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94

期

使命
宣言

2017

JUN

六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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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 潮 浸 信 會
新堂巡禮

介紹新堂設計

一個春雨連綿的下午，筆者以電話專訪了陳天佑建築師。
電話那邊傳來他隨和、爽朗的聲音。他以一小時聲音導航筆
者遊走了新殿宇外觀的整體構思概念，從地下「磐石」至五
樓引申往六樓至頂層「燈台」的設計意念，繼而進入了全新
的主禮堂「三重天」和雙十字架的設計靈感。
整幢建築物的構思設計著重「石」與「光」的配襯與周邊營造出現代簡約
的色彩。
陳天佑是一位基督徒建築師，1987 年信主受浸加入教會。他就是觀潮「原
址重建」新堂的建築設計師。

作者：戚麗儀姊妹
十字架的構思設計
設計師通過裝置結構來演繹他悉心設計的十字架。一道燈塔形狀的落地玻
璃從上而下由五樓一直伸延至地下大門，形成一幅沒有顏色的清水玻璃（Clear
glass）幕牆。在陽光下，玻璃上反射十字架的光影落在玻璃幕牆上，遠看就像
一道輕、薄的高清屏幕，清亮通透！晚上，二樓主禮堂外牆玻璃屏幕上裝置的
十字架是雙倍發光的二極 LED 光，在漆黑的街道上光芒閃耀！讓近處的仰望，
遠觀的遙望十字架的榮耀。頂層高高懸掛的十字架與低層的十字架互相輝映，
雙十架在黑夜中閃閃發光！正在向周邊的環境和人們說：神在這裏！

福音的大門

新殿宇的建築外形獨特，像一座巨型的雕塑。
磐石設計的概念：外觀上簡潔的線條勾勒方形構架，地下磐石至五樓外牆
選用了四種顏色深淺不一的石材：灰黑、啡、米色，以米白色為主色。四色深淺
度明暗分明加上石本身獨特的質感，兩者和諧地糅合在一起，視覺上有不同的立
體感、時代感。

教會是神的殿，這不單是一座建築物，更是一個傳揚福音、服侍社區的
地方。
觀潮福音的大門是為社區開放而立的。人世間還有另一種門叫心門，心門
打開，邀請耶穌基督進入心內。
耶穌說：「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我要進到
他那裏去。」
（啟 3:20 上）
觀潮屹立於翠屏道與福寧道十字路口的交界，當人面對人生的十字路口，
徬徨無助，不知所措時，觀潮就是給人照明引路的明燈。
由地下沿魚形樓梯登上一樓，借此勉勵觀潮人要成為得人如得魚的傳福音
使者。
「我希望看見觀潮是一個敬拜的地方，信主的人和尋道的人可以進來向神
禱告、敬拜，在這裏找到神，並且得醫治、得釋放。人們如潮水般湧進來敬拜神，
並如潮水般出去見證神和祝福我們的社區。 」— 倪貢明牧師

燈台的象徵設計理念

結語

耶穌說：「你們是世界的光。」（太 5:14 上）
從外觀設計我們就可以略知玻璃在這個建築設計上的重要性。整幢建築物
選用了三種不同的玻璃素材：灰片玻璃（Grey tinted glass）、彩色玻璃（Stained
glass）、清片玻璃（Clear glass）。
六樓至頂層的玻璃幕牆採用了灰片玻璃（Grey tinted glass），有隔光和隔
熱的性能，淺色環保，具有極好的協調暖色；為要加強燈台的立體感覺，於上方
加蓋一長形立方體象徵高處照耀的燈台：觀潮是社區之光！

2015 年 11 月 8 日（日），
「觀塘潮語浸信會」正式通過更改中文名稱為「觀
潮浸信會」。2016 年 10 月 30 日（日）正式遷回翠屏道 11 號新落成的新殿宇；
並於同年 11 月 20 日（日）舉行「原址重建新堂進堂禮」。從此，「觀潮浸信會」
標誌著嶄新里程的開始：觀潮是社區之光！
建築師將基督豐盛生命的概念，融合在新建築物中，同時儘量保留教會
原有的特色，例如十字架和鐘樓等，並結合教會週邊環境，滲入了環保節能
等元素。

