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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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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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在溪水旁—馬葉淑蘭終身執事
早前曾訪問過黃英、楊桂珍、朱惜心時，她們都不約而同地用潮州話提到一個名字——「馬生娘」，即本會的終身執事馬
葉淑蘭。馬葉淑蘭是天台時期婦女會的中堅成員之一，於七十年代被按立為終身執事。馬葉淑蘭的生命是禱告的生命，她的一
生與祈禱脫不了關係，而她和神緊密的關係也祝福了她的後代和教會。
馬葉淑蘭對神的認識始於一位與她同住的
美國宣教士。馬葉淑蘭 1918 年於潮州出生，
兩歲喪父，但她自小已認識愛她的天父，因著
宣教士的栽培，她的信仰根基非常穩固。那年
代大多數人都沒有讀書的機會，但因著宣教士
的支持，馬葉淑蘭有機會讀到大學，主修護士
和教育。
馬葉淑蘭的丈夫是國民黨高官，他從上海
被派到潮州工作，前妻早逝，遺下四名二至八
歲的子女，當時他覺得一定要找一位基督徒的
馬葉淑蘭執事
繼室，因為只有較有愛心的基督徒才能照顧那
四名子女。馬葉淑蘭嫁給他後，果然把丈夫前妻的子女視為己出，連她自
己的親生子女也渾然不知那四名兄姊是同父異母的手足，直至長大後媽媽
對他們透露時才知悉。
在那政局不穩的年代，有一回，馬葉淑蘭被四個解放軍軍人用槍指著
頭顱帶走拘留。因她的丈夫是國民黨高官，在正常情況下，被共產黨抓去
後應是凶多吉少。當時有些人聚集在她家的廳中懇切地為她祈禱，奇蹟地，
第二天早上，馬葉淑蘭竟然被釋放平安回家。原來審她的法官是她從前的
學生，一句「一人犯罪一人當」保住了她的性命，雖然尚要以織布和化工
廠作為交換條件，但卻讓她尚年幼的子女看見神的大能。

即使沒有在教會服侍，她平常的生活依然離不開唱詩敬拜、讚美和祈
禱，她又懂得背誦很多聖經，例如詩篇第一篇和廿三篇等。晚年，除了她
的雙腳因為退化的關係而要坐輪椅外，身體沒甚麼大毛病，只是漸漸開始
不懂說話，認不到人，但有兩件事她從沒有忘記：祈禱和唱詩。她時常記
得觀潮是她的母會，並常常為牧師和教會的需要祈禱。直至她在世的最後
一天，她仍然如常獻上禱告，被送往醫院後，很安詳地返回天家，終年 96
歲。現時她的子孫已超過一百名，當中有工程師、律師、醫生、法官等，
其中有兩個孫兒做了牧師，相信這是她最開心和最引以為傲的。
從馬葉淑蘭的生平，可見她由出生至離世，都沒有停止為神工作。就
算到了晚年，她仍然透過禱告去為教會守望。像她這由神帶領的生命、與
神有緊密聯繫的生命，的確像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樹，不只常結果子，更透
過這些果子祝福教會、祝福她的後代。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他
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
他所做的盡都順利。」（詩篇 1:2-3）

