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年前，《潮報》編委開始走訪不同的家庭，透過與被訪的弟兄姊

妹對談與交流，發掘觀潮鮮為人知的人與事。對一間有六十多年歷史的

教會，年青一代對教會的過去感到陌生是正常的，一些在觀潮成長的第

二或第三代信徒或許曾經從長輩口中斷斷續續聽過一些教會前輩的軼事，

但總是有欠整全。教會的前輩中，

有不少投放了他們的生命於教會

中，終生服侍，永不言休；有些藉

著他們的家庭培育出敬虔的後代，

同樣祝福著觀潮。他們不一定赫赫

有名，但他們在禱告和艱難的環境

下經歷神的生命故事，仍然給弟兄

姊妹很大激勵和提醒。

中流砥柱

這些弟兄姊妹之間有不同的連

繫，最典型的是親屬關係，其次是

從小一起成長的朋友或侍奉夥伴，

還有些是在信仰上互相影響的。若

要用一幅人物關係圖來表達這些複

雜的關係，相信線路一定多得數不

盡。在「中流砥柱」系列中，黃英、

楊桂珍、吳紹娥、林樂序、許漢武、

朱巧心、朱惜心、薛添順、徐英華、

薛瑞芝都是一些像你和我的平凡

人。他們和觀潮都很有淵源，大部

份自小在教會成長，而且委身於教

會。在追溯家譜的過程中，發現上

一代敬虔的榜樣不知不覺地影響著

他們，他們不止自己委身於教會，

他們家族中有其他成員也是委身於

教會的。其中陳南基姊妹雖然沒有

成為專訪的主線，但她忠心侍奉，

積極參與探訪和早禱會等，她對神

單純的信心和給後輩所豎立的敬虔

榜樣，令人印象深刻。

一切由詩班開始

第二個系列「一切由詩班開

始」把一班年過半百的長輩連結起

來——蔡銘興、鄭仲強會佐、黃楚輝、蔡英潮、趙惠卿、趙錦源、陳玉香、

林鳳嬋，還有在「中流砥柱」已介紹過的林樂序。他們由富美村佈道所

時的青年詩班相識至今已超過五十載，有些已數十年沒見面，但能藉訪

問聚首一堂，實在是美事一樁。看見他們圍坐著一起「話當年」，這種

深厚的情誼實在令人羨慕。他們皆在年青時認識神，並在人生不同的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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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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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信相繫．奠於基督—人物專訪系列回顧及總結
觀潮能從六十多年前開基走到如今，除了靠賴神的恩典外，也因為有不少弟兄姊妹願意在背後默默付出，無論是透過禱告、

探訪、關顧、佈道，或是成為教會的牧者、執事、導師、詩班員等，各人的行動和愛教會的心都直接或間接成為建立教會的柱石，

在基督的根基上建立了信仰群體的屬靈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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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再次經歷祂，詩歌、牧者的說話深植在他們的心中，引領他們至今。

