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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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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悅呈姊妹

教會地下大堂的整體設計以米白色為主色，從天花板到柱

身和牆身都給人光潔明亮的感覺。從正門進入教會，兩旁分

別有舊堂的石碑和原址重建新堂進堂禮時揭幕的石碑，揭示

了這一層融合了舊堂和新堂的元素，以下所介紹的恩典之柱、

觀潮舊堂模型和方舟浮雕亦與之呼應。

恩典之柱

恩典之柱，恩典的記號。昔日，以色列人過約

旦河踏上迦南地後，神吩咐他們立石為記；觀潮人

經過了三年流浪期回到觀塘翠屏道新堂，也希望豎

立石柱，讓這一代和以後每一代的觀潮人都記念神

的恩典，這石柱就是「恩典之柱」。以約書亞記 4

章 6 至 7 節解釋恩典之柱的意義：「這些石頭在你

們中間可以作為證據。日後，你們的子孫問你們說：

『這些石頭是甚麼意思？』你們就對他們說：『這

是因為約旦河的水在耶和華的約櫃前斷絕；約櫃過

約旦河的時候，約旦河的水就斷絕了。這些石頭要

作以色列人永遠的紀念。』」

「恩典之柱」於 2017 年 3 月 12 日（日）揭幕，位於教堂地下大堂魚

眼樓梯中間近門口處，希望進入教會的人先認識觀潮的根和歷史。鮑魚米白

色的石柱上，其中三面刻了啟示錄 3 章 20 節的經文，分別有中文和合本、

英文及潮洲（土白）話聖經的三個譯本：「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

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

「恩典之柱」下埋藏了待觀潮開基 100 週年紀念時才開啟的觀潮時間

囊，柱上放了舊堂的模型。但願將來 35 年後的觀潮人毋忘主恩，記得神曾

經與我們同在，將來也照樣與他們同在。

 舊堂模型

觀潮舊堂於 1967 年建成，與觀潮人經歷

了 47 年的大小風雨，不少家庭在這教會裏落

地生根，經歷兩至三代的成長。舊堂的建築

物是觀潮會友的共同回憶，八成的會友看見

舊教會，就彷如看見昔日的家。因此，這建

築物不僅僅是軀殼，乃是超過 1200 人的集體

回憶。清拆了建築物，回憶卻刻骨銘心，如今，把舊堂的建築物立體地展示

出來，讓舊物能重現眼前，甚至能從模型中一窺昔日崇拜的景象。同時，舊

堂是一座結構優美、值得記念的建築物。雖然大家可能曾為舊堂拍下過無數

相片和影片，但若要細膩地呈現教會結構和比例，仍遠不及一座模型般真實

和親切。

舊堂模型希望記念當初建堂的先賢和一眾肢體，感謝他們當年無私的貢

獻和付出。當年若不是神賜這塊地給觀潮，也不可能成就今天的觀潮。放在

恩典之柱上的舊堂模型盼望能時刻提醒下一代：觀潮之所以有今天，全是神

的恩典，因此要不住地感恩，不可忘記神的恩惠。

方舟浮雕

經過恩典之柱，遠處看見由啡色實木包圍著的方舟浮雕，浮雕整體設

計線條與潮 . 工房、對面的魚眼樓梯及天花板的線條一脈相承。浮雕的中心

以淺米色、凹凸不平的石頭漆作為背景，使三幅金屬蝕刻在牆壁上更顯突

出，與門口石碑遙遙呼應。仔細一看，三幅蝕刻各有特色，按層次地擺放，

配以不規則的線條，滿有藝術氣色。它們反映出觀潮的思想形態和核心價

值，分別代表禱告與敬拜（Prayer & Worship）、 聖徒相通（Communion of 

Saints）和普世見證（Global Witnesses）。浮雕底部的波浪形長木亦有另一

重意義，以下將逐一闡釋。

一 . 禱告與敬拜（Prayer & Worship）

「但我們要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使徒行傳6:4）

這蝕刻以一對厚實的祈禱手作為象徵，期望會眾進

入教會的首要之事，就是敬拜、禱告和讚美上帝。同時，

教會願意遵行聖經的教導，專心以祈禱和傳道為首。因

此，這蝕刻放於整個浮雕的中間，位置亦比起另外兩幅

蝕刻為高，目的是要突顯這信息的重要性。

二 . 聖徒相通（Communion of Saints）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