五十年代，馬葉淑蘭一家來到香港，從此與觀潮結下不解之緣。那時
名為「九龍潮語浸會官塘佈道所」的觀潮的聚會地點在天台，馬葉淑蘭每
天早上七時必定會前往天台祈禱，風雨不改。每年的受苦節，她更會禁食
祈禱。她也是婦女會早期的成員之一。除了參加早禱會和婦女會外，她還
開設了識字班，盡用神所給她的恩典，用聖經來教一班婦女認字，使她們
在生活和屬靈的層面一同被建立。
被形容為「女中豪傑」的馬葉淑蘭不只在教會內服侍，她更願意開放
自己的家去服侍其他有需要的人。因為後期她大部份的子女都到了
美國讀書，或已各自成家，故家中有空餘的房間可接待
其他人。她服侍的對象包括：未婚媽媽、被丈夫虐待的
婦女、貧窮的人，甚至是被鬼附的。據女兒馬時恩憶述，
媽媽會每天為那些因被鬼附而住在她家中的人禱告，直至
他們痊癒為止。這需要何等大的愛心與耐性！不少受助者
亦因此而認識耶穌。
1972 年，馬葉淑蘭成為了觀潮的第一屆執事，並於
1976 年 4 月 25 日被按立為終身執事。其後她繼續於觀潮
中服侍，直至八十年代移民至美國為止。身在彼邦加上接
近退休年齡並沒有攔阻她服侍神的心，在美國有一批來自
越南、柬埔寨等地的華僑只懂說潮語，馬葉淑蘭於是以潮
州話教授主日學，教他們讀聖經，直至九十歲高齡才正式
退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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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的婦女會，
前排右二為馬葉淑蘭
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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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食工房

潮食工房自開業至今，轉眼間已有 4 個多月的時間，當中服務了觀塘區低收入在職人
士及短期失業人士超過 600 多人，合計服務超過 4000 人次，成功為 15 位失業人士尋找到合
適的工作，而其中兩位成功覓得工作的故事是非常鼓舞的。
第一位「搵工」人士是一位畢業於工商管理學系的大學生，他在教會門外看到飯
堂的宣傳單張而自行進來，今年 24 歲但已經失業了將近一年，只有少許兼職經驗，
他希望找到一份全職工作。初次看見他的時候，發現他的性格比較內向，不擅長與人
交談，正因為他性格的緣故，難於找到與學系相關行業的工作，是一位棘手的求職
者。飯堂項目主任林家強先生與他交談後，大膽地向他介紹了一份與他學系無關的工
作——會所助理，而他亦願意接受挑戰。他應徵後，不出一星期內，便得到僱主的聘
請，他亦開始他的工作，當他一個月後再來到飯堂的時候，大家都發現他開始改變了，
說話亦多了，而僱主亦稱讚他做得不錯，真替他開心！
而另一位待業人士是一位 71 歲的婆婆，她本身已退休 10 多年，一直依靠著儲蓄
過活，她希望找到一份不太辛苦的兼職以幫補收入，但由於她的年齡限制，沒有僱主
願意給予她工作機會。最終，林先生向她推介了一份在青衣的包裝工作，雖然她家住
觀塘，距離工作環境頗遠，但她仍願意去試，直至現時為止，她已工作了接近 3 個多
月，平均月入亦有 4000 元左右，她跟我們說，現時的工作能給她滿足感，亦有助她
維持自己生計，她非常感謝飯堂不單能提供低廉的午餐，亦幫助她重投職場工作。
看到受助者的轉變，亦幫助他們尋得所需，讓飯堂上下得到滿足和喜樂，願神能
大大使用教會，盼望日後能服侍更多有需要的人士，讓更多人得到幫助。

