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於恩典之始

談吐得體、處變不驚、不卑不亢這些

詞語都很適合形容李美齡會佐。別人眼中

的她，能言善道、對答如流，彷彿這些都

是天生的。誰會想到從前的她竟然是個害

羞的女孩？

美齡會佐小時候的家境貧困，一家七

口主要靠爸爸工作的收入過活，若爸爸沒

有工作，他們便沒有飯吃。沒有飯吃時，

美齡會佐便會向神祈禱；到有飯吃的時候，

她亦會感恩。因為自小已返教會，她對神

並不陌生，美琼、偉強、美芳、偉盛幾位

弟妹也一樣，每週隨媽媽一起返教會。早

在他們未出生以前，美齡會佐的媽媽已經

信了耶穌。當時有位返九龍城潮語浸信會、

住同一層的曾婆婆向美齡會佐的媽媽傳福

音，後來媽媽又帶丈夫信主，最後全家人

都得以領受神的恩典和福氣。

在信仰的歷程上，美齡會佐也曾經歷過一段尋索的時期。大約在她十二

歲時，一些教會的阿姨開始問她為何不浸禮，當時她答不上來，反而媽媽代她

回答：「神會帶領她。」她感激媽媽給她空間在信仰上慢慢探索，也感恩神給

她繼續讀書的機會。在那個年代，一般人都覺得女孩子不需要讀太多書，但美

齡會佐卻有機會讀完大學，而大學階段更是她信仰路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未上大學前，她性格較害羞，自覺不懂在人前說話，但哲學系的學科要

求逼著她要厚著面皮在同學面前表達一些難明的概念，甚至要用上不熟悉的

英文，在小組討論中也需要與同學互動。如今回看，這些訓練除了讓她的思

考更全面，也幫助她練習如何應對，這些都對她日後的侍奉很有幫助。

眼見有些大學同學不再返教會，美齡會佐開始思想：「我怎麼知道神

是真的？為何要返教會？」一個平凡的早上，她從大學宿舍的窗外望出去，

看見有三、四個同學在宿舍前的行人路圍在一起靈修，一起看聖經和祈禱。

她當時有一種很強烈的感覺，反問自己：「我在做甚麼？為何我不像他們

一樣？」她覺得自己不算出色，但神竟然給她機會進大學讀書。她曾經因

為家境問題而覺得神不公平，但

在反思的過程中，她看見了神的恩

典，覺得自己不應再怨，應該在教

會中多點投入參與。

踏上恩典之路

小時候，美齡會佐隨媽媽返過

九龍城潮語浸信會和牛頭角潮語浸

信會，到觀潮舊堂建好後，他們便

開始返觀潮。在大學經歷了那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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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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命
宣言