餅、祈禱。」（使徒行傳 2:42）

這幅蝕刻的構思以團契和相交為重心，然

而，要選一個代表團契和相交的構圖並不容易。

最後，選取了來自聖經、有關門徒擘餅的情景

作為象徵。教會希望有使命、有熱忱的聖徒能因基督而合一，藉團契連結，

聚在一起，並且彼此相交，互相效力，正如門徒一樣，緊記並遵守主對我們

的吩咐。

三 . 普世見證（Global Witnesses）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

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

作我的見證。」（使徒行傳 1:8）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

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馬太福音 28:19）

此蝕刻上一條彎彎的半圓線條象徵世界，信徒站在地球上高舉十架，

動作展示出傳揚福音的熱誠，帶著喜樂將這喜訊傳遍世界。教會願意關心社

區，關心世界，遵行神的大使命，亦願意在各地各方高舉十架，見證基督！

四 . 方舟與紅海

整個浮雕的形態令人聯想起一艘方舟。中間的三幅蝕刻被深色的橫紋木

從左右上三方包圍著，像是置身於方舟中，大家同坐一條船，在神的保

護下經過驚濤駭浪。

三幅蝕刻之下，有三件長身的

波浪型淺色木，形態像海浪。代

表紅海的這部份盼望能使觀潮人

記起過去三年像以色列人過紅海

般的經歷，每次遇到絕路，回看

卻是恩典的起步，正是「紅海面

前自有路，約旦河邊不需橋」。1

 

1 觀潮原址重建前，姚振國牧師曾引用蘇佐揚牧師
說的這句話來勉勵觀潮的弟兄姊妹。

恩典之柱下埋藏了觀潮時間囊

仿真度極高的舊堂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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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光倒流六十年

金齡學堂

2012年 10月 21日（日）教會原址重建
步行籌款大合照

1   觀塘潮語浸信會編：《第 32 屆年會年刊》（香港：觀塘潮語浸信會，2016）。
2   觀潮浸信會編：《第 33 屆年會年刊》（香港：觀潮浸信會，2017），頁 38。

