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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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典之路
馬賽克壁畫、文物櫃與歷史牆導覽
曾紉庭姊妹
進入教會大門，經過恩典之柱、舊堂模型與方舟浮雕，往
右登上魚眼樓梯，第一眼會看見一樓鑲嵌在弧型牆上一幅大
型的彩色馬賽克，然後會看見緊連著它的一個文物櫃，展示
著教會一些有紀念價值的物品。七樓近歷史檔案大樓那邊，
兩個窗之間同樣有一個小型的文物櫃，它與近門口位置的歷
史牆一起訴說著觀潮的歷史，還有神如何帶領教會走過一段
又一段的恩典之路。
馬賽克壁畫
「當稱謝進入祂的門，當讚美進入祂的院；當感謝祂，稱頌祂的名。」
（詩篇 100:4）
有人說，猶太人禮拜的群眾，會聚集在聖殿前半圓形石階下，在預備
登入聖殿那十五級石階時，每上一級會唱一首詩篇中的「上行之詩」，到最
後一級便唱完十五篇「上行之
詩」。1 今天，弟兄姊妹來到教
會崇拜，沒有半圓形石階，也
不止要上十五級樓梯，但大家
同樣是預備到神面前敬拜。猶
太人由家鄉出發到耶路撒冷，
路途不短；現時每位到來聚會
的人，可能也需要經過一些舟
車勞動或行一段路才回到教
會。在這情況下，怎樣才能盡
一樓魚眼梯口旁的馬賽克壁畫與文物櫃
早預備好弟兄姊妹的心，讓大
家上到主禮堂時已準備好敬拜神呢？會否可以使用一些畫作或經文，使弟兄
姊妹的目光移離世俗的紛擾，重新轉向神？
一樓魚眼梯口旁的馬賽克壁畫正是為此而設立的。壁畫的左上角，選用
了舊約聖經詩篇的經文：「當稱謝進入祂的門，當讚美進入祂的院；當感謝
祂，稱頌祂的名。」（詩篇 100:4）提醒所有到來的人，要懷著感恩、稱謝、
讚美的心進入禮堂。整幅壁畫以同一篇詩篇中「我們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場
的羊」一句作為構圖，草場上的羊正在享用神所賜給牠們的食物，旁邊有充
足的溪水，樹、草和花沐浴在它們所需要的陽光底下，就如神每天供應我們
所需用的一切，為此我們應該稱謝祂。

的珍藏品。裏面的物品經本會文物組的成員精心挑選，有些與教會從前的歷
史片段有關，有些與教會原址重建有關，似是展輯了歷史的一角化成實物，
每一件物品的背後都有一個故事——大家可以在文物櫃內找到每件文物的說
明和介紹，此處不贅了。這些一件件的物品盼望能讓進入這殿的觀潮人記起
神的恩典，無論是佈道所時期、本會立會的日子、原址重建等，都有一些有
心的弟兄姊妹以不同的方式獻上他們的才幹和物品，就像把一個又一個的感
恩祭呈獻在神面前。這些物品見證著神的慈愛與信實：「因為耶和華本為善。
他的慈愛存到永遠；他的信實直到萬代。」（詩篇 100:5）
那放在七樓的文物櫃與一樓的又有甚麼不同呢？除了設計上有明顯的分
別外，展示的對象也有分別。剛才說過，一樓
是弟兄姊妹預備進入崇拜的必經之地，幾乎每
個進來教會的人都可以看見，但七樓卻主要是
少年崇拜和少青大團舉行聚會的地點。
對年青一輩而言，傳統、歷史可能是他們急著
想摒棄的包袱，但歷史裏面其實藏著很多瑰寶。在
七樓展示的潮語聖經、舊堂奠基石後所藏的一些
舊硬幣，和本會進堂禮當日的基督教週報，正是
提醒看的人不要忘本，更加不要忘記今天觀潮人
之所以能在這地敬拜，是源於神的恩典。

