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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堂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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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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仲強會佐、袁淑燕姊妹

不說不知，原來新堂最高的一層是 UR（Upper Roof，高層

天台），電梯上不到、平時又鎖上門的這層，裏面到底有些甚

麼呢？ UR 層與 R 層（Roof，十三樓）天台的祈禱花園，皆有

新舊融合的元素，以下將逐一介紹。

高層天台

一 . 古銅十字架與舊招牌

為重視保育意識，教會新堂的高層天台

安裝了由舊堂建築物外面拆卸下來的古銅色

大十字架，並「觀塘潮語浸信會」字樣的舊

招牌，平放在高層天台的天面，相信住在四

周高處的街坊或衞星高空攝製的地圖都可以

清楚看見。新的十字架高懸在另一方，與舊

十字架遙遙相對，彷彿在至高之處神的榮耀

在彰顯，要照耀黑暗的四方。

二 .  新銅鐘

教會新堂最高處懸掛了一個新的大銅鐘，重達三百公斤，是揭陽真理堂贈

送給我們的進堂禮物，鐘上鑄有「以馬內利」四個大字，表示神與我們同在。

昔日舊堂也設有一個銅鐘，早期每

逢主日崇拜前十五分鐘就打起「噹、噹、

噹」約十多下的預備鐘聲，提醒信徒及坊

眾我們敬拜神的時間即將開始。臨聚會

前，又打起第二輪鐘聲「噹、噹噹、噹、

噹噹」。兩次鐘聲打法快慢有所不同。第

二次鐘聲節奏較急，含有催促信徒加快腳

步到來敬拜的意思，直至舊堂拆卸才停止

了打鐘。

現時樓頂大銅鐘設計只是教堂的一個標記裝飾，節期式特別聚會的晚上，

銅鐘旁的燈光會照在鐘上，燈光的顏色隨時間而變化。因安全問題，暫不考慮

用人手打鐘，但在天台預留了供電位置，若有需要可以用預錄形式播放各種不

同的鐘聲，或悠揚音樂，或動人的詩歌，讓四周圍的社區更認識教會。

天台
一 .  苦路十架

苦路十架讓我們可以時刻想念主耶穌十字架上的救

贖功勞。教會文物組特地從義大利訂購了一套由耶穌被

捉拿、受審、受刑、被掛上十架、受死、埋葬、復活、升

天等過程的雕塑，以苦路十四站的象徵記號展現出來。雕塑

是木紋色的陶瓷製作，安放在新堂近電梯那邊的樓梯的轉角

位，分佈於二樓至天台祈禱花園間的各樓層，終點在祈禱

花園的第一園區。各肢體可以隨時隨地沿著樓梯往上走，以讀

經、祈禱、唱詩、默想等方式來記念並感謝主耶穌為我們的罪所付出的代價。

願我們一生跟從主的腳蹤，作衪所喜悅的事。

二 .  祈禱花園

祈禱花園設計目的是讓信徒在繁忙都市中有一個靜下來退省的空間，在祈

禱花園中經歷靈性的旅程，透過五官：視覺、聽覺、味覺、觸覺和嗅覺把人的心

思意念轉向神。培養靈修祈禱的習慣，幫助人尋求、聆聽並回應上帝的召喚。

花園現時主要由四個園區組成，讚美、感謝、認罪和祈求四個禱告的元素在

這四個園區中一一呈現。盆栽植物分佈在其中三個園區內，令樓層結構能均衡受

力；花盆選用較重身和寬底的西式瓦盆，因為耐用和不易被大風吹倒。植物選用

四季常綠或開花結果的植物，包括一些聖經常提及的植物，例如無花果樹、葡萄

樹等。除了盆栽植物和戶外椅，教會重建時在地底勘探出來的花崗岩地基石也成

為園景的一部份，不止作為保育，也叫人聯想到教會真正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

第一園區位於天台入口直望近左方的

位置，苦路十架的終點站就在此處，讓人感

受到主為我們信主的人帶來永生的盼望。復

活升天的主耶穌木紋雕塑、清竹、流水睡蓮

魚池、地基石及雨花石繪畫出起初神創造天

地萬物和人，並賜下活水江河滋潤大地的美