在重建的過程中，弟兄姊妹不單只著重在寧晉中心的教會生活，更十分關心教會於翠屏道日以繼夜地進行

的原址重建工程。弟兄姊妹不但為重建獻上禱告，更是「瞓身」地出錢出力，為原址重建工程獻上一切。

整個工程需要 1.41 億的費用，這對於觀潮的弟兄姊妹來說可說是天文數字，要於短短 3 年的時間籌得這金

額更是不可能的任務。因此，自 2011 年正式開啟原址重建工程起，觀潮便推出了不同的認獻與籌款活動，包括

「一磚一瓦」、「十萬火急」、「呎址情深」、「百夫長計劃」、同工執事及重建事奉人員認獻、三次步行籌款、健

康減磅奉獻計劃、新春福袋與「一人一利是」計劃、禁食禱告節省金錢捐款運動、「樂齡錢箱」、「小錢立大功」

計劃、各項義賣與嘉年華等等。各項籌款活動中，弟兄姊妹眾志成城，齊心參與，各活動更成為了一個契機，給弟兄姊妹機會向身邊的朋友分享觀潮

重建的異象。俗語說「講錢傷感情」，但在這次原址重建工程的籌款過程中看到是弟兄姊妹對教會的

深情，他們不計自己日用的需要，為著觀潮這個家不顧一切，奉上每一分每一毫，有些年長的會友不

惜奉上畢生積蓄，有夫婦冒著供樓的壓力抵押單位，有會友拿出一生最寶貴的首飾，為的就是完成「原

址重建工程」，為這屬靈的家盡上所有的能力。最終，透過弟兄姊妹落力委身，加上外界的奉獻與借貸，

在神恩典的帶領下，原本不可能的事成為了可能。 

在整個原址重建的過程中，由清拆至動工都看見弟兄姊妹風雨同路，就如 2014 年 4 月 6 日（日）

動土禮當日，即使當日刮風下雨，但弟兄姊妹仍然踏入工地一同參與，而詩班員更放下雨傘冒著風雨

高唱「當讚美聖父」。
1 直至 2016 年峻工，教會上下仍是同心合意，一同步向重建的終點。如此同時，

教會亦思考日後的方向，上帝賜給觀潮重建的異象，並不是興建一個更大的俱樂部，而是要為主作更

大的工。因此，禱告後，同工執事定立了使命宣言，要成為一群植根觀塘，服侍社區的門徒。望向將

來種種挑戰，觀潮亦藉著「重建」這個翻新的契機，大膽地探討修章、改名的問題，盼望能夠打破以往

的限制，使聖工得以擴展。同時，觀潮為了以不同的方式保育潮語文化和承傳

教會的傳統，於清拆前曾出版「新約潮語聖經漢字版（與和合本對照）」，亦

舉行了潮洲文化週介紹不同的潮州特色，並於新堂的設計上加入文物的元素，

讓觀潮的歷史能繼續承傳。最後，於 2015 年 11 月 8 日（日）的第 32 屆第一

次特別會員大會中以 86.9% 的支持率通過更改本會名稱的議案，正式由「觀塘

潮語浸信會」改名為「觀潮浸信會」，意思為觀看神在這地方的作為，盼望看

見人們如潮水一般湧進殿裏去敬拜，再如潮水一樣滲透至各處傳揚福音。
2

2012年 4月 6日（日）冒雨舉行動土禮

《新約潮語聖經漢字版（與和合
本對照）》（圖右）

VI

在教會一起進膳

書法班

每逢週四，早上會有崇

拜及樂齡團契的時間，參與

的大部分弟兄姊妹主要是長

者。團契後，正式開始週四

金齡日的活動！踏入 12 時

正，教會會為一眾長者提供

午膳，讓他們能夠利用教會

的地方聚集一起，吃飯聊天，當然也可以彼此分享及禱告，參

與人數大概由 30 至 40 人不等，氣氛相當熱鬧。午膳後，各式

各樣不同類型的興趣班隨即展開，這兩個多月來，已開始了茶

道班、製作個人回憶錄及書法班。

茶道班教授了茶的歷史、種類及茶藝擺設等，豐富了參加

者對茶的認識，他們都不禁驚嘆古時中國人的智慧，竟可將一

片片茶葉演變出不同種類的茶，學員亦有品茗的時間，讓大家

嘗試到紅茶、綠茶及黑茶的味道。而製作個人回憶錄則是讓長

者們透過收集自己的舊相片，尋回人生往事的回憶及點滴，又

協助他們將這些經歷整合，而製作成一本屬於自己的相簿，好

讓他們能跟後代或與其他人分享。

金齡學堂特意邀請了一位書法導師教 導 書 法， 他

教授學員從「開毛筆」、「吊筆」等書寫技巧，以至「著墨」

的地方均表現得一絲不苟，只見每位學員專心聆聽導師的教導，

每當書寫練習的時候，課室內安靜得連呼吸聲亦能聽見。直至

最後一堂，每位學生對比過往幾堂書寫的作品，均看到自己有

相當的進步，亦學懂了慢活的心態，更多去感受自己的生活。

將來的日子，金齡學堂將會為區內長者提供更多類型的興

趣班，提倡「終生學習」，讓長者能享受美好的晚年，又為未

信主的長者提供多一個認識耶穌的機會。