歷史牆

七樓文物櫃

今年是觀潮開基 65 週年，這 65 年來，觀潮走過的是一條怎樣的路？
1952 年美國浸信會西教士於虎尾村開始服侍一眾移居香港的潮藉居民，不
知他們有否想過當年的小石屋會蛻變成今天的觀潮呢？
七樓由近門口處起，以木框包圍著一幀幀的珍貴歷史照片，以「恩典之
路：觀潮的蛻變（1952-2016）」為題，展示出觀潮的變遷。不同年代委身
於教會的牧師、傳道人、執事、弟兄姊妹，在該年代相關的生活照片映襯下，
令人禁不住想像，他們在那時代如何服侍當年的觀潮人？在不同的生活條件
下，他們如何彰顯出基督的樣式，使人成為主的門徒？
恍如經過時光隧道般，年長一輩若一面走、一面看，可以找回很多已塵
封的回憶；在觀潮日子已久的中年人，可以從一堆堆已發黃或不太清晰的舊
相片中，找到他們老朋友年青時的模樣；已出來工作的青年人可在裏面找回
一些他們參與過的活動照片；年青一輩或小孩子可以從歷史的展示中明白父
母成長的環境，了解是甚麼把他們塑造成今天這模樣。對新朋友而言，他們
可以認識觀潮由小石屋遷到天台再遷到現址的歷史，也可以看見由教會原址
重建至進堂這數年間，神所給予觀潮的恩典。
就像以色列人每一年過逾越節，都是一個機會讓不同年齡的人去回顧神
如何用神蹟奇事領他們出埃及、過紅海、入迦南；今天觀潮也盼望藉這七樓
的歷史牆，把神曾為我們行過的大事用不同的相片展示出來，叫後世的信徒
能繼續紀念神如何帶領觀潮人走過這條不算平坦、卻是滿有恩典的路。

文物櫃
裝在一樓馬賽克壁畫上文物櫃，主要以木和透
明玻璃製成，玻璃配合原有牆身的弧度設計，讓經
過的人可以輕易地看見裏面由深紫色絨布所襯托著
1 周郁晞：《詩篇（上冊）》，中文聖經註釋第十四卷（香港：文藝，
1996），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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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食工房
開飯啦 ! 每逢星期一至五，中午 12 時至下午 2 時，教會一樓變身為潮食
工房（熱食飯堂），為打工仔、低收入士、短期失業人士及有需要的坊眾提供

GUY

便宜午餐，8 元一餐，除提供熱食外，工房也舉辦不同職業講座、興趣班、
僱員權益等活動，並為會員提供職場資訊及職業配對。
感謝主 ! 潮食工房投入
服務至今已有一年多，已經
有 1,000 人次來到飯堂享用
午餐或服務，有 200 人成為
正式會員，也為約 30 多名會
員已找獲工作的機會，午餐
時，飯堂漸漸成為一班打工
仔及坊眾的聚腳點，在舒適環境下，享用午餐、上網、看電視、
彼此交談，同工及義工們也認識好多來自不同層面、年紀及經
歷的會員，聆聽他們的故事、如何面對處境或自身需要等。

再培訓中心病人護理課程，修畢後，她在醫院找獲一份病人護
理工作。不少中年失業的會員有不同想法，他們過往的經歷、
資歷，往往放不下，職場轉變，他們一下子也未能適應，感謝
主！在這段路程上，有些會員讓工房同工一起同行，聆聽他們
的分享及經歷。
從旁觀到同行，讓陌生人成為朋友，一年來滿載主的恩典及
預備，多過我們所想所求，潮食工房事工從零開始，無論會員人
數、活動講者、職位供應，主都為我們一一預備，不單有法國商
會贊助，教會全面支持，地方、設備等，義工們不斷服侍，教友
不斷禱告，感謝您們的付出，成為馨香的祭，願主悅納！

回想會員尋找工作時的成果，有兩
名 70 多歲的長者，也找獲兼職，他們除
賺獲薪酬外，也讓他們感受自身的能力，
心境也開朗多了。另一名 29 歲的會員，
從未正式打工，一直閒於家中，經過不
斷鼓勵，成功協助他找獲一份會所助理
工作。另一名新移民的婦女會員，來港
後只找到一些兼職，同工鼓勵，她修讀