「三重天」的設計靈感

天台空中花園

聖經用了很多極貴寶石去形容天堂，告訴人天堂是極美麗的地方，並且是
充滿榮耀和尊貴，人在那裏與神同住，神臨在之處保羅稱為 「三重天」（林後
12:2-4）。
二樓主禮堂用線條勾勒出現代簡約俐落的設計 ，配以純白主色。一進門就
能感受簡潔有力的屬靈氣氛。設計師以減少視覺上過多的層次，設計以簡單的線
條製作星光滿天的天幕。面向講台的窗戶利用了彩色玻璃（Stained glass），那
些色彩斑駁的窗戶在陽光折射、燈光映照下舞動的彩光，為純白簡潔的主禮堂添
上了裝飾。
整個主禮堂的設計以講台為中心，是主禮堂的焦點所在。講壇下就是浸池
的所在地。舊禮堂的講台與會眾坐椅設計是雙向交流的形式；新堂充滿現代感之
餘，面向講台的坐椅以扇形設計建構神與人合一、人與人合一：會眾彼此之間的
合一 。紅櫸木長椅配上尊貴皇族的紫色椅墊，寓意會眾是聖潔之民。
設計師選用了純白色布料仿照聖經描述天上敬拜的情景，弧形白布展現層
次、立體感的佈局。天幕布料有吸音作用，仿傚雲彩的佈景，上、下層左右兩旁
的牆壁上散佈著絲線般細長的發光雨線來營造恩雨降下……在雲彩圍繞、恩雨降
下、聖民接受從上而來的祝福（Shower of blessings）。崇拜進行時，講台與侍
奉人員環繞着會眾侍立，全場一起，感受在地若天的合一敬拜。

保留了原址「觀塘潮語浸信會」的牌面及十字架，地下恩典之柱埋放了歷
史文物的時間囊，全新的鐘樓保存在頂層。天台正中圓形旳設計，像一個人生
的舞台，站在圓形舞台中央，每當抬頭望天：「神啊！我觀看祢指頭所造的天，
並祢所陳設的月亮星宿……」
從高處眺望一望無際的九龍東石屎森林盡入眼簾。近在咫尺的稠密民居、
遠在工廈林立的觀塘工商業區都在告訴我們：「舉目向田觀看，莊稼已經熟了，
可以收割了。」（約 4:35）
「觀潮浸信會」，是那喚起人數算神恩典記號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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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
能隱藏的。」（太 5:14）

磐石的構思概念
「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
（太 7:25）

一座巨型的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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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觀潮浸信會
督印：倪貢明牧師
地址：香港九龍觀塘翠屏道十一號
電郵：info@ktsbc.org.hk
網址：www.ktsbc.org.hk

新堂設計
模擬圖

現時新堂的外觀

編輯委員：蘇東明主任、梁淑瑩、戚麗儀、曾紉庭、何卓怡、蔡綺楣、蘇悅呈
電話：(852) 2341 1158
傳真：(852) 2344 6760
    版權所有。如需轉載，請與本會聯絡

塘人

GUY

功課輔導班（下）

上期提到一名初中女生的故事，我們看見神如何進入她的生命。今期將繼續與大家分
享另一位學生在成長路上的轉變！
熟悉香港教育制度的人都知道，小五和小六是求學時期的
關鍵，當中的呈分試將會決定學生入讀哪個級別的中學，這個
階段也是青春期的開始，子女孰好孰壞，很大程度上受著他們
身邊的朋輩影響。

也會參與週六少年崇拜和大團小組，與其他弟兄姊妹一同認識
及接受這位生命的主。
每位小孩的成長路上總有各樣大大小小的問題，他們會有
迷茫和跌倒的時候，生命中需要有主的看顧帶領，有導師們陪

