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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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 潮 浸 信 會
新堂巡禮

潮 .工房設計意念
甫進教會的正門，眼前出現一間簡約俐落的玻璃房。走進
玻璃房，從玻璃房裏面往外看一塵不染的玻璃，和煦的陽光
從大塊的玻璃透進屋內，心情一下子變得豁然開朗起來 ......
蔡綺楣姊妹
這個悠閒愜意的地方是位於教會地下的「潮 . 工房」。「潮 . 工房」採
用開放式的設計，排成弧形的落地破璃使人從外面也可看到裏面的環境。此
外，設計簡約獨特，既創新又具有中國傳統特色。從名字意思來看，「潮」
是觀潮的意思，「工房」包含手作、製作產品的意念，這並非一般的宗教書
局，故「潮 . 工房」內的 CD 及書籍並不多，較多的是擺放一些由弟兄姊妹
構思及製作的手工藝品，希望能鼓勵弟兄姊妹自行創作、參與設計。在設計
意念上，名字中的「點」並不採用文字表示，而改用符號「.」代替，以特別
的設計吸引年輕人。字體方面採用中國傳統字體，而非現代式的設計，加上
紅黑顏色的配搭、朱砂印的設計使「潮 . 工房」增添一份中式古典美。
「潮 . 工房」內的傢具是實木製品，以木紋純樸的材質塑造出乾淨、自
然、溫馨的感覺，仿如置身於自然家居之中。這些木製傢具是可移動的木櫃，
供教會在不同活動期間靈活運用。在「潮 . 工房」後方有一面由一排排圓洞
組成的「點點牆」，提供予不同團契的弟兄姊妹發揮創意，加以佈置，如在
讀經運動期間，有些弟兄姊妹以麻繩在「點點牆」上製作出「PASSION」的
字句。在某些節日如：聖誕、新年期間，「潮 . 工房」也會有不同主題的佈置，
增添節日氣氛。「點點牆」前擺放了一張工作枱，以供售賣手作及寄賣之用。
「潮 . 工房」是一個展示與教會事工相關的產品、擺放一些有基督教含
意或特色自家製產品的平台，供教會內及教會外的人參觀選購，為了連結教
會內及教會外的人。對象並不局限於教會會友，教會外的人也可以進內選購，
用意是凝聚教會不同的人及建立教會自家品牌，製作更多自家製的產品。現
時「潮 . 工房」擺放的產品有弟兄姊妹的手作（大部份是編織班的作品）、
教會的產品如：本會出版的潮語（土白）聖經、T 恤、風褸、利是封等，及
其他寄賣的產品。
「潮 . 工房」現招募佈置及設計「點點牆」的弟兄姊妹，如有意可到地
下「潮 . 工房」查詢。「潮 . 工房」現時的管理人員皆屬教會義工，下次走
進教會時，不妨向他們打聲招呼，以示支持以外，也感受一下「潮 . 工房」
的悠閒和溫馨！
*「潮 . 工房」內所有成本、收益、支出均屬教會所有，所有收益將用作支持本會事工。

潮 . 工房資料：
地點：本會地下大堂（電梯旁）
開放時間：
星期二、四、五：晚上 6 時 45 分至 8 時
星期三：晚上 6 時 45 分至 7 時 15 分
星期六：下午 1 時 30 分至 5 時 30 分
星期日：上午 10 時至 11 時及崇拜後至下午 1 時
( 星期一及公眾假期休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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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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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關旅行

塘人

GUY

爆滿！今年社關旅行反應熱烈，60 個名額瞬間爆滿，當中超過一半來自
潮食工房的新朋友，連同其他探訪隊對象，共有八成人來自翠屏這個社區。
當日出發前天氣陰陰沉沉，大家都擔心風雨隨時席捲而至，
連天氣報告也顯示風雨即將來臨，我們當下能夠做的就是禱告，
將一切憂慮交給神，求神保守天氣不要下雨，結果……
下車的一刻，大家都嘩然，
抬頭只見萬里無雲，腦海中立
刻浮現了保羅所講的說話：「應
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
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
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 參觀鄧氏家族的宗祠
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
們的心懷意念。」讓新朋友見證到神的奇妙作為，真是好得無
比，我也知道神定必喜悅我們的侍奉。