「潮」光倒流六十年

「潮」光倒流六十年 ---- 總結
踏入 2016 至 2017 年，觀潮的原址重建工程正式峻工，弟兄姊妹期待已久終於可以重返「家園」。於回
家的過程中，各弟兄姊妹都主動為這個家執拾打掃，不論男女老幼，上班的或是上學的，都願意抽出時間與
體力一同為這家打掃，最後於 2016 年 10 月正式告別寧晉回家，回家的感覺真好 ! 看著這幢樓高 13 層的新
堂就如看見上帝奇妙的工程，將不可能變為可能。
不過，「聖殿」的完工又是否代表我們已經完成任務呢？非也。回顧觀潮過去所經歷的六十多年，觀
潮經歷了五次的大遷移，而每一次搬遷都是印證著觀潮進入一個全新的里程碑，是一個新階段的開始，而
這次的重建工程也不例外。上帝將觀潮帶到觀塘翠屏道十一號扎根，相信上帝的計劃不只是讓觀潮完成原
址重建，不只是滿足於擁有一幢美輪美煥的建築物，而是想藉著觀潮的內與外、硬件與軟件去榮耀上帝。
我們可以如何運用這座聖殿完成上帝給我們的使命，好好活用這 13 層的新堂呢？上帝又希望觀潮是怎樣
的聖殿呢？
其實，觀潮過去的六十多年，甚至現在與將來，就如一部由上帝執導的電影一樣，每一個里程碑猶
如電影中一個又一個的章節，上帝已為每一章定立不同的情景與主題，加入不同的角色，而電影之
可以成功與精彩，需要每一位參與其中的都能發揮預定的角色，活出角色應有的生命。因此，
上帝已經將新堂這個場景賜給觀潮，「重建聖民、聖言、聖殿」，「聖殿」的落成展開一個全
新里程的序幕，那「聖民」、「聖言」的重建工程又是如何呢？也許再過數十年，上帝又再開
展新的一章，我們此刻並不能預計，但我們可以於這一章盡本份發揮上帝給我們的角色，將這
新的一章發揮出上帝所預設的劇本，成為合「導演」心意的一幕。
「潮光倒流六十年」，觀潮一步一步地經過了六十多年，這絕非任何一個人的功勞，而
是上帝帶領我們踏上的旅途。縱使路途並非平坦，但沿路總看見上帝恩典的記號。新的一章，
從新起動，盼望觀潮能夠再躍動心靈，從心出發。

花絮

暑期聖經班之品格農莊 Summer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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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子兵 2017 之轉化者

培養孩子品格，要從小做起。
由 7 月 17 至 21 日（一至五）舉行的耶子兵盼
望能使一班少年人生命轉化。

大夥兒最期待的茶點時間

其中一天，耶子兵們出外派水給在附
近工作的朋友，祝福他們。

無論是唱歌、聽聖經故事還是玩遊戲，小朋友都十分投入。

最後兩天於鯉魚門度假村有兩日一夜的營會，眾人盡興而歸！

經過四天一同學習，到最後一天早上，小
孩子們已經十分熟絡。

感謝神賜合適的天氣，使所有
活動皆能順利進行。

五日的耶子兵透過遊戲學習真理，勝
出的組別獲頒小禮物。
來看看我們的手工製成品！漂亮嗎？

耶子兵們一起禱告，預備寫一封天
父於今年年尾時給自己的信。

所有導師與參加者在過程中打成一片

畢業禮當晚，百多位小孩子及他們的家長齊集於主禮堂，見證
小孩子們的學習成果。

高小的小朋友與導師同樣樂在其中

7 月 24 至 28 日（一至五）連續五天早上，導師們在教會服侍
暑期聖經班的孩子，到週五晚的畢業禮上仍未見疲態。

部份暑期聖經班的孩子與家長，在 7 月 29 日（六）參加
在錦田舉行的家庭同樂日，場面好不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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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

作者：足印

團契查經後，有團友推薦一間由基督徒開的新餐廳，大夥兒於是一起到該處晚膳。席間，有位團友分享到她上個月在津巴
布韋的所見所聞：「對部份收入不豐的津巴布韋人來說，出生證明書、身份證、結婚證明書等之類的文件他們並不重視，一來
申請手續繁複，二來也要付一些錢才可辦理。可惜的是，若孩子的父母早死，而他又沒有父母的結婚證明和自己的出生證明，
他們就沒有承繼權，不能領取父母的遺產。當地有個機構會為這些孩子補辦出生證明書、父母的死亡證等，維護弱勢兒童的權
利，我去的時候正正是探訪了這機構，開闊了我對扶貧工作的認識。」
天安有點詫異：「我一直以為在較貧窮的國家中，非牟利機構或慈
善團體應該以派糧食、開孤兒院等工作為主。原來透過替孤兒辦理身份
證明、教育家長要為孩童辦理出生證明書等，竟然也可以為孩童帶來實
質而長遠的幫助！我還真是第一次聽到。」
阿謙想起他上年遺失銀包後的經歷，說：「上年我遺失了銀包後，
打電話到銀行報失，並提出要補領信用卡和提款卡。當我拿到銀行給我
的提款卡補領信時，我才想起自己尚未補領身份證！以前我也覺得身份
證是很普通的東西，直至這次經歷後，我才發覺身份證有多重要。本來
那段時間公司派我到上海參加一個重要的會議，也因為未有身份證和回
鄉卡而錯失了。」
阿鐵說：「我猜我有點明白津巴布韋家庭不為子女辦理出世紙的心
態，別說是他們，如果我們不見了身份證，要付三百多元去補領，心裏
也總會有點不情不願，若非急著要用，我相信我會像阿謙一樣留到最後
一刻才處理。」
有人說：「其實如果只是不見了身份證，遲些辦理也沒有所謂吧。」
其他團友紛紛和議，除了天安：「我時常被警察在街上查身份證，所以
我肯定我第一時間會到警署報失。」有人笑他長得像非法入境者，引來
一連串笑聲。
「我想起我去申請補領身份證那天，在入境處大樓等候電梯時，遇
見一個非洲人，他令我想起拉濟 — 他一直想取得難民的證明，但到現