麗意景。「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

我所賜的水要在他𥚃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

生。」（約 4：14）讓我們讚美造物主的創造

和豐足預備！

第二園區位於入口直望近右方洗手盆的位

置，以仿真植物築成植物牆。仿真植物包括：波

斯葉、海藻、孔雀竹芋、龜背竹、小吊蘭、枯藤

和米蘭底草等。遠眺植物牆和洗手盆的流水如山

林和溪流般的壁畫跳入眼帘，「也必在以色列山

上， 一切溪水旁邊，境內一切可居之處，牧養他

們。」（結34：13） 讓我們感謝神的應許永不改變！

第三園區位於近入口的右方，該區的盆栽按

大小高矮的層次感排列，附有植物名稱和聖經金

句。聖經金句以讚美、感謝、認罪和祈求為主，有

些金句更是與植物名稱相關連，例如提子樹的金句

是「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約15：1） 

藉此幫助弟兄姊妹在祈禱時經文的默想。地面以地

基石和黑石球舖設，圓柱形的地基石喻意基督徒成

為流通管子，把基督的愛傳揚。盆栽和石頭互相結

連，寓意信徒彼此相交，生命在主內成長。

第四園區位於入口左後方，是簡約

的西式庭園風格設計。大花盆配合簡約的

環保木戶外椅，以及牆上的十字架，成為

一個戶外的祈禱室，讓信徒可以在當中祈

禱、默想和反思過去的不足之處，在此認

罪祈求。

陽光和雨水透過圓形的天台頂層從天

降下，滋潤了植物，令植物生機勃勃。靈修

祈禱同樣使我們的心田被神滋潤，經過鬆土

和翻土後重現生機，並更清楚祂的旨意。

「因此，我們自從聽見的日子，也就為你們不住的禱告祈求，願你們在一切

屬靈的智慧悟性上，滿心知道神的旨意。」（西 1:9） 

高層天台上的黑色十字架與舊招牌

祈禱花園的第一園區，也是苦路

十架的終點站。

第二園區

第三園區

第四園區

高層天台的新銅鐘

苦路十架



除了舉辦結他班及 Ukulele（夏威夷小結他）班外，教會亦開辦了籃球班、手工藝班、

功課輔導班及英語成長營，實在是「動靜兼備」。

每個興趣班都留下一個個精彩的畫面，包括導師們著緊學生進度的表情、學生們努力

學習又認真的樣子，以及他們學成歸來的喜悅。當中有一個學生的故事值得跟大家分享。

這位小女孩就讀小二，以前她從未學習過樂器，今次選擇報名參加 Ukulele 班。第一堂

認識她的時候，就被她認真學習的表情吸引了，她運用兩隻小手彈奏生日歌，雖然她有時

會按錯別的弦線，但她都願意繼續試，直至正確地完成整首歌曲。到了第二堂的時候，她

能夠純熟地彈畢整首歌曲，而她媽媽亦表示女兒勤於練習，又與弟弟「Jam 歌」，畫面非

常趣怪。信仰將她們一家人帶進教會，而音樂把他們拉進同一天空下，這個家庭和睦的場

面真是美好！

有開心的畫面，但也有失落的時候。由於手工藝班因人數不足而未能成事，導致已報

名的學生不能參加，雖然學生及她的家長都體諒及明白教會的安排，但內心總覺得對學生

有一點點的抱歉和愧疚。

也許事情沒有完美的一面，但沒有失敗哪有進步呢？或許明年就會有改變，而且變得

更加好。正如我們的生命一樣，心意更新而變化，為主而活，人的生命就會有所轉化。憑

著這一份信心，將生命交給我們的主，或許明天你就會察看到神的作為。

鄭佑中傳道

「挪亞方舟」：痴人說夢

塘人

GUY

結他班

Ukulele 班

英語成長營

左起：倪貢明牧師、楊欽緯醫
生、鄭佑中傳道

觀潮浸信會位於觀塘社區的心臟地帶

各同工與方達賢先生（前排右二）於
挪亞方舟合照。

觀潮又一年舉行暑期興趣班！累積了往年經驗，以及教會回到翠

屏道 11號新堂，故今年無論在計劃、籌備、活動舉行等都能夠按預

期計劃進行，就算遇上風風雨雨，我們也能在神的殿中得享平安。

夢飛翔

「挪亞方舟」是一個經典的聖經故事，當中主角「挪亞」是當時

世人看為「痴人說夢」的瘋子，但神卻使用其所作的工—方舟，作成

時代的拯救。二千多年前，耶穌基督道成肉身，成為新世代的方舟。

今天，教會作為基督的身體，為要承傳所作之工，燃點時代的盼望。