潮動心弦

「潮動心弦」系列表面上以1976年秀茂坪山坡崩塌的事件為主線，

但寫的仍然是人。曾經聽其他人講

述這次山坡崩塌事件，在訪問前也

找過相關的新聞報導來看，看罷已

覺觸目驚心。面對受天災影響而未

能回家的會友，當時教會的牧者如

何應對？莊素妹、許培香會佐和他

們受影響的家人以教會作為暫時的

避難所，使他們驚慌的情緒能稍稍

平伏下來。當大人擔心不知何時可

以再回家時，小孩子卻像走進了一

個新的遊樂場，從此對教會的看法

也有了微妙的轉變。

開荒者

最後是「開荒者」系列：藍仁

牧師、陳善照牧師、姚振國牧師、

陳業、溫和妹、馬葉淑蘭終身執事

和李美齡會佐。這些人代表著觀潮

不同時期的發展階段，由開基時的

小石屋、天台時期的七層大廈、九

龍城潮語浸信會茶果嶺佈道所與觀

塘佈道所兼併，到舊堂的建立與發

展，最後是原址重建，他們都在所

屬的時期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人的能力有限，但從他們身上，我

們看見神如何與人同工，祂使用的

不一定是最聰明、最有能力的人，

卻是使用願意順服和甘願被祂使用

的人。

結語

感謝神由從前到現在都沒有離

棄觀潮，更藉著不同的弟兄姊妹去

建立祂的家。感恩神賜教會有愛教

會的牧者，也有屬靈長輩時常藉禱

告為教會守望，即使部份已離世，但他們所留下的佳美腳蹤仍然是這一

代人的禮物。過去二十多期受訪者經歷神的片段、侍奉神的甜美經歷、

對神全然的倚靠或忠心侍主的榜樣，使人看見神的榮耀與大能，提醒我

們信心的根基是主耶穌基督，並且我們都因信同一位神而成為一家人，

一同建立教會這屬靈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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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光倒流六十年

功課輔導班（上）

2013年 6月 16日大團小組組長立約禮

一週年了！眨眼間，功課輔導班（下稱功輔班）已經成立了一年，當中經歷過很多不

同的轉變，無論環境、學生人數、運作模式等已截然不同，由寧晉中心走回翠屏，由幾位學

生增加至超過二十位學生，由一位導師教導一群學生變成每位只教導三至四位學生，功輔班持續不斷地改善，為

學生提供一個更合適的學習環境。

成績對學生固然重要，但亦不能忽視孩子們的成長。活在現今生活環境下，最近我們經常會聽到有關學童自殺的新聞，原因總

離不開學習壓力、家庭或感情問題，所以功輔班十分重視孩子們「身心社靈」的健康發展。這一年間，我們見證著孩子們很多的轉

變，以下是其中一個孩子的故事。

其中有位初中女生，初次見面時，她沉默寡言，喜歡自己一個坐在一旁默默地溫習，性格比較內向被動，遇到問題時亦不敢開

口發問，往往需要導師主動協助才會發問。她的成績一直處於不合格的邊緣，令她媽媽非常擔心，所以希望教會能夠管教好她的女

兒。我們曾嘗試帶她參加本會的少年崇拜，可是她顯得不情不願。這時，有一位導師以朋友的方式去

接觸她，恰巧地，這位導師的母校就是她正就讀的中學，她們開始有著共同的話題，彼此願

意分享自己的事情，女生亦開始變得健談，又在學業上更努力地加把勁。記得有一次，

她的媽媽表示女兒的成績進步了不少，由以往只有四十幾分進步至六十分，她當

時既開心又感激的表情和語氣，至今仍歷歷在目。現時，這位女生已穩定地回到

教會參加崇拜和團契，學習認識神。我們正見證著神如何改變一個人的生命。

回望過去，感恩神在這一年的帶領，藉功輔班將信仰帶進社區，讓學生有著

生命的轉變，並惠及他們的家庭，願神保守帶領，將信仰注進更多的生命。（待續）

1	 觀塘潮語浸信會編：《大團小組組長手冊2013》（香港：觀塘潮語浸信會，2015），頁6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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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繼上期提及的佈道事工對外傳福音、接觸新朋友外，觀潮亦掛念不同的「老友」，所以教會推動普