在還未等到。還有我鄰居祥仔的媽媽，她因為不是香港永久居民而時常
需要香港內地兩邊奔走。其實我們真的很幸福，至少只要付出三百多元
便能取回新的身份證，有些人不知要等多久才等得到這身份。這些證件
代表的不止是一些基本的福利保障，也是代表著用錢買不到的身份。」
阿謙補充道。
「是的。就像神兒女這寶貴的身份，也是不能用錢買回來的。剛才我
們團契查考羅馬書八章的經文，裏面提到聖靈就是我們有這身份的證明
之一。」導師不愧為導師，竟然可以把話題輕易地帶回週會時的討論中：
「有時我也會輕忽了自己已得的身份，忘了我們的生命是用耶穌的血重
價買回來的，忘記了神的恩典。我們這些已得到新身份的人，應該去讓
世上其他未知如何得到神兒女名份的人，知道如何可成為天國的子民，
這樣才無負神給我們的恩典。」
眾人聽到導師的提醒後都靜了下來。餐廳正播放的英文詩歌傳入大家
的耳中：「我不知道多少代價，能使我罪釘上十架（I'll never know how
much it cost, to see my sin upon that cross）......」似是與導師所說的互相
呼應。
「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既是兒女，便是後嗣，就是
神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榮
耀。」（羅馬書 8:16-17）

事工巡禮

社關巡禮

潮食工房 Lunch Club
鄭佑中傳道

彌迦書 6:8 中提到：「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
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
行。」
在文明城市的背後，資本社會中的巧取豪奪，讓不公不義的事張
牙舞爪！神已清楚說明「天國子民」的記號，我們也要謙卑學習，踐
信於行。
自 2015 年「社關小組」成立，配合「有愛有家」賣旗籌款的資金，
讓教會能夠開始發展不同的社關項目，包括天台屋探訪隊、長者屋探
訪隊、「網上學習平台」、功課輔導班、潮玩潮學暑期班及金齡學堂等。
，
2016 年 9 月，在「法國商會」的支持下，開設社區飯堂 —「潮食工房」
讓社區中一班在職貧窮的朋友受惠。以下會詳細介紹各項目。

天台屋探訪隊
天台屋探訪隊約有 15 人，探訪成運工業
大廈的天台屋，參與群體主要是職青二區、成
年牧區及親子牧區，定期每兩個月探訪一次，
多在週六晚上或主日下午舉行，以家訪或活動
形式進行，約 2 至 3 位弟兄姊妹跟進 1 至 2 個
家庭。從開始至今，已服侍天台屋群體接近兩
年，了解並協助他們的即時需要，包括：協助新來港
子女尋找學校、上門補習、家居維修、約見區議員及
房屋署職員以協助申請入住公屋、個人情緒輔導等。
同時，我們亦關心街坊的身、心、社、靈發展。現時
探訪隊已接觸超過 30 戶約 100 多人，其中約 3 至 4
戶間中有參與本會崇拜。

長者屋探訪隊
長者屋探訪隊成員約有 20 人，當中以職青一區、成年牧區及金
齡特工隊為主，定期每兩個月往翠屏邨翠楣樓探訪，現時已持續探訪
了約兩年，形式有兩種：包括每 2 至 3 人一組探訪獨居長者，並關心
他們的身心靈需要；亦會進行群體活動，集合所有長者及探訪隊員一
齊活動，為他們祈禱及傳揚基督的信息。現時已接觸及探訪的長者超
過 50 戶，當中有 10 至 15 位曾參與崇拜，其中 5 至 6 位長者已穩定
地參與。