畜，大家仿如置身於「世外桃源」，
暫時忘卻煩囂的生活，感到放鬆了，
其中一位長者看到山羊時，頓時展現
了那份遺忘的童真。
午膳是一頓豐富的九大簋宴，藉
著飯前禱告，讓他們認識了什麼是禱
告和神的恩典，這次是大部分人的第 錦田鄉村俱樂部一角
一次禱告，也許就是他們接觸信仰的第一步。下午，我們的最
後一站是文化博物館，欣賞展覽期間，大家開始混熟了，群體
間互相認識，談到自己的生活和過去，彼此分享。
回到教會的一刻，充分感受到社關旅行的對象從單獨的個
體變成了一個群體，這一份凝聚力為今次旅程留下了美好回憶。

行程的起始點是錦田，導遊詳細介
紹鄧氏家族的宗祠及歷史，讓大家明白
到上世紀的原居民如何生活，包括一些
風俗習慣及特色等，我們看到老一輩的
參加者聽得津津樂道，似乎頗有共鳴，
或許在回憶過去美好的往事吧！及後，
就是「親親大自然」的時間——錦田鄉
村俱樂部，到處可見新鮮蔬果、家禽牲
當日陽光普照

大合照

「潮」光倒流六十年

2009-2015 重建期

V

與翠屏道座堂道別後，重建工程正式「起錨」，2013 年 12 月 7 日（六）下午舉行拆卸儀式後，舊堂宇
正式拆卸變成工地，而觀潮便搬遷到觀塘成業街 7 號寧晉中心的 30 樓 E 室與 33 樓 F 室（以下簡稱寧晉 33E
及 33F）繼續發展，並把辦公的地點遷往成業街 11 號華成工商中心 7 樓 13 室（以下簡稱華成 713）。1
其實尋找合適的臨時聚會地點是十分困難的，但感謝神賜寧晉中心這兩個單位給觀潮，不但出入方便， 從寧晉中心臨時聚會點的窗望出去，可見
當時尚未拆卸的舊堂（紅圈）。
更可以由這兩個聚會點的窗戶遠眺教會在翠屏道正進行的原址重建工程。不過，因著地方變得細小，不同
的事工皆要隨之而變更，各弟兄姊妹也需要互相遷就與適應。觀潮由以往一整座的座堂分拆成三個不同單位：寧晉 33E 為禮堂；寧晉 30F 為兒童
事工與小組所用；教會的辦公室則遷往華成 713，不少的會議與練習也在該處舉行。另外，以往於舊堂的禮堂中可以讓 600 多位弟兄姊妹同時參
與聚會，但寧晉 33E 最多只可容納大約 200 人，所以教會將主日的早午堂崇拜分為四堂崇拜，分別為週四早上的樂齡崇拜、週六崇拜，以及週日
的早、午堂崇拜。於初一、聖誕節等等的特別日子，觀潮便向不同的教會或學校借用一些較大的地方舉行聯合崇拜，好讓 600 多名的會友可以一
同參與聯合崇拜。 2
雖然有很多不同的變動，但神帶領了不同的新人到觀潮，他們更熱心委身於教會的各項大小事工。這期間，觀潮不但沒有停止恆常的事工，
更發展出新的事工。2015 年 5 月時再次舉行全教會性的佈道運動，教會於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舉行了兩場「淘」出新天佈道會，將福音帶給百多
位新朋友。社關發展成為了觀潮另一個大目標，自 2014-2015 年的跨年營後，眾弟兄姊妹同心立志要服侍社區。2014 年，觀潮曾於翠屏邨舉行「築
福觀塘」社區嘉年華，甚至破天荒在翠屏邨的球場舉行首次社區主餐崇拜，踏出進入社區的第一步，並將歡樂帶到社區。於寧晉中心聚會期間，
觀潮開始提供「功課輔導班」和開始了「English 潮流天地」的新事工，亦與教會關懷貧窮事工合辦「E-learning 網上學習平台計劃」，盼望能夠
幫助社區中學習上有需要的學生，同時亦減輕低收入家庭的負擔；觀潮亦設立探訪隊，分別定期到
天台屋與長者屋探訪，把愛與關懷帶到貧窮家庭與獨居長者中。原址重建的後期，觀潮亦與法國商
會合作，提供平價午餐，服侍一眾低收入的在職人士與失業人士。直至今天，不同的社關事工仍然
進行得如火如荼，過去幾年的服侍中，不少新朋
友因而認識信仰，認識教會，為本地福音事工注
入了新能量和開創出新方向。