查尋羊運動，鼓勵弟兄姊妹尋回從前會友重回觀潮。2012年，教會開展了全教會性的會友普查，以一份

詳盡的問卷作調查之用，邀約各個會友逐一填寫。普查運動進行了大約有數月之多，有不少會友於主日

崇拜後到各個課室與普查員完成問卷，而一眾普查員亦會到不同的家庭中探訪。這次的普查運動不但可以與久未見面的會友重新連接，而且更

是一個重新整合教會會友名單與資料的時機。問卷內容除了包括個人資料外，亦問及會友的屬靈狀況，所以普查運動除了讓教會50多年來的

資料庫得以更新外，亦可以更了解當時教會會友的狀況，從而思考牧養的方向。

牧養方面，觀潮由以往團契的形式改為大團小組的模式發展。過往，觀潮的牧養發展由「助道會」（分為高、中、低級）開始，到各適其

適的團契。於千禧年間，觀潮大約有30多個團契，但是參與團契的人數卻不理想，加上牧者人數不足以逐一參與各團契，令弟兄姊妹得不到

最佳的牧養。因此，觀潮思考重整全教會的牧養架構，將年齡相近的團契聯合成為八個大團小組，包括：兒童牧區（當時名為「潮流Teen地」）、

少青大專牧區、職青一區、職青二區、親子家庭牧區、成年牧區，以及樂齡牧區，近年亦開拓了職青三區，由

不同的牧者專責牧養與帶領的工作。改革與變動從來都不容易，所以於正式改動以前，教會邀請了嘉賓分享大

團小組帶領的經驗，讓弟兄姊妹更了解其運作與預期的效果，盼望能使大團小組成為信徒之間互相造就、彼此

祝福的流通管子，也為教會預備重建的方向打穩牧養的基礎。
1

各事工更新與改革的期間，有不少新朋友來到觀潮當中，而恆常出席聚會的人數亦達到665人。2每一次

主日崇拜都坐無虛席，連牆邊與走廊的位置都已經滿座。另外，歷盡數十年的觀潮座堂已有多處失修與損壞的

情況，加上觀塘社區以及整個東九龍的重整與重建，為了讓

觀潮能夠承擔異象，承擔上帝給予觀潮更大的禾場，觀潮再

次探討重建教會堂宇的可行性。最後，於2011年 1月 2日

（日）舉行的特別會員大會中，在一共224位出席的會友中

得到195票贊成（包括3位未能出席的會友的公開意向書）

下，正式通過教會殿宇觀塘翠屏道11號原址重建，印證著觀

潮「重建工程」的展開，亦是迎向挑戰，為主發夢的開始。

2011年 1月 2日特別會員大會通過教會原址重建

2012年觀潮普查尋羊運動
的宣傳海報



一場足球賽，隊員年齡介乎 5歲至 40歲，
可見「大人細路都啱玩」。

恩典之柱刻上啟示錄21章
3節的經文，提醒我們要
牢牢記住神的話語。

姚振國牧師（左四）﹑倪牧師連同會佐
和部份同工合照紀念。

家長與子女在競賽中增進了不少感情！

2017年 3月 12日（日），
首次在新堂舉行「會員大會」。

感謝主，相信每位小朋友都渡過了快樂
又充實的一天。

第34屆年會順利進行，不少會友出席。

運動不再是大朋友的專利，1至 3歲
的小孩表現也相當出色！ 每個男孩都有一個足球夢。

2017年3月5日（日）親子運動日當天吸引了45個家庭參與，一共有158人，相當熱鬧。

大家預備就緒，準備開始恩典之柱揭幕禮。

揭幕一刻

作者：足印

小時候在教會的兒童團契中，尼斯、阿惠和其他小朋友最愛玩
的一個遊戲叫「歸來吧」，阿青對此印象最深，他說：「有次我坐
尼斯旁邊，所有小朋友正常地向順時針方向移動時，他故意等那搶
椅子的人到來才喊『歸來吧』，害我輸掉了，被罰當眾唱歌。」阿
麗也記得那一次：「以前阿青很膽小，那次輸了他差點哭出來，最
後要導師陪他唱歌他才勉強唱完。」眾人記起這幕，都忍不住哈哈
大笑。