提供為期一年的廉價午餐，每位只需付
出港幣 8 元就能購得一份午餐。食物由「惜
食堂」負責提供，有關資金由法國商會贊助。
「潮食工房」開放時間由星期一至五中午 12 時至
下午 2 時，對象是在觀塘區工作或居住的低收入
在職人士和失業人士，每日最多可服務 50 人次。
每月定期開辦職場午間講座，職場工作坊以協助
會員提升職場競爭力、職場互助小組及興趣班、
組織地區職場就業網絡及提供職場就業輔導及個
案跟進。現時已有超過 1000 臨時會員及 150 位正式會員，當中曾成
功轉介 25 人覓得工作。
最近「潮食工房」曾舉辦的活動：
日期
2016 年 12 月 7 日（三）
2016 年 12 月 21 日（三）
2017 年 1 月 12 日（四）
2017 年 1 月 20 日（五）
2017 年 2 月 17 日（五）
2017 年 3 月 23 日（四）
2017 年 3 月 24 日（五）
2017 年 3 月 31 日（五）
2017 年 5 月 5 日（五）
2017 年 5 月 18 日（四）

活動
保安業講座
聖誕聯歡會
押花班（一）
勞工法例講座
美容業講座
水晶膠飾物班
職安健講座（一）
環保回收業講座
職安健講座（二）
押花班（二）

潮玩潮學暑期班
每年 7 至 8 月期間，開辦暑期活動，包括英語成長營及各式興趣
班如結他班、木箱鼓班及石頭彩繪班等，為區內小朋友提供暑期活動，
並希望藉此機會將信仰帶給他們。

金齡學堂
裝 備 教 會 內 長 者 身、
心、社、靈發展，令他們有
健康快樂的人生，亦邀請弟
兄姊妹的父母或公公婆婆等
參加金齡活動，長遠希望透
過已裝備好的長者服侍社區
內其他的長者，例如家居維修、探訪等，令他
們得到幫助及接觸信仰，最終帶他們來到教會。現時逢週四定為金齡
日，活動包括午膳聚會、茶道班、書法班。另外，去年年中成立了金
齡特工隊，由樂齡團超過 25 位弟兄姊妹組成，他們服侍的項目包括
潮食工房及長者屋探訪隊。

聯合活動（眾社關對象）
功課輔導班
對象為小學生及初中生，現時共約
有 8 位導師及 30 位學生，逢星期三下午
4 時至 6 時及星期六早上 10 時至 12 時，
每 1 位導師對 3 名學生，替他們溫習功
課，其中亦會與家長開小組，討論學童
問題，讓家長能知道孩童的課堂情況；
部分時間亦會與小朋友玩樂，增進同學
間彼此的感情。長遠希望開展品格培養（當
中滲透信仰元素）等課程讓他們作多元發
展。現時部分學生有參與少青團契。

日期
2016 年 4 月
2017 年 5 月

活動
社關旅行（一）
社關旅行（二）

代禱守望
親愛的天父：
我們讚美祢！因祢的聲音大有能力、滿有威嚴，祢的聲音震動
曠野，祢的話語滿有權柄，命立就立，說有就有。願祢的榮光照遍
人心底的黑暗愁煩，我們要在黑暗之地宣揚祢的榮耀，願祢的名在
列邦中被高舉！
感謝祢的拯救，使我們得以進入祢的光中，求祢使我們這群屬

教會報告

祢的子民也成為這社區的光，吸引人來就近祢。為觀塘區的老、弱、
鰥、寡和寄居的人我們向祢祈求，求祢滿足他們身心靈的需要，幫
助我們成為他們真正的鄰舍，開我們的眼睛使我們看得見他們的需

1. 10 月 1 日（日）上午 11 時有宣教主日的崇拜，下午有赤腳行差傳及社關活動，鼓勵
弟兄姊妹一同參與。
2. 10 月 29 日（日）為本會開基 65 週年堂慶，上午 11 時於 2 樓主禮堂有感恩崇拜，下
午 2 時 30 分於同一地點有按立牧師典禮，晚上 6 時 45 分於啟德郵輪碼頭聯邦郵輪
宴會中心設開基 65 週年晚宴，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出席，同慶主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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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叫我們願意起來回應。
求主使我們胸懷普世，求聖靈攪動我們的心，感動我們為遠方
的宣教士和鮮聞福音之群體逼切禱告，求主打發工人出去收取祢已
熟的莊稼。感謝祢讓我們可以用不同方式參與在祢的大使命中，求
祢使用我們把祢寶貴的、帶有能力的話語傳揚到各民各族中。

奉主耶穌名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