過程後，她除了如常參加觀潮的主日崇拜，也開始參加團契，再過一年便受

浸加入教會。有段時間她一邊返觀潮，一邊返其他教會的小組查經，在這些

查經中，慢慢地對聖經的認識加深了。該教會的教導很有系統和層次，而且

弟兄姊妹的關係很密切，令她心生羨慕，不過她最終選擇留在觀潮，因為她

覺得在觀潮也可以找到這種滿足和開心，並開始思想自己在觀潮可以如何更

進一步地參與。

作為一個老師，美齡會佐平日的時間較難參與教會聚會，只得星期日可

以回到教會去；自覺音感不佳，亦難以參加與聖樂相關的侍奉。但神恍似知

道她心中的想法，安排她踏上一條從前沒有想過的恩典之路。1991 年，因著

她老師的身份，有弟兄姊妹提議她教主日學。教主日學和平日教書有些技巧

是相似的，但需要更多時間備課，這也驅使她更多地研讀聖經，對神的話語

加深了認識。數年後，有執事鼓勵她做執事，當時她覺得如果是主日學部的

話也可以嘗試，於是接受邀請，在 1994 年成為主日學部的執事。雖然由主日

學教學的工作變成要處理較多的行政事務，但她背後有一班熱心的既有經驗

又忠心的主日學老師團隊。當大家建立了互信的關係後，主日學老師開始比

較願意分享自己的看法，彼此也有聯誼的時間，令她樂在其中。

飽嚐恩典之味

從一位主日學老師到成為執事，美齡會佐跨越了一個心理關口；從執事

到執事會主席，又是另一個關口：「那時有些執事鼓勵我，於是我大膽應承，

但知道自己有好多事情不懂。我像一個學生般去了解運作，從頭學起，希望

自己不會做錯。壓力是有的，因為不可以出錯、要謹慎。多謝其他執事給我

機會去學習，因為要看的文件和處理的事有很多，要預備會議，全年不同時

段又有不同的事情要商討。怎樣才能避免錯漏？如何能使執事會有效能地運

作？感謝弟兄姊妹信任執事會，每到新的一屆我覺得自己仍有很多學習的空

間。從前（教會建築物只得）兩層不太困難，但現在有十三層，如何才能運

用得好？這是很大的學問。」身負如此重任，若非靠著神的恩典，誰能站立

得住？

觀潮重建期間，美齡會佐特別經歷到神的真實，好像和祂越走越近，恍

似能手握祂的恩典。特別在找尋臨時聚會點的過程中，她看見神的同在。每

次以為找到合適的單位，到預備簽租約時總是有些阻礙，時間越來越緊逼，

大家都開始焦急，神在此時讓她和弟兄姊妹看見寧晉中心的單位。此刻回望，

神預備的地方不只是要讓會眾可以崇拜，更讓小朋友能在附近一個不會被大

人聚會打擾到的地方聚會，並讓觀潮人看著舊堂由拆卸至重建的整個過程。

回顧這半生人的經歷，美齡會佐說

得最多的是「恩典」二字。從前，她羨

慕別人不愁衣食的生活、令人感動的得

救經歷；今天，她感激神賜她有愛她和

支持她的家人，在看似平淡無奇的生活

中體驗到神所賜的平安，她發現自己原

來早已飽嚐恩典之味。

靠主恩典站立—李美齡會佐
2010 年底，李美齡會佐於執事會主席從缺之時，毅然答允承擔起這重任。本來只打算暫代一段短時間，沒想到這一個大膽

的決定，引領她踏上神一直為她所預備的路。路上，她經歷到神的真實，更觸摸到可仗賴的、從上而來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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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的會佐按立典禮

2016 年 8 月攝於新堂門口，左
起：許培香會佐、李美齡會佐、
鄭仲強會佐、倪貢明牧師、蘇
東明行政主任。

2011 年 12 月主日學教職員合照
（前排右四為李美齡會佐）



組長們歡樂地透過「解手」遊戲了解組員可能面對的問題，學習如何在組內「拆局」。偉恒傳道生動的表達，令組長們迅速吸收。

來自各大團小組的組長聚首
一堂，謙卑地學習成為有智

慧和能耐的組長。

作者：足印

2009-2015重建期

從前，阿鐵每次叫媽媽返教會、信耶穌時，他媽媽總會說：
「如果這個耶穌真有那麼厲害，能使人復活，為何祂不叫你爸爸復
活？」這問題，當時年紀尚小的阿鐵自然不懂回答；很久以後，他
才明白媽媽的問題只是她表達悲傷的方式。

阿鐵對爸爸的記憶已很模糊，若不是媽媽的房中四處都掛著爸
爸和他們幾個的照片，阿鐵甚至不可能記住他的樣子。爸爸去世
時，阿鐵仍未明白甚麼是死亡，只知有段時間，媽媽經常會看著爸
爸的相片發呆，而且自此以後，他再也沒有見媽媽開懷大笑過。

最近，媽媽的病情每況愈下，卻不肯再接受任何治療，她說：
「第一次患癌時我也接受了治療，結果怎樣？好了沒多久之後，不
也是復發嗎？與其這樣，我情願死了算了。」看見媽媽受這些苦，
阿鐵也感到很乏力，若不是因為媽媽還未信耶穌，他也情願神接她
離開。在禱告中，他祈求神挪開那些阻礙她信耶穌的東西，並求神
讓她願意接受救恩。

就在受苦節前夕，醫院有義工來探病，其中一位有豐富輔導經
驗的基督徒義工來到阿鐵媽媽的病床前，靜心聆聽她訴說心中的憂
傷與愁苦。這義工沒有立即向她傳福音，卻把她對神的質詢在禱告
中帶到主面前，阿鐵媽媽頓時哭成淚人。當天晚上，阿鐵的媽媽向
阿鐵覆述起這段經歷時說：「當那義工代我把我的問題向神訴說時，
我突然想起你仍是嬰兒的時候曾經連續幾晚高燒不退，醫生找不出
原因，我既擔心又痛心，卻甚麼也不能做。那時你爸爸安慰我說：

