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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回歸聖言、效法基督 

    使命宣言：成為一間實踐大使命及活出大誡命門徒組成的教會 

 
※※※※※※※※※※※※※※※※※※※※※※※※※※※※※※※※※※※※※※※※※※※※※※※※※※※※※※※※※※※※※※※※※※※※※※※※※※※※※  

主餐崇拜 
主曆：二零二一年三月七日（主日）上午十時三十分 

 
講   員: 馮煜強牧師 主   席: 馮啟源執事 襄   禮: 馮啟源執事 

翻   譯: 陳林湘湘姊妹 選   歌: 周陳慕儀姊妹  陳新立執事 
 
※※※※※※※※※※※※※※※※※※※※※※※※※※※※※※※※※※※※※※※※※※※※※※※※※※※※※※※※※※※※※※※※※※※※※※※※※※※※※※ 

 

序    樂  琴聲一起請安靜預備  司      琴 

宣    召  詩篇34篇3節  眾      立 

「你們和我當稱耶和華為大， 

一同高舉祂的名。」 

祈    禱 ~~~~~~~~~~~~~~~~~~~~~~~~~~~~~~~~~~~~~~~ 眾      立 

敬拜讚美 ~~~~~~~~~~~~~~~~~~~~~~~~~~~~~~~~~~~~~~~ 眾      坐 

讀    經  經文：約翰福音二1-12  主      席 

講    道  講題：約翰福音七個神蹟(一)：水變酒  馮煜強牧師 

回 應 詩  唯有耶穌/祢是配得(聖哉聖哉全地唱)  眾      坐 

奉    獻  主日（紅） 眾      坐 

主    餐 ~~~~~~~~~~~~~~~~~~~~~~~~~~~~~~~~~~~~~~~ 馮煜強牧師 

讚 美 詩 ~~~~~~~~~~~~~~~~~~~~~~~~~~~~~~~~~~~~~~~ 眾      立 

祝    福 ~~~~~~~~~~~~~~~~~~~~~~~~~~~~~~~~~~~~~~~ 馮煜強牧師 

阿 們 頌 ~~~~~~~~~~~~~~~~~~~~~~~~~~~~~~~~~~~~~~~ 眾      立 

家事分享 

/牧   禱 

 

~~~~~~~~~~~~~~~~~~~~~~~~~~~~~~~~~~~~~~~ 馮煜強牧師 

默    禱  默禱後彼此問安  眾      坐 
 

※※※※※※※※※※※※※※※※※※※※※※※※※※※※※※※※※※※※※※※※※※※※※※※※※※※※※※※※※※※※※※※※※※※※※※※※※※※※※※ 

 

當值執事： 陳新立執事 投影員： 吳晉熙弟兄 事   務： 梁耀根執事 
 

※※※※※※※※※※※※※※※※※※※※※※※※※※※※※※※※※※※※※※※※※※※※※※※※※※※※※※※※※※※※※※※※※※※※※※※※※※※※※※ 



敬拜讚美詩歌 

天父知道（基恩敬拜音樂事工）(YouTube播放) 

不要憂慮明天會如何 天父每件事祂都知道  

明天還有明天的憂慮 求告阿爸 天父  
 
神為愛祂的人所預備 是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心未曾想到 深信天父給我最好  
 
神為愛祂的人所預備 是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心未曾想到 天父給我最好 

感謝（泥土音樂）(YouTube 播放) 

為陽光 為空氣 來獻上感謝  

感謝造物主 精心的預備  

我知道 祢看顧每個明天 引導我走 每一個腳步  
 
走過了平坦 也走過崎嶇 走在祢同行的 高山低谷  

每一天倚靠祢恩典渡過 祢深知我的一切  
 
感謝天父 感謝我的天父 風雨中有祢 我心平靜安穩  

感謝天父 感謝全能的天父 感謝發自心深處(感謝 我感謝 發自心深處) 

回應詩 YouTube播放： 

唯有耶穌（讚美之泉音樂事工） 

 [Verse] 耶穌祢能 使瞎眼看見 耶穌祢能 醫治傷心人  

耶穌祢有 權柄釋放 叫不可能變為可能  