「喂，你們的口水噴到這碟壽司了！」阿薇忍不住罵。
「阿薇還是那麼心直口快呢！」阿惠笑說。
「我的小孩時常愛哭鬧，使我亂罵人的習慣變本加厲了。」阿

薇立即致歉。
「阿惠也沒變，還是一副乖女孩的模樣。」阿麗說。
「其實你們連樣子也和十多年前我們唸小學時沒有分別，尼斯

的光頭除外，哈哈。」阿青說。
「你們不知道，尼斯自從兩年前的大齋期實踐減碳行動後，放

棄使用噴髮膠，告別了他以往引以為傲的髮型。可惜他的頭髮實在
太野性難馴，結果他決定全部剃掉。」阿惠替尼斯作補充。

「甚麼是大齋期？」阿麗的問題使眾人沉默了一陣子。尼斯簡
短地回答，然後終於鼓起勇氣問一個他最想問的問題：「你們現在
和神的關係怎樣？」

除了尼斯和阿惠現時仍然有返教會外，其餘三人都沒有再參與
任何教會的聚會了。這天是他們自小學畢業離開兒童團契後第一次
相約見面，事隔十多年，談起當年返兒童團契或假期聖經班的日
子，大家可以滔滔不絕，但一談到現時的信仰生活，大家都似乎無
話可說。

「我覺得即使沒有神，我也可以活得好好的。」阿麗第一個表
態。她現在是某知名時裝品牌的公關，在 instagram 中時常看見她
和不同明星的合照，雖然上班時間長、壓力大、競爭多，但從她身
上的裝扮看來，收入應該也相當高。她說：「以前我年紀還小，父
母要我返教會我不能選擇，但上了中學後，我看見這個世界很大，
我想出去闖一闖。」

阿薇微微頷首，說：「我丈夫說得對，或許有一些真理是在基
督教的信仰之外的。雖然我不知道那是甚麼，但我覺得不應該把
自己困於這框框之中，應該開放自己去探索一些和我們不同的想
法。」阿薇的丈夫不是基督徒，甚至對基督教頗為反感，或多或少
也影響了阿薇。他們高中時開始拍拖，那時阿薇信主的父母大力反
對，阿薇就是從那時開始離開教會的。

阿青不返教會的原因和她們不同，他說：「我覺得返教會很大
壓力，平時的生活擔子已經夠重，我不想再負更多的責任。」阿青
中學時返了另一間教會，曾經很熱心投入，因為他來者不拒，找他
侍奉的人越來越多，最後他趁高中要考公開試時離開教會，他覺得
只有這樣才能逃避教會內做不完的「工作」。神在他心目中，像一
個奴隸的主人多於一位慈愛的父親。

尼斯多麼想簡單地說一句「歸來吧」就讓他們全都回到神的身
邊，可惜現實並不是遊戲。尼斯和阿惠其後和他們的小組組員談起
此事，肥陳最感同身受，首先提出他願意每天為阿青祈禱，接著小
燕也和應，說要為阿薇祈禱，接著阿心說要為阿麗祈禱。聽到大家
的回應，本來感到灰心的尼斯再次燃起希望。

「你們要撕裂心腸，不撕裂衣服。歸向耶和華你們的神；因為祂有恩典，有

憐憫，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降所說的災。」（約珥書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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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之柱揭幕禮

親子運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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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報告
1.	「誇啦啦．愛回家」佈道運動由本月開始，請弟兄姊妹懇切為整個佈道運動祈禱。未來這兩個
月的主日崇拜將會邀請不同的嘉賓蒞臨分享，歡迎大家攜同未信之親友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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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守望 

親愛的天父：

因祢的慈愛比生命更好，我們的嘴

唇要頌讚祢！感謝祢呼召我們成為祢的

兒女，讓我們成為神家中的一份子。感

謝主耶穌基督成為愛的榜樣，在十字架

上受死讓我們明白何謂犧牲的愛。

求祢赦免我們，因我們總是以自己

的利益為先，不願意犧牲自己去成全別

人。求主幫助我們倒空自己，讓聖靈充

滿，使祢的愛能透過我們的生命流出，

在這渴求愛的世界中為祢作見證。

求祢使教會弟兄姊妹之間所彰顯的

愛能吸引人到祢跟前，求祢在人心中動

工，叫他們看見內心的缺口，並明白他

們確實需要祢。願神的榮光充滿這殿，

願祢的名在這社區中被尊為聖。

奉主耶穌名求，阿們。

事工巡禮

一聽個名，相信，你也會有一種「急急腳」的
衝動！心理學家弗洛依德的人格發展理論中提出，當
一個人的衝動（impulse）得不到滿足之時，就會發
展出種種偏差行為及思想。「回家」原來是每日的平
常事，但當平常事成為奢望時，這會是甚麼的時代？
這是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這是疑慮的時
代？也是信仰的時代！