『神愛這孩子比我們都多，祂也曾看見祂的獨生子耶穌受苦但甚麼
也不能做，所以祂明白你的感受，讓我們一起向祂訴苦吧。』那是
我第一次向神祈禱。祈禱後雖然你的情況並非立即好轉，但我的心
情卻舒坦得多了。」

「那義工可能聽得出我掛念你爸爸，她說：『你丈夫會在天堂
等你，只是我不肯定你是否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答：『我不知
甚麼叫重生得救，但我丈夫和兒子都是信這個神的，所以我應該也
是基督徒吧。』她說我雖然已經離耶穌很近，不過我需要親自接受
祂成為我個人的主，才能成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因為約翰福音三
章三節說：『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然後她開始向我解
釋聖經，講述耶穌如何為我的罪被釘上十字架等等。雖然我以前也
聽過你們解釋過很多次，不過直至那刻，我才明白到這個神並不是
一個不吃人間煙火、不理人間疾苦的神，於是決定要相信祂。」阿
鐵聽到媽媽終於決定信耶穌，感動得熱淚盈眶。

媽媽的身體狀況不佳，可是她依然堅持要在復活節早上回到教
會去：「我要回去『還神』。」阿鐵糾正她：「不是『還神』，是
感謝神。」媽媽笑了——不再是帶著苦澀的笑容，而是得到釋放、
由心而發的笑容。這個復活節對阿鐵而言別具意義，除了因為看見
媽媽對神的諸多不滿已轉化為讚美，也因為他看見了復活的盼望。
縱然媽媽的病情沒有好轉，但這「重生」的奇蹟，比起所有復活節
禮物都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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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光倒流六十年

社區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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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柬埔寨短宣

農曆新年是中國人最重視的傳統節日之一，總是充滿著喜慶和熱鬧的氣氛。此時，一

眾探訪隊員亦不忘各位居民，四出走訪關心居民的近況。

 長者屋探訪隊於 2 月 4 日來到翠楣樓向長者拜年。除原有的 10 多名隊員外，4 名

金齡特工隊隊員亦加入了探訪隊，當日共有 20 多位長者參與。活動由幾名籃球班隊員

帶領下開始，他們教導各長者做「手部操」，長者們目不轉睛地按照指示做，非常投入，

好動的一面呈現在大家眼前。接著來到攤位遊戲的時間，包括推銀、投籃遊戲及猜燈謎，

過程中，探訪隊員和長者會一同認真地研究遊戲的策略，每當勝出後，他們都會大聲歡

呼，大家都不禁慨歎：「絕對不能小看每位長者的能力。」由於其中一位長者多次猜中

燈謎的答案，所以被大家稱他為「博士」。最後，幾位金齡特工隊員為長者們預備了湯

圓作為甜點，意思是祝願各長者能繼續有愉快的生活。

元宵當日（2 月 11 日），天台屋探訪隊員邀請了一眾街坊前來教會一同慶祝元宵佳節，當日超過 20 位街坊出席，大部分人是

第一次踏入教會，於是弟兄姊妹都化身成為導遊，帶領各人參觀整幢教會。及後，眾人都去到教會一樓，享用已預備好的盆菜宴，

大家邊食邊說，居民都分享了他們的近況，其中一個遷往了公屋個多月的家庭表示，仍然很想念教

會的和街坊的熱情，可見教會向街坊所展現的「愛」，他們是感受到的。盆菜過後，部分街坊大開

金口，邊唱「卡拉 OK」邊手舞足蹈，一首首懷舊金曲盡映眼前，最後大家比賽猜燈謎和享用湯圓，

活動在歡笑聲下結束。

現時約有 6 至 8 位長者定期參與週四及主日崇拜，也有數名天台屋居民參與崇拜及 Jollyland。願

神使更多人來到觀潮，並讓探訪隊能結更多果子。

 1 觀塘潮語浸信會編：《第 28 屆年會年刊》（香港：觀塘潮語浸信會，2011），頁 47。觀塘潮語浸信會編：《第 29 屆年會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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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繼 2009 年的重新起動後，觀潮於不同的層面開展一系列的重整、革新與更新。續上回所提及的事工