1 倪貢明牧師：《觀潮浸信會：原址重建新堂進堂紀念特刊》（香
港：觀潮浸信會，2016），頁 26，27。
2 曾借用作聯合崇拜的地點包括：滙基書院（東九龍）、中華
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以及華惠神召會觀塘堂。

原址重建期間，教會曾借用蒙民偉書院的禮堂舉行聯
合崇拜。
2014 年 9 月 13 日（日）舉行「築福觀塘」社區嘉年
華及首次社區主餐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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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福結業禮

三福畢業生用詩歌唱出使命。

祝福各佈道運動的籌委及音樂佈道隊能被神大大使用。

感謝神興起三福畢業生佈道的心，讓更多未得之民能得見主面。

新來賓歡迎會

進新堂以來第一次舉辦「新來賓歡迎會」
及愛筵，百多位弟兄姊妹共聚於一樓，
十分熱鬧。

音樂佈道隊帶領弟兄姊姊妹同心敬拜。

誠心禱告，將未得之民交託在神手中。

福音主日

不論長者或小孩都可以在神的家中樂也融融。

神讓寶珮如姊妹劫後重
生，見證祂的大能。

江華弟兄分享：「信是所望之事的實
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輕

歸來吧
（下）
上回提要：阿薇和丈夫吵架成為與阿惠等直奔標竿的成員一起跑步的契機；與舊同學聚舊後感到失
望的阿麗，渴望有些可真誠相處的朋友。因人事部經理的說話和尼斯傳來的金句，阿青發現自己以
往誤解了神，決定重返教會 ......

小說

專欄

作者：足印

「請大家用掌聲熱烈歡迎今天第一次返團契的團友！」肥陳主持著

後來竟然親自到運動場來接我！我以為我在發夢！」小燕回想起那天的情

這團契的新朋友歡迎會。「誇啦啦·愛回家」佈道運動後，除了新信主

境也覺得很感動，但更感動的還在後頭。那天她和阿薇交換了電話號碼，

的朋友，還有不少已經很久沒返教會的「舊朋友」回來，包括阿麗、阿

然後邀請了阿薇參加「誇啦啦．愛回家」佈道會，又鼓勵她帶同丈夫參加。

薇和阿青。

當日，一直都很抗拒基督教的丈夫竟然願意出席，雖然沒有決志，但阿

「歸來吧！」尼斯玩熱身遊戲「歸來吧」時又再使出他小時候常用
的招數，事隔二十多年，身手不夠敏捷的阿青無可避免地再次栽在尼斯
手上。這次阿青不需要再當眾唱歌，而是被罰介紹自己。

薇自己卻被當日的見證和信息深深打動，決定要返回這屬靈的家。
阿麗是在六月頭時的福音主日受邀回來的，本來她只是想再約阿惠吃
餐飯，阿惠卻盛意拳拳地邀請她六月頭到新堂參觀和參加主日崇拜，並於

「大家好！我叫阿青。小時候一直有返教會，直至高中會考後便開

崇拜後一起吃飯。已很多年沒返教會的她勉為其難地答允，但崇拜時卻

始遠離神。以前我覺得神是一個嚴厲的主人，後來因為尼斯傳給我一句

被當日敬拜隊所唱的詩歌深深觸動，唱到「神祢的靈興起我，再充滿我，

羅馬書的經文，我才明白神不是要奴役我們，而是希望我們享受和祂一

用祢愛，用祢的靈」時，眼淚更不自控地流下來。她看見自己遠離神後，

起那種愛的關係。我希望能回來多認識神，請大家多多指教。」眾人拍

一直用金錢、工作、別人的認同、娛樂等塞滿自己，卻仍然感到不滿足，

掌鼓勵。肥陳的心情更是激動，因為他之前雖然不認識阿青，但一直為

那首歌提醒她，唯有神可以填滿她心中的空洞。阿心一直為阿麗有渴慕

他禱告，希望他能「回家」，此刻面前的阿青見證了神的信實。

神的心禱告，因此那天崇拜後她聽到阿麗的分享時，備受激勵。

小組分享時，阿薇向大家講述自己重返教會的原因：「有次和丈夫

最開心的是阿惠和尼斯，不只因為阿麗、阿薇和阿青三位在教會與他

吵架後想找人傾訴，不知怎的就想起阿惠，正想著是否要打電話給她時，

們一起成長的好友願意「回家」，更因為看見神藉各組員同心合意的禱

碰巧她就打電話給我，問我有沒有興趣和她一起跑步。跑步前，阿惠、

告使看似不可能的事成為可能。

小燕她們知道我不開心，為我和丈夫的關係禱告。跑到中途，我丈夫突
然打電話給我向我道歉，我整個人呆了，因為我們自拍拖至今，每次吵
架後都是我裝作沒事人似的找回他。他聽見我沒回應，還以為我太生氣，