「日頭猛做，到依家輕鬆下，食過晚飯，要休
息返一陣…」所謂「辛苦得來自在食」，有甚麼好過
一家人能夠「齊齊整整」安坐家中呢！

各位打公仔！老闆仔！煮飯仔！手作仔！ F.1
仔！ degree 仔！資優仔！捱騾仔！同一天空下，我
們都有一個夢，是安安樂樂，快快回家，家常便飯，
安睡入夢！

你們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勞碌得來的飯，
本是枉然；惟有耶和華所親愛的，必叫他安然睡覺。
（詩篇127:2）

耶穌來到世界是為要將人從絕望中拯救出來。
人心都需要回歸於掌管天地萬有的主手中。我們快來
宣講能讓人歸回安息的好消息，讓耶穌成為街坊朋友
的安慰及盼望！

625「誇啦啦‧愛回家」佈道運動由一個簡單
的信念開始，就是教會必需回到以祈禱傳道為念，回
應主設立地上教會的托負。整個運動為期兩個月，當
中將會經歷推動召募、訓練、宣傳、佈道活動及栽培
跟進五個階段。625代表了整個佈道運動的高潮（6
月 25日的佈道大會），同時見證了教會回應大使命
的決心。由 5月 7日開始連續「6」週的福音主日，
「2」次社區推廣日（5月 28日及 6月 18日）並聚
焦「5」個群體，包括：會友家人、學生、單身貴族、
親子（夫婦）及新來港人士成為佈道對象。我們立志
讓教會成為社區的祝福，讓主耶穌的愛真實地臨在地
上。

誇啦啦‧愛回家

我們的異象

以基督教倫理為

基礎，透過有系統的

查經、講座研習及團

契生活等，幫助夫婦

以上帝的教導去建立

甜蜜和諧的婚姻；培育

父母，建立家庭祭壇，

以身作則，傳承聖潔的

生命，並讓神的祝福從

每一個家庭進到社區。

目標使命

•  喚醒父母成為家庭中的生命師傅，建立家庭祭壇

•  裝備夫婦及父母有效建立和諧美滿家庭

•  推動蒙福家庭成為宣教的管道

親子家庭牧區聚會：

時間：每月逢第一、三週日

   下午 2 時

地點：本會 7 樓

社會時代的需要

今天的世代，家庭已經開始產生結構性的變化。香港平均

每三、四對夫婦就有一對離婚。從前家庭是個人的避風港、安

樂窩，卻見變成現在的戰場。夫婦相處、婚外情、子女的升學、

教養等問題；加上社會風氣的轉變，親職角色的期望，子女性

別認同等衝擊，家庭正承受前所未有的挑戰。面對時代的需要

和教會的使命，完整的家庭事工提供，包括預防性及補救性的

牧養，方能建立健康的教會，成為城市的鹽和光。

教會時代的角色

教會是一個著重家庭的群體，因此很容易以家庭的議題切

入福音。若是弟兄姊妹在婚姻家庭上被堅固，不但牧養已成功

了一半，更能成為好的見證，吸引人來認識這位賜福家庭的主。

家庭事工設立是教會為更有效提供整全的家庭牧養，以協調和

整合服侍相關對象（教會的肢體及社區家庭）。從聖經裏我們

可以看見上帝對教養孩童的吩咐對象是父母而非教會。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箴言 22:6）教會的責任在於關懷及協助不同處境需要的夫婦

（準夫婦）及父母（準父母），幫助他們以上帝的教導去建立

甜蜜的婚姻，裝備他們成為有效而得力的生命師傅。透過家庭

的育養，靈裏成長，建立家庭間互相學習支持和勉勵的氣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