發展，先是由教牧同工與領袖層的復興開始，觀潮舉辦了不同的「觀潮論壇」和第一屆的跨年培靈祈禱

營，讓一眾愛教會的弟兄姊妹能夠一同思想教會的異象方向；繼而是全教會性的屬靈氣氛的更新，讓弟

兄姊妹更能夠學習神的話語，教會邀請了不同的神學院講師和學者深入剖析聖經。除此以外，於崇拜中以及團契中亦多次牧養會眾要重回信仰

的基本，與主建立甜蜜的關係，教會曾推行以「每日讀經釋義」的靈修讀經計劃，亦加上崇拜信息的配合，好讓弟兄姊妹能夠一同享受於同一

的屬靈氣氛下，經歷上帝。

除此以外，觀潮亦於 2010 至 2013 年間舉辦了多次全教會性的大型佈道會，分別為 2010 年 5 月 22 日的「潮人．彈得起」佈道會、同

年 6 月 27 日的「重見希望佈道會」、2011 年的「716 觀塘大爆炸 (II)」音樂佈道會、「717 珍情流露」佈道會以及 2013 年的「1314 LOST & 

FOUND 我找到了！」佈道會。1 當中，為了讓弟兄姊妹更投入於佈道運動中，教會將佈道會前的多個主日轉為佈道主日，邀請外界來自不同

背景的嘉賓分享動人心弦的見證，而且各個團契都以不同的福音預工來配合整個佈道運動。各個弟兄姊妹皆落力參與不同的宣傳與籌備的工

作，不但踴躍邀請未信的家人與朋友出席佈道會，亦積極到區內派單張。同一時間，教會亦推行統一以「三福」佈道方法，由各同工與領袖率

先接受培訓成為三福隊長，再加上不同弟兄姊妹的參與，於佈道運動的前後以街頭佈道、關係佈道，以及成為佈道會陪談員等不同的方式傳福

音。因此，每次的佈道會中，整個會堂都是座無虛席，新朋友人數亦多達 200 人，決志信主亦約有 50 人。2 直至現在，有不少於佈道會認識

耶穌的弟兄姊妹，經過數年的牧養與成長已經受浸加入教會，亦積極參與不同的侍奉。

觀潮的福音工作不限於佈道運動，亦包括福音粵曲班、落區佈道、暑期興趣班等等其他得以配合不同群體的活動來使人認識基督。除了本

地佈道工作外，教會於差傳事工上亦有不同的發展。以往每逢暑假，觀潮致力於潮汕地區的教會作培訓工作；但近十年來，教會開始尋索不同

的宣教方向。首先是馬前山小學的義教服侍，弟兄姊妹到學校教授知識，透過授課的過程中分享福音，亦會到不同的學生家中作家訪，分享主

愛。除了前往學校作教導的工作外，教會亦鼓勵弟兄姊妹奉獻委身助學不同的學生作扶貧的

工作，而一共有 193 位馬前山小學的學生得到幫助。 隨後，教會開始發展跨文化宣教，帶

領短宣隊衝出國內，先後分別曾到訪越南、柬埔寨，以及泰北，除了提供不同的課程外，隊

員亦從中觀察當地的需要，探訪不同的家庭，了解各地的文化，思考上帝於不同地方的救贖

計劃。

2011年 7月 16日「觀塘大爆炸 (II)」音樂佈道會

探訪長者

街坊到來參觀教會

大團小組組長訓練課程

輕小
說

專欄

組長們用心聆聽教導。

組長們互相交流心得，彼此分享帶組的經歷。



  