這故事的主角正就讀小六，

他們同行。青少年是一顆顆脆弱的生命，部分人會因為讀書考

是家中獨女，因此父母將所有

試、有了自己的想法而離棄神，求神親自看顧每位年青人，讓

注意力都放在她身上，自幼無

他們能保持一份愛主的心，繼續仰望主。

論學業成績、言行舉止、品格
等一直非常優異。可是近來開始變得反叛，成績倒退，父母擔
心她不能入讀校風純樸的學校，並認識了壞朋友而學壞。一次
面談中，她爸爸表示已經不懂得怎樣教導女兒，所以希望教會
可以有好的導師教導，有好的朋輩陪伴她成長。及後，功輔班
導師除了關心她的學業外，又花更多時間去關心她的生活、興
趣等，兩人慢慢建立了亦師亦友的關係。經過仔細了解後，我
們發現她的心智比大部分同齡的小孩成熟，開始有自己的思想，
導師身為過來人，深深明白她的處境和想法，她感受導師對自
己的愛，更願意跟導師分享傾訴心事。現在，這位女孩每次補
習後會留在教會練琴，間中亦會與導師吃飯聊天，當然少不免

「潮」光倒流六十年

2009-2015 重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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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址重建」並不是一個嶄新的想法，而是由 1998 年成立之「教會重建研究小組」發「重建」之夢開始，
期間，他們於 2002 至 2003 年間完成《殿宇重建研究報告書》具體探討重建的可能性，最終於 2011 年 1 月
2 日以 87% 的支持票通過「原址重建」的計劃，正式實踐夢想，踏上預計為期 4 至 5 年的重建旅途。1
其中一次的特別晨禱會
於整個浩大的「重建工程」中，教會成立了「重建委員會」專責負責整個重建工程，並組織了不同的工
作小組（包括 : 顧問小組、財務組、建築組、尼希米小組、籌款組、文物組），以不同的專業與心志為重建上
各盡其職。2 不過，重建工程是每一位弟兄姊妹也有份，所以就新堂的設計與藍圖都以不同的途徑讓會友知道，
亦讓會友分享他們的看法，最後，教會聘用了陳天佑建築師，亦於 2012 年 6 月 3 日（日）的原址重建啟動日
中與陳天佑建築師簽署合約。3
教會深信「重建聖殿」只是計劃的一部分，而「重建聖民」、「重建聖言」亦同等重要。因此，於培訓教
會領袖上，教會以「基甸工程」於真理、個人成長、屬靈督導與信仰體驗四方面培育一眾弟兄姊妹成為屬靈
精兵，一起共建神家。4 隨著不同的培訓與經歷，教會於 2013 年 3 月 14 日（日）按立了李美齡執事、鄭仲
強執事與許培香執事為會佐，預備於重建期間擔起重任。另外，禱告是重建不可或缺的支柱，除了週三查經 2013 年 9 月 22 日（日），四十週年堂
慶攝於舊堂門口。
祈禱會外，教會亦開始於崇拜後舉行重建祈禱會，以及週二的晨禱會，除了可以將詳盡的重建資訊告訴弟兄
姊妹，亦讓愛教會的弟兄姊妹一同以禱告守望教會。不少的弟兄姊妹都一同出席週二的特別晨禱會，不少需
要上班或上學的弟兄姊妹都不惜長途跋涉亦於早上 7 時回到教會副堂一同獻上禱告，一同齊心守望觀潮。同
時，教會於逢週五電郵發送《牧者禱室》，以及每月出版重建專訊，不但將教會的動向告知會友，當中亦包
括不同牧者的心聲、講道重溫與代禱事項，盼望讓會友更了解教會的進程，為教會守望。5
最後，經過兩年的商討與預備，觀潮在 2013 年 10 月 6 日（日）於翠屏道 11 號舊堂舉行最後一堂崇拜。
當日，有不少弟兄姊妹都留下倩影。雖然要與這座數十年的座堂道別難免有不捨之情，但弟兄姊妹更盼望同
心步向「重建」的下一個里程碑。由於在重建的過程中，
聚會地點會遷移至觀塘成業街 7 號寧晉中心的 30 樓 E 室
與 33 樓 F 室，為了節省開支，教會呼籲弟兄姊妹一同清 最後一次於舊堂崇拜後，弟兄姊妹協助把
紅椅從舊堂搬往寧晉中心。
理收拾舊堂，並一同將物件搬往新的聚會地點，最動人心
弦的一幕便是各人於最後一堂崇拜後，一同兩手拱著紅色摺椅，由舊堂步往寧晉中心。這一日，
除了正式向舊堂告別外，亦是見證弟兄姊妹同心踏入寧晉新聚會地點的時刻。