進堂以後，金齡學堂義工們的足跡遍布教會不同角落，無論探訪隊、潮

食工房，抑或家居清潔，都總會見到他們的身影。最近，金齡學堂又有新搞

作，所提及的就是「週四金齡日」。

「一磚一瓦」紀念磚



背後默默耕耘的祈禱組，
不斷為佈道會禱告。

林淑敏姊妹

福音主日中，眾見證嘉賓分享感動人心的生命故事。

歐錦棠弟兄

人生最重要的決定：舉手決志信主！

兩位小司儀精靈活潑，
逗得全場發笑。

		其中一次的福音主日有來自菲律賓的詩班獻唱
「哈利路亞」。

梁藝齡姊妹

彭家麗姊妹於佈
道會中分享見證

韓馬利姊妹

感謝主，6月 25日（日）的佈道會中
共有26人決志信主！

派單張當日天氣不似預期，卻無阻弟兄
姊妹為主作工的決心。 小朋友於兒童佈道會中齊齊學習做屬靈小勇士。

一共有276位新朋友參與「誇啦啦．愛回家」佈道會。

兒童版仿六十年代的小明星也
一同協助宣傳佈道會

福音主日

觀潮的弟兄姊妹上下一心，於社區推廣日拿著五彩繽紛的汽球出發派單張！

社區推廣日

作者：足印

「鄰居那婦女因丈夫有外遇和他分居了，她做三份兼職供那
孩子讀書、上興趣班、補習，每天的時間表擠得密麻麻。有次我
碰巧在地鐵遇見他們，那孩子在擠迫的車廂中，死命要走近關
上的門那方，他媽媽阻止他，哭鬧間我聽到他說他不喜歡人多，
那孩子可能患有人群恐懼症，或許這就是他走堂的原因。」阿鐵
把鄰居的故事娓娓道來：「我曾經和他媽媽提過此事，不過她可
能怕別人把他兒子標籤，不肯帶他去見醫生，也不願承認他可能
有病。」

阿謙不懂回應。就像他早前聽阿鐵說要搬往另一間小一半的
套房住時，最初不以為然，但當他親身踏進這大約三百平方呎的
房子中，再想像阿鐵快要搬往一間比這小一半的房子時，他著實
說不出一句話。望著桌面上一堆堆等待入箱的文件，阿謙想起自
己公司的辦公桌也不遑多讓，所不同的是，他桌面上的文件不能
置諸不理，每天湧出來的工作亦多得他沒有空間喘氣 ......

當晚，阿謙靈修時看聖經新譯本，讀到創世記：「神說：『眾
水之間要有穹蒼，把水和水分開！』事就這樣成了。」（創世
記 1:6）神既然是那位說有光就有光、創造出天空和空間的神，
祂是否也能給現代人一個正常的生存空間？阿謙祈禱時，祈求神
不只給香港人有物質上住屋的空間，也賜人在面對生活壓力時有
心靈的喘息空間。

花絮
20

17
年

5 至
6 月

空間

生於小康之家，阿謙比起很多香港人算是幸運，一家四口，
他和妹妹的房間雖然小，但總算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空間。這次
因為阿鐵的媽媽過身，阿謙和幾位團友來到阿鐵的家中協助他
執拾，他才了解自己有多幸福。

實用面積約三百平方呎的房子，住了阿鐵一家三口。阿鐵的
弟弟因為在內地念書，算是省回一些地方，但他們家裏的東西
左堆右疊，櫃內的東西好像要隨時湧出來的樣子，阿謙一進屋
已感受到那種擠迫感。床上放了阿鐵的電腦和一箱書，原本應
該是用來做飯桌的摺枱則放滿了不同的雜物。阿鐵一邊把媽媽
的衣物從抽屜裏拿出來，暫放於媽媽的床上，一邊說：「抱歉，
自從媽媽離開後我都沒心情收拾，很感激你們願意來幫忙。」

兩位女團友負責把阿鐵媽媽的衣物分類，阿謙則協助阿鐵清
理摺枱上的東西，然後把其中一個櫃的文件和雜物拿出來再收
拾整理。雖然並不需要太多的體力勞動，但因為冷氣機壞了，
風扇又不能向著那堆文件的方向吹，才一會兒，阿謙已汗流浹
背。他想像不了阿鐵如何在這狹小的空間日復日地居住，尤其
在夏天。鄰居罵小孩子的聲音透過薄薄的牆壁傳進屋內：「你
知不知道我為了要供你補習有多辛苦？你竟敢走堂？」那孩子
想必捱了一頓打，因為不久後便傳出哭聲。

阿謙記得當他還小時，早已移居外國的表舅父有次來港和他們飲茶時說：「香港很擠迫。」那時阿
謙問媽媽：「甚麼叫擠迫？」媽媽答：「即是很多人，或者活動空間很小的意思。」「所以我不能
四處跑是嗎？」媽媽摸摸阿謙的頭，說：「是的，你真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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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福音事工