「潮」光倒流六十年

2009-2015 重建期
觀潮自進入翠屏道的座堂後，不但建築物經歷風吹雨打，內裏亦經歷不少起起跌跌。踏進千禧年代
的觀潮，教牧同工頻繁更替的問題嚴重，觀潮的事工發展變得緩慢，加上社會急速的變化，於欠缺穩定
帶領下的觀潮，在 2007 年的統計下，聚會人數停留於五百多人中，較十年前的數據只有 8.7% 的增長， 2009 年 11 月 4 日第一次舉行
「週三研經祈禱會」
而且會友年齡老化的現象亦是漸趨顯著。1
處於低迷階段的觀潮於 2009 年再次重新起動，當時的堂主任倪貢明牧師舉辦了三次論壇，分別為：「現今教會面面觀一：聆聽、反思、
迴響─主任牧師的百日觀察報告」、「現今教會面面觀二：觀潮的歷史、核心信念與使命，探討教會憲章、事工配搭及行政事務」，以及「現
今教會面面觀三：探討長遠發展」。2 當中約有七十多位弟兄姊妹參與，而且年青的一代也參與其中，牧師分享他於就任期間的觀察，帶領會
眾從回顧反思過去的觀潮到展望將來，重新思考觀潮存在的核心動力，亦正式開展一系列的「更新之旅」。3
先是牧者與領袖的更新。教會於 2009 年年尾舉辦第一屆跨年營，是教會首次舉辦全教會性的培靈、祈禱營會。營會約有百多位弟兄姊妹
參與，當中除了牧者和執事外，亦有不同年齡層的領袖與愛教會的弟兄姊妹受邀參與，而一眾由年青人組成的研究小組亦以社會學的「教會生
命週期」為題，以問卷調查的方式向各營友分享教會現況，而研究顯示觀潮當時正處於「退休期」。4 面對客觀的事實，牧者與領袖於營會一
同反思教會的方向與異象，亦邀請了不同外來的嘉賓分享他們的經歷，更重要的是為教會禱告。於營會的尾聲，整個場地點著燭光，牧師逐一
為教牧同工與執事禱告，而每一位牧者為親自寫上禱文，逐一為所牧養的弟兄姊妹禱告，以禱告完結營會，亦以禱告重啟教會的更新。

與此同時，教會致力推動屬靈生命的復興，積極鼓勵和牧養弟兄姊妹與主建立親密的關係，重回信仰的基本：讀經、靈修與禱告的生活。
因此，教會由 2009 年 11 月起開始舉行「週三研經祈禱會」（現名為「週三查經祈禱會」），每逢週三的晚上，邀請來自不同神學院的聖經學者，
從不同的釋經角度向弟兄姊妹講述舊約與新約中各個經卷。5 除了讓弟兄姊妹深入地學習聖經知識外，查經後亦會以分組、敬拜祈禱會等形式
為個人、肢體、教會、社會與世界禱告。另外，於查經祈禱會開始之前，有一些弟兄姊妹亦會安排愛筵，好讓一眾剛下班或剛下課的弟兄姊妹
有一頓既健康又豐富的晚飯，再享受於靈糧上的飽足。查經祈禱會至今亦是從不間斷，於八年的時間內已經將整本聖經講述一次，而且亦再次
以不同的角度和由不同的學者更深入了解神話語的奧祕。「週三查經祈禱會」於高峰時期
亦有約一百人參與，除了本會會友外，亦吸引了其他教會的弟兄姊妹參與，是不少弟兄姊
妹學習神話語的平台，亦是弟兄姊妹之間關係建立的時機，更是與主親近的寶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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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柏祺大學教牧博士論文，2010）
，頁 33。
2 佚名：〈立會四十週年紀念特刊〉（香港：觀塘潮語浸信會，2013），頁 12。
3 吳安強：〈「以語言族群為本位」到「以城市為本位」的教會更新〉，頁 33。
4 吳安強：
〈「以語言族群為本位」到「以城市為本位」的教會更新〉
，頁 23。以及 觀潮研究小組：〈教會生命週期〉
，陳碧韻編：
《觀塘潮語浸信會領袖跨年營營刊（2009-2010）》
（香港：觀塘潮語浸信會，2009），頁 94。

2009 年舉辦的領袖跨年營，眾人齊心禱告。

5 佚名：〈立會四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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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感恩崇拜

新春感恩崇拜是觀潮多年來的傳統。

大年初一是一家人團聚的好日子。

一眾同工帶領會眾同唱新年賀歌，救主賜福
定不停！

聯合詩班穿著富中國特色的服裝，喜樂地獻
唱《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兒童詩班啟動禮