原址重建啟動日

1
2
3
4
5

觀塘潮語浸信會編：《觀塘潮語浸信會：教會原址重建專冊》
（香港：觀塘潮語浸信會，2012），頁 7，34。
觀塘潮語浸信會編：《第 29 屆年會年刊》（香港：觀塘潮語浸信會，2012），頁 33。
觀塘潮語浸信會編：《第 30 屆年會年刊》（香港：觀塘潮語浸信會，2013），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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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3。
觀塘潮語浸信會編：《第 31 屆年會年刊》（香港：觀塘潮語浸信會，2014），頁 6。

復活節聯合崇拜暨
執事就職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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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苦節主餐崇拜

苦路十站，讓會眾與耶穌獨處、反思生命。

一眾執事同工合照留念。

配合經文、影片和詩班獻詩，將
耶穌受難的畫面再逐一呈現。
第 34 屆執事就職典禮，以燭光象徵燃起
侍奉的火。
受苦節當晚，眾人定睛耶穌，紀念主犧牲的大愛。

復活節是紀念基督救主復活的日子，
各人懷著興奮的心敬拜讚美。

以杯和餅一同紀念主。

約八十人的聯合詩班以「因衪大愛」作為對耶穌
基督的讚美。

年紀小的詩班員唱得十分投入。

當晚的侍奉人員合照留念。

輕

歸來吧
（中）
上回提要：尼斯和阿惠與一班現在已沒有返教會的舊朋友阿麗、阿薇和
阿青見面，組員得悉後，主動提出要為他們每天禱告。

小說

專欄

作者：足印

阿薇前陣子和丈夫吵了一架，心情很差，拿起電話想找個人訴苦，
卻不知道該找誰。她腦內浮現的第一個可傾訴的對象竟然是阿惠，雖然
她不明白為何如此。她從電話聯絡人名單中找到阿惠的電話，正猶疑著
是否要打出時，阿惠竟然打電話來。

同一天早上，人事部的經理拿著阿青的拍卡記錄，一臉的難以置信：
「你已經連續加班了五天，連昨天星期日你也回來工作至凌晨一時？」

在回家的路上，阿麗覺得很疲倦。剛剛的中學同學聚會，一位從前
不甚起眼、常被人無視的女同學，因為早前嫁了個富二代，整個聚會中
不停炫耀她夫家有多富貴、丈夫有多疼愛她、她住的房子有多大和多漂
亮等，全程兩位保鏢侍候左右。若不是阿麗之前在洗手間無意中偷聽到
她向丈夫投訴奶奶派兩個保鏢監視她，阿麗可能還會有一絲羨慕。其他
同學似被那女同學感染，紛紛炫耀起自己的學歷、職位、配偶、旅遊經
歷等，令阿麗全場食不下嚥，開始懷念起上星期和阿惠、尼斯等人見面
時那種沒有比較、不用戴著面具的輕鬆自在。

阿青說：「他們有的要照顧小朋友，有的要陪父母，有的星期日要返
教會。工作總需要有人去做。」原以為經理會留難他，不讓他補回加班
的薪金，誰知他說：「你不要當自己是公司的奴隸，你也有家人吧？工
作做一世也做不完，但家人不會時常在你身邊呢。」