[Chorus] 唯有耶穌掌管天地萬有 唯有耶穌能使水變成酒  

叫狂風巨浪平息 大能赦罪行神蹟 耶穌無人與祢相比 

祢是配得(聖哉聖哉全地唱)（讚美之泉音樂事工） 

 [Verse] 聖哉聖哉全地唱 昔在今在以後永在  

聖哉聖哉全能神 永遠在寶座上  

[Chorus] 祢是配得 配得 配得尊崇和讚美  

祢是配得 配得 萬物敬拜祢  

祢是聖潔 聖潔 聖潔榮光在全地  

祢是聖潔 聖潔 以聖潔妝飾敬拜祢  

[Bridge] 願尊貴 榮耀 權柄和能力 都歸全能神  

願各族 各方 萬國和萬邦 敬拜神羔羊 



牧函：得力研經法(二)：逐章摘要式研經法       馮煜強牧師 
一.  引言 
聖經原稿是沒有章節，在 1228年由司提反蘭敦主教分出章節，共 1189章。
按成聖追經的進度，兩年完成整本聖經。閱讀是起步，進一步是明白經文的
意義，今次介紹的研經法，有點類似每早牧師在火車路途中，寫下當天經文
的讀後感。 

 
二. 定義 
逐章摘要式研經法，是重複讀遍該章經文多次，找到經文的脈絡，提出不同
關乎經文內容的問題，然後將全段經文中心思想作一摘要，從而理解該章的
經文的重點和教導。 

 
三. 此研經法的好處 
1. 不會斷章取義：基督徒常習慣抽一些金句式經文來應用，卻忽略經文上

文下理。 
2. 培養研讀經文時找出關連：每位聖經作者書寫時候都有特定的格式，去

表達他要傳講的信息。意思是代入作者的思路去研讀，而非將自己已有
觀念讀入經文，達到自己想的效果。 

3. 培養自行從經文發掘真理：當習慣一整章閱讀，在整段經文中總發現有
些重點串連起段落。例如一月份讀創世記時候，牧師多次用「計算」的
主題去演譯人物的特性。 

 
四. 逐章摘要式研經法十個簡易步驟 
1. 預備一本沒有筆記的聖經：原因不受之前先入為主的影響，每次研讀都

當一次新的領受。 
2. 讀的時候不要停：儘量一口氣從頭到尾讀完，不明白再從頭讀多一次。

不要太快停下來在某一節經文上，因為要掌握整章經文中心點。 
3. 使用不同版本的翻譯本：你會看見不同譯者怎樣翻譯經文，從不同的角

度去理解經文。 
4. 安靜讀給自己聽：你若精神集中有困難的話，輕聲讀給自己聽，有助你

集中經文。 
5. 十個簡單的步驟 

5.1 標題：給那一章經文起一個標題，越短越好(不超過五個字)，越容
易記得。標題越吸引，效果越好。 

5.2 內容：把該章經文要點作一說明、撮要。這個過程已經是理解的一
步，可考慮文學風格、個人喜好領受等。 

5.3 主要人物：人物在經文中傳遞真理一個媒介，有血有肉，透過他們
的言行去明白神的心意。 

5.4 選擇經節：選擇一節對你有特別領受的經節。 
5.5 重要字眼：重複出現的字通常是重要，有時是一些很少出現的用詞。 
5.6 挑戰：將經文難明的地方列舉出來，有機會深入了解。 
5.7 經文彙編或串珠：用一個用詞在其他經文表達甚麼意思，可作互相

參考，但小心不同作者表達的意思不一樣。 
5.8 看見基督：如果基督是啟示的高峰，舊約是預表基督，新約是基督

親自啟示。 
5.9 中心教訓：從整章經文中你學到主要原則和教訓。 
5.10 結論：應用部份，有那些真理你要實行。 

參考書目：李察華倫、威廉施爾合著，周健文譯，《得力研經法》，香港浸信會出版社，1983年初版。 



講道筆記 

講題：約翰福音七個神蹟(一)：水變酒 

經文：約翰福音二1-12 

馮煜強牧師 
一. 引言： 

1. 神蹟的英文是 miracle，一般我們理解為一些超自然的事情，彰顯

神的大能。 

2. 神蹟在約翰福音有特定神學意義，形容耶穌施行神蹟的字眼，神

學上稱為「標記」、「表徵」，英文譯作 sign。 

3. 意思神蹟本身不是追求的重點，神蹟只是一個「標記」，人看見

神蹟如同一個標記，指向那位施行神蹟的基督。 

 

二. 迦拿婚宴的場景 

1. 婚宴這個場景不是單純一個婚宴，承載著濃厚的天國筵席的意

義。 

2. 從天國筵席去解讀迦拿婚宴，當耶穌母親提出婚宴沒有酒，耶穌

的回應：我的時候還沒有到。 

3. 從天國筵席去解讀迦拿婚宴，婚宴上有那麼多器皿，耶穌為何偏

偏選用門口潔淨之用的六個水缸將水變為酒，因為那六個水缸代

表著猶太人舊有律法的禮儀。 