每位家長都是小小詩班員最大的支持和動力！

2017 年 1 月 15 日是兒童詩班啟動禮，
當日約有四十位小朋友參加。

指揮何卓怡姊妹帶領小小詩班員敬拜神，
能讚美的孩子最喜樂。

一眾小小詩班員立志未來一年學習敬拜天父，兒童詩班正式啟動！

將心給我
肥陳的換心手術進行得很順利，康復出院後，團牧邀請他在團契中分享
見證。肥陳簡單地介紹自己後，分享了一首歌：「假若我有無限智慧，我甘
棄主腳下；假若我有財物滿貫，我交給主手中 ......」阿關記得某年團契暑假
的營會中，導師領唱這首歌，由肥陳在旁伴唱，當時肥陳用浮誇的聲線唱出
來，令負責彈結他的阿關忍俊不禁。如今的肥陳彷彿變成另一個人，連唱同
一首歌也唱出不同的味道。
「我願這生獻呈為祢，願明白祢心意；『不用獻我財物智慧，將心給
我。』」連不太懂音樂的小燕也聽得出肥陳聲音中的真摰。當大家聽完肥陳
分享他由跑馬拉松當天到手術後的心路歷程，便明白了背後的原因。
「在跑馬拉松比賽時，往事一幕幕地浮現。我想起自初中起，因街頭佈
道隊向我傳福音而信耶穌返教會後，我都是一個不太虔誠的基督徒。雖然曾
在敬拜隊中服侍，但我是為了甚麼而唱呢？或許那時我並非為了要榮耀神而
站於台上，而是貪圖那種被人認同的虛榮感。或許大家覺得我是你們眼中的
開心果，但其實我的內心一直都感到不滿足。為了賺取別人的愛戴，我不敢
把真正的自己表露於人前。就像我在社交媒體所展示的，一切也經過修飾和
美化，而非真正的我。
「中七畢業後進入職場，我看見了人性的陰暗面。一班原本和我很要好
的同事，因其中一人的挑撥離間，竟然變成了欺凌我的黨派。那時我沒意識
到要反抗，只懂順應他們種種不合理的要求，包括答應了恆常於星期日輪
班。現在回想起，這一切都是因為我想得到別人認同的渴望而起，而這一切
正是我遠離神的開始。當時我的自信跌至谷底，甚至有些抑鬱的症狀，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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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人，我厭惡這樣的自己，卻無法改變，也沒想過要向神或任何人求助。
「那天跑步時，我回想起最近一次崇拜中很清晰地聽到講員說了『心意
更新』四個字，我一面跑一面在心中向神祈禱說：『我希望我的心意可以被
祢更新。』往後的事我不記得了，只知道醒來時已身在醫院。醫生向我解釋
了病情，說我要換心才有機會完全康復。醫生離開後，我第一件做的事情竟
然是偷偷地自拍，預備加濾鏡效果後上載至 instagram。我看著相中那病懨
懨的自己，才突然醒悟過來。
「當時我想起有次到內地在路邊等公車時，有個衣衫襤褸的女人在路上
彎下腰，從地上拾取別人棄掉的煙蒂。每拾到一支便拿到嘴邊吸索，然後把
煙蒂整齊地排列到某個角落。看樣子她連飯也沒錢吃，竟然還去找香煙？而
且吸完之後還要把煙蒂排列整齊，是要給誰看呢？我之所以會想起那個女
人，是因為我發覺自己和她一樣，正在追逐一些生命中非必要的東西。假如
沒有人捐心臟給我，我的相片在 instagram 得到再多的『心』又如何？我還
需要再去爭取更多別人的愛戴和認同麼？當我連生命也不肯定能否維持下去
時，我意識到我所需要的只是那賜人生命的神。我立時在神面前認罪。
「在換心手術完成後再次醒來的一刻，我腦內響起剛才和大家分享的那
首歌。好像是神對我說：『將心給我。』由那刻起，我知道我的生命不再屬
於我自己，而是屬於神的了。」
「我兒，要將你的心歸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悅我的道路。」（箴言
23:26）