2017 年 8 月 31 日（四）至 9 月 2 日（六），一班同工到「挪亞方舟」

舉行退修會，繼續承傳耶穌的使命。營會中分別邀請了楊欽緯醫生

（Jimmy）及方達賢先生（Leo）兩位弟兄與我們分享他們如何將人生委

身於主的使命中。

楊欽緯醫生是新加坡華僑，有一次在烏蘭巴托義診時被神呼召。

他現今是關懷穆宣機構 ME Care 的總幹事。楊醫生用其溫柔而富感染

力的語調，娓娓道來其宣教故事。

印尼雖然不是回教國家，卻是全球最多穆斯林人口的地方，佔總

人口的 87%，約 2.2 億人。ME Care（ME 代表 Medical 和 Education）

是以醫療與教育的專業知識，來服侍有需要的人，用身體力行見證神，

招聚和推動更多基督徒以「兩條腿走主路」的宣教策略，傳揚救恩。

奇妙地，神帶領讓楊醫生有機會與清真寺主席兼全國伊斯蘭協會的總

會長對話，藉多元的活動接觸印尼當地的知識份子。另一方面，也積

極開展香港的印尼人事工，作城市宣教的管道。現今香港約有 16 萬印

尼傭工，如何作成他們的「好撒馬利亞人」，或許是香港教會的挑戰。

教人雀躍的是，現時於公理堂及印尼駐港大使館，每逢週日開辦印尼

崇拜，讓一班異鄉人於基督團契中經歷愛與

同行。

ME Care 由楊醫生與十多位不同崗位

的義工組成，他們也會組織不同地方的弟兄

姊妹作短宣探訪，建立在當地的培訓中心，

讓事工得以持續發展。楊醫生挑戰教會：「硬

土已鬆，只是等待收割，神要興起每位弟兄姊妹都能用所有的恩賜來

服侍。若是我們當中有五位有心的弟兄姊妹願意委身香港的印尼人事

工，我定當全力以赴，為主而行。」於此，我們約定大家於 2017 年

11月19日（日）的主日崇拜中，邀請一班在港居住或工作的印尼朋友，

一同崇拜，在不同文化中，經歷同一的主。

另一位與同工們分享的是「嗎哪餐廳」的年輕老闆方達賢先生

（Leo），他從商多年，深感俗世間的進取、成功，其實都是為了滿足

一己的私慾、追求刺激及瞬間即逝的名利，這些種種的誘惑及束縛慢

慢將他吞噬。當他回想起每次快要鑄成大錯時，其實聖靈總在他身旁

藉著某事件調整他的眼光和心態，讓他免跌入更深的試探中。歸根究

底，誰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呢？

原來 Leo 曾有四間餐廳，信主之後，便開設「嗎哪」這以福音為

主調的餐廳；神卻來個大逆轉，使他原來漸上軌道的生意，兵敗如山

倒地倒閉。最後，他不惜付出代

價，為要保全「嗎哪」這為主而

作的事 奉。Leo 以 平 靜 的 語 氣

總結：「神是配得擁有我所擁有

的！」最近，位於大埔的「嗎哪」

因為業主瘋狂加租而結業。早前

有一天，他走到觀塘區步行禱告

（Prayer Walk），行經我們教會，

看見主的異象，當教會大門張開

時，街坊就一湧而入，就是飢渴的心靈正需要福音的盼望。

今天，神將「觀潮」置於東九龍社區的重點，為要作成什麼？社

區街坊對教會的期望又是什麼？鼓勵弟兄姊妹，多多走到社區「行區

禱告」，為這心意求問，讓教會作成時代的方舟。



葉成芝先生分享音樂心得，最後由倪貢明牧師致謝。

家訪、分享、禱告，讓愛在四川茶坪流動。

可否不分膚色的界限？

一名寡婦Maggie（上圖左六）不只因耕種而得糧食，
更有機會出國分享她的成功經驗與心得。

看Trinity	Project 這機構如何使用法律知識為社區帶來幫助與轉化

Foundation	for	Farming	(FfF) 所教的耕種理論既要
學習，也要實踐。

長期與父母分離的留守兒童，有很多
情緒平時難以表達。一起遊戲、做手工，「陪伴」是探訪隊員能帶給他們最好的禮物。

台上台下，父母與子女一同高聲唱！

各合唱團與表演單位施展出渾身解數，以各種方式讚美神。

作者：足印

心想，若連這兩位老人家也能堅持把時間花在有意義的事上，為甚麼我不
能夠呢？雖然叫我坐下寫東西或看書實在是難於登天，但至少我還可以
行、可以跑，所以我覺得我至少要來跑一次，做些有意義的事。雖然現在
還未有人願意以義務補習來支持我跑步，不過我仍希望我能堅持下去。」