 代禱守望 

親愛的天父：

讚美祢是奇妙的創造者，也是賜人生

命的主！感謝祢賜下陽光、賜下雨水，使

萬物按時生長，叫我們可以享用祢所賜的

植物和菜蔬。

感謝祢藉佈道運動帶領不同的人來

到教會中，求祢堅固初信者對祢的信心，

透過初信班能對祢有更深的認識，叫他們

清楚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誰，使他們的信心

奠基於耶穌基督。我們也把曾到來觀潮的

慕道的朋友交託給祢，求祢藉慕道班和各

大團小組的福音預工，把他們引到祢的面

前，叫他們知道祢是唯一得拯救的道路。

求主幫助我們愛這些新朋友如同祢

愛我們一樣，盡力栽培與關顧他們，使他

們愛慕真理，願意緊隨基督，受浸加入教

會。求主挪開一切的捆綁和障礙，叫這些

新生命能在主愛中茁壯成長。

奉主耶穌名求，阿們。

事工巡禮

葉伯光傳道

English 潮流天地家長班

「誇啦啦．愛回家」佈道大會

三福訓練班畢業禮

本地福音事工的佈道目標分為三個：
1. 激勵全教會弟兄姊妹延續教會實踐大使命的異象；
2. 鼓勵全教會弟兄姊妹多與慕道朋友建立互動關係；
3. 隨時給弟兄姊妹機會去實踐佈道的人生使命。

要 達 至 以 上 的 三

個佈道目標，需要使用

不同的策略和方法。為

了激勵全教會弟兄姊妹

延續教會實踐大使命的

異象，就要推行大型的

佈道運動，這是一種撒

網式得人如得魚的佈道

方式，就像開一艘大拖

網漁船出海去捕魚，各

船員都要相互合作，各

有各的崗位，為了把船

開到水深魚群之處，然

後同心合力撒網，務求

一網得魚千斤。這就好

比我們剛完成的「誇啦

啦．愛回家」佈道運動，

動員全教會的弟兄姊妹

按各人恩賜，各盡所能，分工合作，在佈道大會中招聚 275 位

慕道朋友，再由講員呼召去得人群如得魚群（當天有 26 位朋

友決志）。這佈道方式預計每年進行一次來激勵全教會弟兄姊

妹延續教會實踐大使命的異象。

要達至第二個目標—鼓勵全教會弟兄姊妹多與慕道朋友

建立互動關係，就要做佈道預工，這是一種養魚式的得人如得

魚佈道方式，就像

漁夫在海中築起一

個 一 個 的 魚 排，

把不同類的魚苗

（小魚兒）放進各

自的魚排裡面，按時餵養最適合的食物，讓小魚兒長大後成為

大魚才捕撈（魚苗就好比是慕道者，而大魚就好比一些願意聽

福音信主的初信者），這就好比目前我們主要開辦給慕道朋友

的「English 潮流天地」兒童班與家長班，還有籃球班。這些

班不只是興趣班，所教導的內容包含了福音的元素，藉這些屬

靈的糧食幫助他們靈性日長，到了一定程度就向他們講福音而

決志信主。目前的家長班就有 4 位家長決志信了耶穌，所以這

佈道方式也可以鼓勵全弟兄姊妹多與慕道朋友建立互動關係。

而福音事工委員會將會繼續開辦福音預工班，在不久的將來可

能會陸續有棋藝班和乒乓球班的招生。

要隨時給機會弟兄姊妹去實踐佈道的人生使命就要做個人

佈道。這是一種釣魚式的得人如得魚佈道方式，就好比經常去

溪邊或海邊的垂釣客，一有機會就可以隨時出發去釣魚。就如

教會的三福佈道隊隨時候命去為弟兄姊妹的親友、新來賓與街

坊傳福音，既能實踐對個人佈道的承諾，又使天天都有機會得

人如得魚。所以這佈道方式能隨時給機會弟兄姊妹去實踐佈道

的人生使命，更重要是讓弟兄姊妹在平日就有機會不斷地傳福

音來累積佈道的經驗，一旦有機會就隨時可以向自己的親朋好

友傳福音，體現了神讓一人得救而全家必然得救的應許。為了

培訓更多的三福隊員與隊長，培訓事工委員會將繼續開辦三福

佈道訓練班，期望在 2020 年能訓練出 200 位三福隊員或隊長。

盼望教會的本地佈道事工能朝著這三個方向不斷地發展，

使觀潮浸信會能真正成為社區的金燈台，把真光普照在東九龍

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