「當耶和華將那些被擄的帶回錫安的時候，我們好像做夢的人。我們
滿口喜笑、滿舌歡呼的時候，外邦中就有人說：耶和華為他們行了大事！」
（詩篇 126:1-2）

事工巡禮

崇拜事工

鄭佑中傳道

神學改革家馬丁路德認為，崇拜的更新始於牧養群體的實
況，也必須於知性教導及牧養的愛心中取得平衡，目標是要將
基督的福音清晰地傳講。觀潮浸信會作為香港具歷史的方言地
緣教會，迎向六十五年的使命傳承，正開展結構合乎真理教導，
回應時代呼聲的「崇拜觀」。
香港眾浸信教會的崇拜中，多是百花齊放的詮釋演譯，並
不如禮儀教會般的傳統傳承。所以，當教會開展崇拜更新之時，
必然自問：「我們崇拜的傳統是甚麼？」於此，對部份人而言，
「傳統」是取決於會眾加入教會的日子，並與其信仰歷程互動
中的領受而有所不同。事實上，一間教會的崇拜傳統，又豈只
是個人主觀感受的理解？教會崇拜的傳統，必需建基於普世教
會歷史及聖經神學中平衡而發展出具其堂會特色的詩歌、禮儀
及神學觀。
2017 年，經歷上帝無限的恩典，也是轉化更新的開始。
進入新堂後，無論詩班員、敬拜隊員、影音員及招待員都不斷
的學習調適，以為主獻上「更美的侍奉」。

敬拜隊與詩班
為適切進堂後崇拜的情況，於 2016 年 12 月開始，將「第
五週敬拜隊」與「加百列敬拜隊」合併，重新組成「撒拉弗敬
拜隊」，配合由「米迦勒詩班」轉型的新組合——「撒拉弗詩
班」，於第三週帶領敬拜。而「音樂佈道隊」則轉到第一週作
敬拜帶領，並沿用「加百列敬拜隊」之名，與「加百列詩班」
整合，配合傳統詩班與現代敬拜的特性，開展「揉合敬拜」
（Blended worship）。兒童歌唱小組於 2017 年正名為「兒童
詩班」，並有 40 人報名參加。展望未來，期望能夠建立「觀潮」
崇拜觀，並以詩歌牧養傳承，以樂載道。

招待組
過去在流浪
期，各堂崇拜的招待工作
分開幾位同工負責，而招
待員也不需要太多人手。
然而進堂之後，雖然週日
現時只有一堂崇拜，但主
禮堂可以容納的最高人數
800 多人。因此招待人員
所需要的人數加增，由過
去每堂 6 位至 8 位招待員，增至 16 位以上的招待人員。感謝
主！在各牧區的全力支持下，五個牧區各自負責一週的運作，
減輕了招待人手的嚴重短缺。也因而帶動了更多的肢體全力投
入教會的事奉工作，深深多謝參與的肢體們！

影音組
2016 年 10 月進堂後，因應禮堂的設置上有所轉變，影音
組亦會配合教會更新發展。為配合新堂恆常崇拜流程，影音組
自 10 月起進行以下架構上的革新：
影音組將會由一個單一小組轉形為一隊由音響、燈光、影
像、簡報四個項目組成的團隊服待群體。影音有別於敬拜隊、
詩班、或招待之處，在於整個事奉不是台上或人前的工作；乃
是大部份在背後的支援工
作。如以足球隊作比喻，
影音事奉就如一隊球隊
的後衛，為在台前事奉
的 詩 班、 敬 拜 隊 提 供 支
援。

代禱守望
親愛的天父：
祢的愛遍及全世界，是我們不能測透
的，願萬民都讚美祢奇妙的名！感謝祢引
領我們來認識祢，又賜給我們權柄作祢的
兒女，使我們從此不用再成為罪的奴隸。

教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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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員及文員各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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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除去我們肉體的情慾、眼目的
情慾，並今生的驕傲，讓我們能全心敬畏
祢。求主幫助我們認清耶穌是誰，叫我們
越來越像基督，行事為人與我們所傳的福
音相稱。求聖靈燃點我們愛主愛靈魂的
心，栽培他人成為主的門徒，傳承大使
命。
奉主耶穌名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