「讓我來支持你吧！」說話的是阿心：「雖然我只是打算義務教英文，
對方是成年人，不過性質應該和補習差不多吧？」

「當然可以！」阿惠問：「你是怎樣認識那人的？」

阿心說：「最近我在街上重遇之前在『淘出新天』佈道會的陪談對象
阿珠，她是人口販賣的受害者，你記得她吧？」阿惠點一點頭。

「她說她已轉了行，幫人洗碗，但很辛苦。她有嘗試過找其他工作，
但因為她不懂英文，很多公司都不肯聘用她。我當時有想過義務教她英
文，但當我想到我每天下班時那種疲累感，我就沒把這念頭告訴她。剛才
聽見阿麗的分享，我也得到鼓勵，覺得要延續數年前看完那齣與人口販
賣相關的記錄片後的感動。這幾年，日復一日的工作，上班、下班、返
教會、見朋友、回家，身邊不同的人和事，好像已把我當初的感動沖刷掉，
我覺得是時候要重拾它了。」阿心望著阿麗說：「我願意以義務教阿珠
英文來支持你跑步。」眾人立時鼓掌起哄。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
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仰望為我們信
心創始成終的耶穌。」（希伯來書 12:1-2 上）

堅持

「你是不是很久沒做運動了？」肥陳的話令大家大笑不止。阿麗接
著說：「我相信除了因為你們裏面有耶穌，還有跑步背後的意義，令你
們有那份笑容。不過我也真的很久沒有做運動了。」眾人又大笑。

「那你應該早點加入我們，和我們一起跑嘛。」阿薇說。

阿麗回答說：「我本來是這麼想的，不過這幾個月來總是下不定決
心去跑。有時是因為工作，有時是因為下雨，還有一次我到了運動場附
近卻發現自己忘了帶跑鞋，總之最後總是沒有跟你們去跑。原來要完全
擺脫我過往那種以錢、以工作為中心的生活是很困難的，一方面我知道
自己只要放多點時間工作，很快就可以升職加薪然後買到我渴望已久的
名牌手袋；但另一方面我又知道我真正想追求的是生命的意義，不應放
太多時間在一些沒永恆事物價值的東西上。可惜最後我總是敵不過那把
要我借錢買名牌手袋的聲音。」

阿薇說：「我很開心你今天可以來和我們一起跑步，好像回到小時
候一起參加團契旅行的感覺呢。」

阿麗說：「我也很開心，跑完之後，好像可以把一些煩惱拋下。真
的要謝謝阿惠上個月拉我去看教會一樓那文物櫃的展覽。」

「文物櫃？這和你來跑步有甚麼關係？」阿惠以為自己聽錯了。

「不知道你記不記得那天我對著文物櫃中其中兩份手稿看了很久？
那兩份手稿來自兩位高齡的婆婆，她們皆是由七十多歲起開始抄寫聖經，
現年已九十多歲了，聽說有一位婆婆本身還是不識字的呢！看完之後我

「直奔標杆」小組的成員跑步後一起吃飯，阿心雖然並非這跑步小組的成員，但她碰巧在附近，所以和他們一起吃飯。席間，
阿麗提到她的信仰歷程，和最近的一些反省：「我曾經以為只要離開神，我便可以得到自由。我以為錢、朋友、在行內有知名度等等， 就 是 我 想
要的一切，就是我想要的生活。本來我也以為自己活得很好，但當我捫心自問，我發覺自己只是行屍走肉，很膚淺，好像生活若沒有錢，就沒有意義。
朋友？有酒喝、一起買名牌時就是朋友，我見過她們如何奚落一個被公司炒了的員工，可惜當時那一剎那的心寒並沒有令我回轉。但當我看見阿惠和
你們跑步小組的相片後，不知為何我從你們臉上看見一種我久違了的滿足感，我覺得你們擁有一些我沒有的東西。」