  成年大團的誕生  

事工
巡禮

 代禱守望 

親愛的天父：

祢是高高坐在寶座的大君王，配得我們敬拜、尊崇、讚美！

我們原是罪人，不配到祢面前，但祢竟然差派祢的獨

生子主耶穌親自來到世界，為我們的罪而犧牲受苦，成為

能體恤我們軟弱的大祭司，讓我們可以到祢的寶座前求憐

恤與恩惠。求主赦免我們的過犯，叫我們不忘祢的捨身流

血的寶貴恩典，願意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地愛祢，回

報祢豐厚的大愛。

求聖靈降臨在我們中間，復興我們、更新我們，使我

們的一言一行有新生的樣式，與蒙召的恩典相稱。

奉主耶穌名求，阿們。

1983 年但以理團

但以理團於 1983 年成立。大部份團友都是觀潮家第二代

的觀潮人。童年時在觀潮家一起長大。他們的父母親都是第一

代的觀潮人。自小認識，且同住在九龍東一帶的街坊鄰里，尤

以住在「雞寮」為主（「雞寮」即現今的觀塘翠屏邨）。

八十年代初，「高級助道會」的弟兄姊妹面對步入三十而

立之年：成家立室，生兒育女、為了工作打拚、教會侍奉等的

種種原因；大部份弟兄姊妹都處於分身不暇的情況下，就此告

別了當年青少年時代每週一聚的「高級助道會」。「高級助道

會」就是但以理團的前身。

1983 年，幾位已婚的弟兄姊妹一心一意為要團結維繫彼

此間深厚的情誼，就同心協力成立了但以理團。當時的團員都

是來自「高級助道會」。一班相識於微時的主內弟兄姊妹，有

機會再次相聚在一起。大家在相若的背景與共有的話題下；開

始了每月一次的但以理團團契。每次見面各人坦誠分享：婚後

生活的適應、養兒育女、職場及信仰的掙扎，彼此支持和激勵。

但以理團就這樣誕生了！在高峰時期，聚會人數超過 40 人，

而其中有 10 位是當年的執事。

三十四載悠長歲月

2013 年但以理團慶祝成立 30 週年之際。正值原址重建遷

往寧晉中心，與此同時但以理、友尼基、雅歌、三個團契合而

為一成為了成年大團。

自高級助道會至但以理團，自但以理團至成年大團；從原

址重建至寧晉中心，從寧晉中心至回歸新堂，成年大團一班團

友，34 年悠悠歲月中經歷了人生許許多多的無常與改變，從

少小至髮鬢斑白，主裏的情誼歷久不變，彼此鼓勵、互相關懷、

扶持之外；病痛憂患亦一起相伴與共，不離不棄。

侍奉的苦與樂

盧淑貞姊妹歷任但以理團團長有十年之久，她的祖母張清

玉為第一代的觀潮人，丈夫蘇偉文一直全力支持淑貞的侍奉。

兒子蘇梓進及媳婦陳潔瑜為第四代的觀潮人。

淑貞說：「回想過去一段時間，自己曾經十分低落、作為

團長眼見團契每次出席人數寥寥可數，各委員提議說：『不如

摺埋佢！』我為此事焦急、懇切禱告神，我們該如何下去？

「之後，我明白要凝聚團友在一起必需幫助各人連結於

神。自己以牧者的心懷，啟動了一個靈修群組，每天將靈糧分

派各人。清晨早起，首先祈禱讀經後、透過手機短訊將靈修資

料——神的話及詩歌傳送給每位組長和組員。

「平日，我會主動聯絡關懷新朋友、各組長和組員並不斷

為他們的需要代禱。因而造就帶動了團友之間生命影響生命的

氛圍，人數慢慢增長起來。我見證上帝的大能在弟兄姊妹身上

的作為、新人受浸加入教會，自己也被激勵。」

2017 年 11 月 6 日回歸新堂後人數日見上升，不斷有新

人加入，最近聚餐有 60 人參加。淑貞說：「上帝如此愛我，

為我犧牲！自己沒有什麼可回報神的愛。唯有用我餘生去回應

神的大愛。侍奉是恩典蒙福的路，上帝給我健康，我願意一直

侍奉到老。」

結語

農 曆 十 五 元 宵 節

後 的 主 日， 邀 約 了 淑

貞 和 偉 文， 還 有 潘 愛

華 姊 妹 接 受 訪 問， 筆

者細細聆聽着他們三

位親切誠懇地道出了在成年團 34 載發展的苦與樂，成長與侍

奉的心路歷程；他們堅強獨立的個性，無論在任何動盪艱難的

環境中仍然發揮積極的影響力。這些不就是觀潮人一代傳承一

代下來不屈不撓的屬靈承傳嗎？他們都是觀潮家的中流砥柱，

一直忠心耿耿地守護着觀潮這個家！　

「我兒阿，你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起來。你在許

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

人。」（提後 2:1-2）

成年大團聚會：

時間：每月逢第一、三主日下午 2 時半至 4 時半
地點：本會一樓

教會報告
1.		4月14日（五）晚上7時30分於本會二樓主禮堂有受苦節崇拜，
4月 16日（日）早上11時將於同一地點舉行復活節聯合崇拜，
請大家預留時間出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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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