在車上，阿麗用手機看臉書的帖子，看見阿惠上傳的照片，標籤著
「# 直奔標竿愛回家 # 歡迎新成員阿薇 # 誇啦啦愛回家」，看來像是她
和教會朋友跑步後的合照，眾人雖然一臉汗水，但都掛著燦爛的笑容，
連阿薇的臉容看上去也沒有上次見面時的繃緊。阿麗想想，自己好像很
久也沒做運動了，或許可以加入她們也說不定？她忍不住在相片下留言
說：「你們下次練跑時可以算我一份嗎？」
「過兩晚我們又跑了，你甚麼時間放工？」阿惠幾乎即時回覆了她。
阿麗卻忽然猶豫起來，心裏似乎有兩把聲音在交戰：「別忘了你的
客戶要你廿四小時隨時候命，你捨得放得下你現時所擁有的一切嗎？」
另一把聲音說：「你這麼辛苦工作，無非也是為了享受生活，你此
刻到底只是生存，還是真正活著？每天行屍走肉裝作笑面迎人，更多的
金錢真的能帶給你快樂嗎？」

「是的，最近我那部門有個項目要趕。」
「那為甚麼得你一人回來？其他人呢？」

阿青心想，回到家，他的工作不見得比在公司要做的少。有時他覺得
在家服侍和討好那常覺得自己是「上等人」的父親，比起在外面工作還
辛苦。
「聽說你是基督徒？有空多讀聖經，神的話語可以讓你知道真相。」
平時對人很苛刻的經理今天竟然向他說這些莫名其妙的話，阿青唯唯諾
諾，開始懷疑自己在做夢。這天完成工作已是晚上十一時多，回到家，終
於有空細讀和回覆 whatsapp 的訊息。尼斯今早傳了一句金句給他，這金
句他以前曾經背過，但到如今才真正明白：「因為，上帝所賜的靈不是要
奴役你們，使你們仍在恐懼中，而是要使你們有上帝兒女的名份。藉著聖
靈，我們向上帝呼叫：『阿爸！我的父親！』」（羅 8:15，現代中文譯本）
人事部經理今早對他說的話使他意識到，原來無論是對著上司還是自
己家中的父親，他一直也覺得自己是奴隸，在教會中也是帶著被奴役的心
態去侍奉。自小，老師和教會的導師常常說神好像父親一樣愛他，但那時
他又怎會明白地上父親所給他的愛並不完全？從前他一直誤會那些會叫
他做事的人才是「愛」他的人，如今他知道真相了，覺得自己是時候要「歸
家」，好好認識天上的父親。

事工巡禮

樂齡牧區是來自於幾個觀潮的長者團契所組成，當然，牧區大部份的組員都是教會
裏面最年長的老友記。雖然是年紀比較大，但活力也非常了不起。為何這樣說？這一年
間牧區安排了不少的遊戲活動，組員們都積極參與和盡力去一起玩。5 月 4 日（四）
，
本牧區安排到西貢樟木頭度假村日營。雖然面對出發前落下傾盆大雨，但組員們
仍然積極參與。感謝主，去到營地已經是大雨過後了。長者們都積極參與我們安
排的室內活動，而且大家都玩得很開心。總括而言，樂齡牧區是個活力充沛牧區。
樂齡牧區除了年長的老友記之外，還有一群較年青的婦女承擔組長角色，她們
協助牧養和帶領的侍奉。因著組長們的體貼：關懷組員、願意付出個人的時間、願
意無條件去服侍，現在本牧區正處於不斷增長之中。感謝主的恩典，呼召一群
滿有愛心的組長參與服侍長者的工作上。
牧區還有一個特質，組員們都很願意不斷學習。雖然年事已高，但他們持
續學習的心並沒有減退。雖然他們的記憶記不及當年，或許有時學習完後很快
就忘掉了，但他們還是願意學習。這年
間，本牧區週會內容非常豐富，包括教
導組員用活潑的方式去背聖經目錄、每
月背誦金句、教導信仰基礎課程、查考
聖經，還有聖經問答比賽等等。除了信
仰基礎的建立，週會還有一些關於生活
上的課題，例如講述白內障的護理及處理、癌症知多Ｄ、信仰生活小貼士、學唱福音粵
曲和生日週等等。本年五月開始，本牧區將會有更進一步的長者活動。樂齡牧區於週四
的下午，都會開設不同的活動和課程，讓長者們可留在教會食午飯、彼此溝通、飲茶活動、製作回憶錄、書法課程等等。牧區
的活動實在十分多采多姿，如果你有這年齡層的朋友或家人，歡迎你帶他們參與樂齡牧區。
樂齡牧區聚會： 時間：逢週四上午 10 時 45 分   地點：本會 5 樓小禮堂