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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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報告
1.	10月 1日（日）下午有「赤腳行@社關體驗籌款行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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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佑中傳道及劉致權傳道為牧師典禮，晚上6時 45分假
座九龍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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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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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潮浸信會開基 65 週年堂慶月活動巡禮

 代禱守望 

親愛的天父：

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的父，我們讚美祢！祢是建立教會

的主，是我們的元首，是大地的君王，願祢的榮耀藉教會彰顯，願

教會之獨一根基——耶穌基督的名被尊崇！

感謝祢在六十多年前帶領不同的宣教士來到香港，藉他們服

侍虎尾一帶的潮藉人士；又興起牧者在觀塘徙置區七層大廈的天台

服侍上一代的觀潮人，使他們得聞福音；並帶領我們進入像迦南一

樣的美地——翠屏道 11 號。由舊堂拆卸到重建，我們都看見祢奇

妙的帶領，感謝祢帶我們走過這條恩典之路，求祢幫助我們時常紀

念與感恩。

感謝聖靈開我們的眼睛，使我們看見上一代委身服侍的屬靈

榜樣，求祢讓我們這一代能承傳祢賜給教會的屬靈寶藏，讓我們有

渴慕真理的心，也願意花時間禱告、認罪、為社區代求、為世界的

福音需要代求。願祢的天國降臨在觀潮，願祢的旨意行在觀潮的每

一個弟兄姊妹身上，如同行在天上。

奉主耶穌名求，阿們。

一 .  觀潮標誌設計徵選

  觀潮正承載歷史的任務，延續神交給我們的使命，這個特色和價值可否用

一個「標誌」去表達，讓人能一目了然，激發踐行？期望弟兄姊妹能發揮創意，

為觀潮設計一個新的標誌，為教會打造一個新形象。

  投稿日期：由即日起至 2017 年 10 月 1 日（日）

  結果公佈日期：2017 年 10 月 29 日（日）於開基 65 週年紀念感恩晚宴

二 .  觀潮開基 65 週年懷舊之夜：「我們的故事」

  65 年來，教會見證及陪伴了眾多弟兄姊妹的成長，由兒童到

成為父母，由被栽培到成為別人的導師，由受浸到成為執事或領

袖……當中有多少精彩又豐富的生命故事，值得我們去感恩？教會

特意用 10 月其中三個週三晚定為「觀潮開基 65 週年懷舊之夜—

我們的故事」，一同來懷緬觀潮人在團契、詩班和主日學中的成長

故事，誠意邀請大家一同參與分享及感恩。

 2017 年 10 月 11 日（三）：我們的團契

 2017 年 10 月 18 日（三）：我們的詩班

 2017 年 10 月 25 日（三）：我們的主日學

三 .  觀潮開基 65 週年紀念感恩崇拜

  日期：2017 年 10 月 29 日（日）上午 11:00

  地點：二樓主禮堂

四 . 觀潮浸信會開基 65 週年紀念暨按立牧師典禮

  日期：2017 年 10 月 29 日（日）下午 2:30

  地點：二樓主禮堂

五 . 觀潮開基 65 週年紀念感恩晚宴

  此為本會開基 65 週年堂慶活動的高峰，晚會中除了有懷舊的場地佈置，

讓大家重溫觀潮不同年代的場景，可以拍照留念外，也會以不同形式去記念和

感謝神 65 年來的恩情，一同獻上給神的禮物。同時會凝聚各位觀潮人，一同

展望觀潮的將來，共同承傳 65 年來神給觀潮的使命。一個世紀難忘、精彩而

特別的一晚，大家萬勿錯過。

  日期：2017 年 10 月 29 日（日）晚上 6:45 至 9:30*

  地點：九龍灣啟德郵輪碼頭聯邦郵輪宴會中心

  餐券價錢：成人 600 元，全時間在學學生、65 歲或以上長者

       300 元，3 歲或以下不佔座位之孩童免費。

  * 來回有專車接載

感謝主的豐富恩典！從老虎岩虎尾區開基，到遷往觀塘區「雞寮」七層大層的天台，最後在翠屏道 11 號兩次建堂，當中經歷數
次的搬遷，觀潮浸信會至今年已有 65 年歷史，為了記念和慶賀教會開基 65 週年體會神帶領的恩情，藉此了解不同弟兄姊妹在教會
成長的故事，以及傳承神給觀潮的時代使命，教會定下 2017 年 10 月為「堂慶月」，藉以下一連串活動去記念神恩，讚頌主愛，傳
承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