事工
巡禮
職青三區的由來和意義

以斯拉組的誕生
   2009 年一些與成年大團差不多年齡的會友開始定期來參
加週三查經祈禱會，他們本身並沒有加入任何大團小組，直至
教會遷往寧晉中心聚會的期間，又陸陸續續地也加入了一些新
的朋友。倪牧師目睹當時的情況，就特意為這些朋友開設了以
斯拉新人組。2013 年，由但以理、友尼基、雅歌三個團契組
合而成的成年大團正式成立，以斯拉組成為了成年大團一個新
加入的小組。

新事工 —「異象 1607」
   2015 年８月 21 日—「重建神家」這全然嶄新的異象誕
生了！倪牧師用心籌劃了一次「重建神家」的退修日。讓一班
同心委身觀潮的弟兄姊妹一起藉着禱告、敬拜、聖言分享、去
尋求神對「重建神家」的心意。就在這天，按着神給各人的感
動與領受，這遠像把一個全新的隊工團隊凝聚並建立了起來。

   職青三區以主動接觸新人為其中一個主要目標，另外也關
懷一些還在適應中、尚未安頓下來的弟兄姊妹，幫助他們投入
觀潮的大家庭。現時參與職青三區的弟兄姊妹，有夫婦，也有
單身一族；有專業人士，也有營商的和其他「打工一族」。雖
然弟兄姊妹的年齡有差距，但在主裏的相交和分享並沒有因此
而受到阻礙，反而藉著見證神在各人生命中的作為成為彼此的
激勵。除了每月兩次的聚會外，每天均有職青三區的弟兄姊妹
精心挑選一些經文及靈修小品傳給所有職三團友；另外亦設有
祈禱鏈群組，成為在團契時間以外彼此互相禱告守望的平台。

「職青三區」聚會時間及地點：
每月逢第一、三個主日下午 12 時 45 分於一樓設有愛筵，下
午 2 時於五樓小禮堂聚會。
內容：敬拜讚美、祈禱、見證、查經。
「要擴張你帳幕之地，張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要放長
你的繩子，堅固你的橛子。」（賽 54:2）

   2015 年 9 月 27 日—「異象 1607」正式啟動。開幕典禮
當天倪牧師透過以賽亞書 54:2-3 與我們分享了多年來神放在
他心上的心願，他坦誠道出了異象的由來：
   「神的心意是要觀潮人在翠屏道這片土地之上，向左向右
開展。祂並不滿足於擴張我們的土地，祂甚願擴張我們的生命，
盛載新人的群體，與不同語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開拓我們關
懷的領域，積極支援區內弱勢社群的需要，成為他們的好鄰舍，
在這片土地上一同得福。」神要我們不要為自己設限，擴張神
的國度，這本是神子民應負的責任，感謝神！引領我們毅然選
擇走上一條截然不同的恩典之路！
   2016 年適逢成年團重組之際，為了考慮新朋友的好處，
倪 牧 師 再 把 以 斯 拉 新 人 組 與 當 時 成 立 不 久 的 新 事 工「 異 象
1607」連接成為一組。2016 年復活節主日，以斯拉組與「異
象 1607」第一次在倪牧師家中相聚。從此，兩組合而為一。

躍動心靈．從新起動
   從來，異象與使命，
機遇與處境現況兩者都是
並駕齊驅的。在萬務都有
定 時 的 2016 年 11 月 6
日，「 異 象 1607」 從 寧
晉回歸新殿宇後正式加入
了大團小組的行列並重新
命名為「職青三區」。

代禱守望
親愛的天父：
感謝祢每天所賜下的恩典，透過陽光與微風訴說著祢
的愛。感謝祢總是細心地看顧著卑微的我們，像溫柔的母
親默默地供應我們每天的需要。有時我們因忙碌而對祢的
存在一無所覺，或沉醉於玩樂聽不到祢的細語叮嚀，懇求
主赦免我們，求祢使我們能悔悟醒覺，並和祢重新結連。
求主除去攔阻我們領受祢恩典的事物，好叫我們完全
被主吸引，一心跟隨祢。
奉主耶穌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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