庭

共 24 人參加，當中有不少家長更是第一次參與教會的活動。

三日兩夜的跨年營中，第一日是自由活動的時間，由於小朋友平常少有機會接觸郊外，所以他們都把握

這次機會「放電」，將自己所有的精力都發放出來，他們不斷跑跑跳跳、你追我逐，這個畫面

持續了好幾個小時。到了晚上，所有人一起燒烤，眾人開始彼此認識及交談，當然我亦參與其

中，慢慢去了解他們的家庭及子女的情況。燒烤完結後，別以為小孩已經回房間睡覺，因為最

精彩的一刻現在才開始，就是「夜觀星象」。

「嘩！好靚呀！好多星星呀！第一次見到咁多星星！」小朋友不停嚷著。的確，大嶼山不

如市區般萬家燈火，這裡的黑夜沒有光，只要抬頭望向天，就能看到天上繁星，難怪小朋友會

如此興奮，置身其中真的能感受到造物主的偉大。

第二日，活動包括了定向遊戲和「撕名牌」遊戲，小朋友自得其樂，而家長則在旁觀看，他們更

坐在一起分享家庭點滴，我亦加入與他們聊天，當中談及到教會的活動及聚會等，他

們表示非常喜歡教會的活動，更希望教會能多辦不同類型的活動，他們定會全力支持

及參與。晚上，教會上下的弟兄姊妹都一同倒數，迎接 2017 年的來臨。

離開營地回到教會的時候，我向神禱告，將整個社關事工交給神，我深信神定必

會帶領更多的社區人士來到教會認識主，我深深感受到我們已走在正確的道路上，求

神繼續帶領教會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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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2	《觀塘潮語浸信會立會三十週年堂慶特刊：1973-
2003》，香港：觀塘潮語浸信會，2003，頁 2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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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4	〈觀塘潮語浸信會立會三十週年堂慶特刊：1973-
2003〉，頁 22。

九十年代中後期至千禧年代，在翠屏道 11號坐立多年的觀潮隨著時間的飛逝，不單是建築

物需要大型修葺重建，而當中的人與事也經歷許多的變遷、改革與更新。因著觀潮多年來的福音

工作，吸引了不少非潮籍人士進入教會，加上新一代於香港本地成長的年青人開始興起投入不同

的事奉，觀潮開始由一個以語言族群為本的教會轉化為以城市為本的教會。1於崇拜事工上，為

配合香港「打工」的節奏，1997年，觀潮開設主日晚堂崇拜（後改為週六晚上），好讓弟兄姊妹

不會因為工作的關係而失去與神親近的時間；為配合不同言語的需要，特別是新來港人士，教會

開始有使用國、粵語講道的崇拜。另外，為更貼近新一代的想法，觀潮於 1999年開始舉行少年

崇拜（後改為「潮拜」），以現代讚美及敬拜方式進行，讓年青的一代更投入、更容易親近主。2

不過，觀潮經歷不少困難與風雨，於短短十年間更替了多達數十位的教牧同工，有不少事工

的計劃發展停濟不前，影響了對會眾的牧養，亦流失了不少弟兄姊妹，開始出現斷層、人口老化

等現象。3雖則如此，教會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因著愛主、愛教會的心，從沒有放棄這個屬靈的家，