4. 從天國筵席去解讀迦拿婚宴，管筵席那一番話：你倒把好酒留到

如今，意指基督的出現，才是天國筵席的高峰。 

 

三. 迦拿婚宴的教導 

1. 祂告訴你們甚麼，你們就做甚麼。 

2. 人都是先擺上好酒，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In His time)。 

3. 唯有當我們教會學會完全順服，即使最平凡的擺上，耶穌總是將

它變成美好，耶穌總是最好保留給我們。 

 

四. 結語： 

迦拿婚筵卻呈現一條你我都可以實踐的路“主告訴我們甚麼，我們就

做甚麼，好戲就在後頭”。我們自己人生如此，教會事工也是如此，

大家想自己和教會是淡而無味，好像迦拿婚筵，以水當酒，自得其樂，

或者希望自己和教會變成從平凡中令人驚喜，令人意想不到的精彩，

請由我們的順服開始，求主憐憫我們。 



本年金句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約翰福音14章6節)  

「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

人的贖價。」 (馬可福音10章45節) 
 
※※※※※※※※※※※※※※※※※※※※※※※※※※※※※※※※※※※※※※※※※※※※※※※※※※※※※※※※※※※※※※※※※※※※※※※※※※※※※※ 

代禱事項：為教會禱告 

1. 為本主日崇拜講員馮煜強牧師祈禱，求主賜下話語，及為各事奉人員祈

禱，讓我們聲合為一，將最好的獻呈給主。 

2. 為下星期日生命故事主日禱告，已邀請李顯揚醫師分享：從癌症看到恩典。

求主使用講員生命故事，述說主的大愛。為準備邀請的親友禱告，求主

觸摸他們的生命，特別在疫情期間，生命無常，思考人生意義。 

3. 為過去一星期疫情感染數字反覆不定禱告，全港教會在第四波疫情期間

已停止聚會兩個多月，求主讓教會聚會早日重開，保守信徒在此期間，

不因教會停止實體聚會出現信心動搖。 

4. 為香港已開始第二批疫苗復必泰(BioNTech)注射禱告，求主讓首批高危

人士接種後，減少副作用，能有效抵抗病毒。 

5. 為下星期日的聯席會議禱告，長時間的限聚令，教會許多聚會停擺，或

以網上進行。大部份教會在這艱難時刻，完全沒有經驗應對，更被動維

持教會各項事工。求主賜下智慧予一群教會領袖，靠著主恩，與會眾共

渡時艱。 

6. 為教會的長者禱告，身體有病及為各長者社福機構提供有限度的服務禱

告，由於受疫情限制，缺乏正常社交生活，及擔心受感染，至今收到許

多獨居長者身心靈出現嚴重退化的情況，得不到適當的支援，求主憐

憫。 

7. 為緬甸的局勢進一步惡化禱告，由於局勢進一步惡化，外國宣教士及基

督教團體準備撤離，當地教會受到影響。求主賜下平安，保守當地牧者

在困難時刻照顧牧養羊群。 

 

 



家事分享 

1. 歡迎：謹代表本會歡迎第一次參加網上崇拜的朋友，願主賜福給您，誠邀您

再次參加網上崇拜及日後參加本會實體崇拜。 

2. 主日學：廣東話及國語主日學崇拜後繼續，請各兄姊準時出席，學習聖言。 

3. 生命故事：下星期日生命故事系列，已邀請李顯揚醫師分享：從癌症看到恩

典，馮牧短講回應。請會眾代為宣傳，邀請未信親友到時收看，認識基督。 

4. 家庭崇拜：三月份的家庭崇拜聚會指引已上載教會網頁，請自行下載使用。 

5. 崇拜轉播視頻下架：本會每星期日崇拜臉書轉播的視頻，考慮網絡安全及保

障事奉人員的私隱，每次崇拜後將會在四十八小時內移除，會眾如需重溫，

請把握時間。 

6. 聯席會議：聯席會議將於 3 月 14 日下午二時半召開，暫定為網上會議。如

部長當日未能出席，請安排部員替代，共商聖工。 

7. 財政年度完結：政府財政年度將於三月底完結，會眾如需將奉獻用作報稅之

用，請於三底完成奉獻，方便教會發出奉獻證明。 

8. 教會奉獻：教會已開設「轉數快(FPS)」服務，弟兄姊妹請輸入教會電郵地

址：tstmbc.mail@gmail.com，或直接在手機銀行 APP掃描

QR Code奉獻，轉帳時煩請在備註欄填上名字及特定奉獻

用途。亦可將奉獻支票寄回教會，或自行存入本會中國銀