誇啦啦 ‧ 愛回家
不經不覺，「誇啦啦 ‧ 愛回家」佈道運動已開
始了近一個月！過去這個月，您是否已經邀請了您摯
愛的家人、朋友出席各個福音主日？甚麼？還未開始
行動？那就要把握良機，趁這個月繼續努力了！
繼上月邀得曾志英弟兄、寶珮如姊妹和江華弟
兄來分享他們的見證後，本月會有韓馬利姊妹、梁藝
齡姊妹、林淑敏姊妹和歐錦棠弟兄於主日崇拜時蒞臨
分享，並將會由倪貢明牧師、鄭佑中傳道和黎偉恒傳
道證道，一連四週分享以「愛」為題的信息。當然，
不得不提 6 月 25 日（主日）下午 3 時於本會 2 樓主
禮堂舉行的「誇啦啦 ‧ 愛回家」佈道會，當日鄭佑
中傳道將會擔任講員，另外彭家麗姊妹已答允蒞臨分
享她的見證。

代禱守望
留 6 月 18 日（ 主 日 ） 崇
拜後的時間，再次全教會
總動員一起去派單張！
佈道運動不止需要負責陪談栽培、招待等的前
線工作人員，也需要您在後方支援，除了邀請親友赴
會之外，最重要和不可忽略的，就是禱告！ 6 月份的
週三查經祈禱會將會集中為與佈道運動相關的事工發
展和侍奉人員禱告，逢週三晚 8 時 30 分於教會 5 樓
小禮堂祈禱，請快快回到這屬靈的家，一起同心禱告
吧！
使命經文：「但我們要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使
徒行傳 6:4）

5 月時教會曾動員全教會一起外出派單張，盼望
能讓附近的街坊知道此盛會，若你當日錯過了，請預

教會報告
1. 本月繼續有一連四週的福音主日，請各弟兄姊妹積極邀請親友參加。「誇啦啦．愛回家」佈道
會於 6 月 25 日（主日）下午 3 時於本會主禮堂舉行，請弟兄姊妹懇切為整個佈道運動祈禱，
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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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號堂主任牧師收，或電郵至 tony@ktsbc.org.hk。

親愛的天父：
願我們讚美的聲音直達祢的寶座前，
願萬民都向祢屈膝敬拜！我們讚美祢，因
祢是創始成終的上帝，祢成就了救恩，使
我們能與祢復和，得以進入祢的草場中，
享受祢的同在和豐盛。
拯救我們的神，求祢因祢名的榮耀幫
助我們，為祢名的緣故搭救我們，赦免我
們的罪，使我們眾人能手潔心清、同心合
意地侍奉祢。
求祢幫助我們把未屬這羊圈中的人領
回來，使用我們成為祢愛的見證，領眾人
同來享受祢豐富的筵席。求聖靈開我們的
眼睛，使我們看見自己靈魂的乾枯，和藏
於未信者心中對神的渴求。願主的愛在這
殿中如溪水湧流，願祢的話語如草一樣餵
養饑餓的羊群，使眾靈魂得嘗飽足。
奉主耶穌名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