延續不同的事工。

於差傳事工上，觀潮繼續支持並差派宣教士，亦有弟兄姊妹委身宣教，每逢週六輪流前往深

圳葵涌主領福音聚會，服侍當地廠房的工人。青少年事工方面，早期觀潮成立暑期佈道隊，一眾

年青人每到暑假這個「黃金檔期」便全程投入於佈道事工；1999年起，佈道隊轉為「使命行動隊」

（Mission	Possible	Team，簡稱MPT），除了一般佈道訓練外，更有其他方面的訓練包括敬拜、

神學等，以長達兩個月的時間去裝備的同時，亦將祝福帶到社區，這班年青人不只成為了假期聖

經班導師的生力軍，甚至到國內潮汕地方探訪教會和給他們一些簡單的訓練等。4其後，「MPT」

亦改為「耶子兵」，以一至兩星期精華版的訓練，讓一眾年青人立志成為耶穌子女的精兵。這些

活動不單成為各個年青人一個暑期的記號，更是彰顯著一代又一代的承傳，由隊員訓練成為精兵

後，再成為導師去訓練下一代的隊員。社關方面，2005年觀潮曾與浸聯會合辦「鬆一鬆」派飯事

工，惠及翠屏邨內的街坊；同年於教會第一次舉辦社區嘉年華，逐漸增強教會與社區的聯繫。

縱使觀潮曾經歷起起跌跌，但神的恩手從未間斷，帶領弟兄姊妹繼續前行，讓觀潮再次起步，

向更遠大的目標出發。



崇拜後，弟兄姊妹們共同見證2017年 1月 1日（日）
這個安放時間囊的歷史時刻。親子家庭牧區的兩個家庭分享他們的得救見證。

進堂後首次舉行聯合崇拜，Jollyland的小朋友領取任務紙後，
共同在禮堂參與這美麗的時刻！

小朋友在台上興奮地拍手唱和。
各個大團派出代表介紹放入時間囊的物品。

主席把時間囊埋進地底下。

第 86屆浸禮及轉會禮的受浸者、轉會者與同工執事
的大合照。2016 年 12 月 11 日（日）當日下午共有
38位肢體受浸，14位肢體轉會。

倪牧師頒授證書予受浸者和轉會者。

作者：足印

　「有人暈倒了！快叫救護車！」在十公里的跑步比賽期間有人大叫，
賽道上頓時掀起一陣騷動。阿鐵聞聲折回，想看看有甚麼可以幫忙。跑到過
去時，已有其他跑手正為那人急救，又有人正在打電話叫救護車。阿鐵看見
阿關站在那暈倒的人旁邊，於是問：「你認識他？」阿關點點頭，低聲說：
「以前的團友，他叫肥陳。」阿鐵和他雖然不是同一個團契，但也認得那躺
在地上的是從前敬拜隊的成員，只是已經很久沒有返教會了。肥陳穿著簇新
的運動服，他腳上的運動鞋仍是耀眼的鮮黃色，顯然也是新買的。

等了一會，救護人員終於來到，其中一位走到阿關旁邊，問：「你是他
的朋友嗎？」

「是的。」此時，其他救護人員把肥陳抬上擔架，搬上救護車。那救護
員續說：「你們一起上車陪他到醫院去吧。」上車後，阿鐵想起上年的渣打
馬拉松有一位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也是在比賽時暈倒，好像也是心臟有事，最
終救不回。想到這兒，阿鐵立即傳了個 whatsapp 訊息到「直奔標竿」跑步
小組的群組，叫大家一起為肥陳禱告。

「他前兩個星期也有應小燕的邀請回來教會崇拜，之後我和他一起吃
飯。」在車上，阿關突然向阿鐵提起：「但他好像變了個人似的，變得比從
前沉默，以前他總愛和我們說笑搞氣氛。」阿鐵和肥陳不太熟，不懂如何回
應，只能望著一動也不動的肥陳，求神再給他一個機會。

「他的心臟有事，可能要做換心手術，但要等人捐出合適的心臟，不然
凶多吉少。」深切治療部的醫生這樣對他們說。阿關和阿鐵心裏一沉，肥陳
的家人更是泣不成聲。

「他前天說要來跑步時我已經叫他不要跑，他卻堅持要跑。如果我阻止
到他，他就不會有事了！」肥陳的媽媽哭著說。已完成賽事趕到醫院的阿惠
輕拍著她的背，直至她的情緒稍緩。後來，他們在醫院的飯堂傾談，才知道
原來肥陳這幾年在工作上遇到頗大的挫折，加上他被上司和同事以言語欺
凌，令他變得沉默寡言。

肥陳的媽媽說：「聽說是有同事找他幫助報名跑馬拉松，借他的名字抽
籤，最後那同事自己中籤了，阿仔也抽中，他不想浪費那機會，便說要跑。
他的同事笑他一定跑不完十公里，他受不住別人看扁他，就和對方打賭，說
自己一定跑得完。這幾個月實行甚麼飲食控制，但我見他忙得根本沒時間練
跑，即使買了新的運動套裝和跑鞋又如何？這些表面的裝備根本幫不了他提
升體能，我勸他又勸不聽，唉。」他們三人都不懂回應，最後只能為肥陳和
他一家祈禱。