行戶口，號碼：012-875-1-158225-2，名稱：「尖沙咀國

語浸信會」/（Tsim Sha Tsui Mandarin Baptist Church），

然後請將收據拍照傳給教會核實。 

9. 生日快訊：3月 7日 張正陽弟兄、3月 8日 王君信小朋友 

3月 9日 李世錫弟兄、3月 12日 李陸慧珠姊妹 

      

 

※※※※※※※※※※※※※※※※※※※※※※※※※※※※※※※※※※※※※※※※※※※※※※※※※※※※※※※※※※※※※※※※※※※※※※※※※※※※ 

週會聚會人數 
主日崇拜：網覽 146次 主日早禱會：-- 成人主日學：網上 14人 

喜樂團契：-- 週六敬拜聚會：-- 國語團契：-- 

生命成長團契：網上 8人 以諾助道會：-- 青少年小組：-- 

兒童主日學：  高小組：-- 初小組：-- 幼兒組：-- 
※※※※※※※※※※※※※※※※※※※※※※※※※※※※※※※※※※※※※※※※※※※※※※※※※※※※※※※※※※※※※※※※※※※※※※※※※※※※ 

mailto:tstmbc.mail@gmail.com


上週奉獻 

主日崇拜 ： $150.00  什一奉獻   （註一） ： $10,800.00 

    感恩奉獻   （註二） ： $4,400.00 

    慈惠奉獻   （註三）  $2,710.00 

    共收入 ： $18,060.00 

※※※※※※※※※※※※※※※※※※※※※※※※※※※※※※※※※※※※※※※※※※※※※※※※※※※※※※※※※※※※※※※※※※※※※※※※※※※ 
 

什一奉獻：  （註一）       

會眾1 $500  M028 $2,000  M050 $300 

M040 $8,000       

感恩奉獻：  （註二）       

M041 $100  會眾3 $2,000  會眾4 $1,800 

會眾2 $500       

慈惠奉獻：  （註三）       

M028 $500  M026 $500  FM49 $500 

會眾2 $500  會眾 $710    

       

        

        

        

支票奉獻： 中文抬頭請寫：尖沙咀國語浸信會；  

英文：Tsim Sha Tsui Mandarin Baptist Church 
※※※※※※※※※※※※※※※※※※※※※※※※※※※※※※※※※※※※※※※※※※※※※※※※※※※※※※※※※※※※※※※※※※※※※※※※※※※ 

2021年3月14日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分 享： 李顯揚醫師 當值執事: 馮啟源執事 事  務： 梁耀根執事 

主 席： 馮啟源執事 投 影 員: 周陳慕儀姊妹 選  歌： 吳晉熙弟兄 

翻 譯： 陳新立執事     
 

※※※※※※※※※※※※※※※※※※※※※※※※※※※※※※※※※※※※※※※※※※※※※※※※※※※※※※※※※※※※※※※※※※※※※※※※※※※ 

 

主任牧師 ： 馮煜強牧師  電話：6464 4327  電郵：revandrewfung@yahoo.com 

女 傳 道 ： 謝楚英姑娘  電話：5118 8114  電郵：choyingtse@yahoo.com.hk 

幹    事 ： 甘玉娟姊妹  電話：2739 8331  電郵：tstmbc.mail@gmail.com 

本會電話 ： 2739 8331 或 2739 8334  傳真：2369 6655  

本會電郵 : tstmbc.mail@gmail.com  網址：http://www.tstmbc.org.hk 

本會地址 ： 尖沙咀加連威老道46-48號恒隆銀行大廈2字樓 
※※※※※※※※※※※※※※※※※※※※※※※※※※※※※※※※※※※※※※※※※※※※※※※※※※※※※※※※※※※※※※※※※※※※※※※※※※※ 

http://www.tstmbc.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