幾天後，他們收到肥陳已醒過來的消息，更說已等到合適的心臟，可以
做手術了。手術前夕，阿關再到醫院去探望肥陳，肥陳向他道謝，除了談及
他的病情外，還剖白道：「我以往是一個虛有其表的基督徒，空有外表的敬
虔，就像我那身新的運動服和運動鞋一樣，不能使我的速度提升。這幾年我
已厭倦了這樣的自己，卻無力改變。上次回到教會，雖然崇拜大部分的時間
我都睡了，但當日卻很清晰地聽到『心意更新』四個字。那時我問神，怎樣
才能心意更新？很諷刺也很具體地，神回應了我的問題，要我換心。你要為
我祈禱，我不想再過以前的生活，希望神幫我心意更新，使我的生命有從內
而外的改變。」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
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馬書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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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拉弗詩班首次獻詩。

各個大團預備禮物送給35年後的下一代。

觀潮的事工幹事廖廣亮弟兄受浸了！

親子家庭牧區有不少團友受浸，場面溫馨。

年輕的受浸者展示燦爛的笑容。
幽默風趣的盧永發
弟兄分享得救見證。

心意更新

第86屆浸禮及轉會禮 聖誕聯合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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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青二區——裝備、實踐信仰  

事工
巡禮

 代禱守望 

親愛的天父：

我們感謝祢，因為祢是拯救屬祢的兒女脫

離黑暗和罪惡的主，使信祢的人得以在祢聖

潔的國度裏有份，得享原本不配受的福氣。

願教會唯一的根基主耶穌基督保守眾肢體

合而為一的心，成為社區中愛的見證。願主

使眾人能定睛在主的榮光上，無論是年長的、

年少的、信主年日長的、初信的，祈求聖靈

幫助我們發揮恩賜，互相配合，以愛去服侍

教會，使教會漸漸增長。

求天父賜智慧、愛心與耐性給教會的牧

者，他們需要從祢而來的洞察力以致能明白

群羊的需要，求主讓他們明白祢的旨意，帶

領弟兄姊妹走在祢所喜悅的道路上。又求主

興起弟兄姊妹禱告的心，合力為牧者、為教

會儆醒守望。

奉主耶穌名求，阿們。

一 . 職青二區簡介

	 	 職青二區每週聚會的時間，是逢週五晚上 7 時 45 分開始。選

用這個時段的其中一個原因，是讓團友可以在週六和週日的時間，

可以多一點時間與家人、朋友相聚。職青二區於 2013 年教會重整

團契形式時整合組成，由從前的七個團契組成今天的大團。所以這

牧區有一個特質，就是團友的年齡差距較大。

二 . 牧區特質

	 	 整個牧區最年輕的團友年齡約二十多歲，也就是進入職場工作

約有五年以上時間；然而也有擁有幾十年社會工作經驗的團友參與，

他們的年齡都低於六十歲，因此在牧養上都有一定的難度。他們不

單單有年齡的差距，還有屬靈生命上的差距。有的是剛信主的團友；

有的是從小返教會至今的團友。因著年齡上和屬靈生命上的差距，

要策劃和實踐牧養教導也非容易之事。當然年齡和屬靈生命上的差

距，也同樣可以是牧區的優勢，究竟如何運用這個優勢及發揮？

三 . 牧區改變

	 	 經過兩年多的牧區重整和改變，2016 年牧區又再一次作了少許

的微調。有兩個小組因組員人數下降和組員轉到其他牧區，兩個小

組作出了整合。此外，由於其他牧區的發展和聚會時間的問題，雅

歌小組已由成年牧區轉到職青二區。

四 . 牧區發展

	 	 教會於 2016 年 10 月返回原址，為配合觀塘社區的發展和教會

未來的發展策略，教會將會更全面發展不同的福音性事工。究竟本

牧區可以如何配合教會的發展？究竟如何牧養職青二區團友讓他們

能夠發揮恩賜配合發展呢？因此今年本牧區的方向是「裝備、實踐

信仰」，盼望能夠在未來幾年透過牧區的週會、查經、個人的進修、

團契侍奉等等，讓團友

作好個人的訓練裝備。

此外，亦鼓勵團友積極投

入教會各部侍奉、推動更

多的牧區活動，讓各團友

可以有更多的信仰實踐

機會。增強牧者與組長們

的溝通和牧養，亦是牧區

重點發展的牧養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