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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植根聖言、天國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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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二月六日（主日）上午十時三十分 

講   員: 馮煜強牧師 選   詩: 林韋伶姊妹 襄   禮: 陳新立執事 

主   席: 周富全弟兄 轉   播: 吳晉軒弟兄  梁耀根執事 

翻   譯: 張正陽弟兄  蔡緯業弟兄 司   琴: 歐凱琪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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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樂  琴聲響起，請安靜預備  司      琴 

宣    召 詩篇六十五 11 眾      立 

「祢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 

祢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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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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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    經  經文：約翰福音十一 25  主      席 

講    題 約翰福音七個“我是”(五)：我是復活與生命 馮煜強牧師 

回 應 詩 全新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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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馮煜強牧師 

牧    禱 ~~~~~~~~~~~~~~~~~~~~~~~~~~~~~~~~~~~~~~~ 馮煜強牧師 

默    禱  默禱後彼此問安  眾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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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值執事: 梁耀根執事 投影員: 周陳慕儀姊妹 事  務: 馮啟源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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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讚美詩歌 

YouTube播放：我們呼求(讚美之泉) 

主我們同心在祢面前  以禱告尋求祢面  

我們轉離所有的惡行  定意單單跟隨祢  

主我們是屬祢的子民  求賜下父神的心  

我們要回轉向祢父神  也要看見復興  

主我們同心在祢面前  以禱告尋求祢面  

我們轉離所有的惡行  定意單單跟隨祢  

主我們國家是屬於祢  求祢來掌管全地  

願祢來憐憫醫治這地  榮耀再次降臨  
 
我們呼求祢阿爸父  設立祢寶座在這地  

祢必睜眼看側耳垂聽  奉主名的呼求  

萬民都要來敬拜祢  榮耀高舉祢的聖名  

復興這地  全能的君王  我們歡迎祢 

YouTube播放：唯獨依靠祢(火把音樂) 

若非祢流出寶血贖回我  我怎能有機會重新來過  

看見我所有罪惡和軟弱  祢卻用完全的愛接納我  

雖然我曾有失信遠離過  但祢信實仍緊緊抓住我  

學會放手不再靠自己活  只誇耀祢一切為我所做  
 
唯獨依靠祢  唯獨依靠祢  無價的寶血 映出真實的我  多麼不等價的替換 

唯獨依靠祢  唯獨依靠祢  成就永恆 堅定不移的約  天涯海角祢把我尋回 

耶穌  

因祢的寶血  恩典的寶血  修補一切  再次立約  

因祢的寶血  犧牲的寶血  坦然無懼  到祢面前  

無瑕疵的愛  來到破碎的我  面前 
※※※※※※※※※※※※※※※※※※※※※※※※※※※※※※※※※※※※※※※※※※※※※※※※※※※※※※※※※※※※※※※※※※※※※※※※※※※※※※ 

回應詩 YouTube播放：全新的你(讚美之泉) 

你說陰天代表你的心情  雨天更是你對生命的反應  

你說每天生活一樣平靜  對於未來沒有一點信心  

親愛朋友你是否曾經  曾經觀看滿天的星星  

期待有人能夠了解你心  能夠愛你賜你力量更新 
 
耶穌能夠  叫一切都更新  耶穌能夠  體會你的心情  

耶穌能夠  改變你的曾經  耶穌愛你  耶穌疼你  耶穌能造一個全新的你 
※※※※※※※※※※※※※※※※※※※※※※※※※※※※※※※※※※※※※※※※※※※※※※※※※※※※※※※※※※※※※※※※※※※※※※※※※※※※※※ 



 講道筆記  

約翰福音七個“我是”(五)：我是復活與生命 

約翰福音十一 25 

馮煜強牧師 
一. 引言： 

1. 在四福音記載耶穌在世的時候，一共參加過多少次喪禮？  

2. 你如何理解生命？生與死的關聯？ 

 

二. 我是復活與生命 

1. 耶穌要顯示的，祂作為 神的兒子，生命在祂手中，祂擁有生命絕

對主權 

2. 從約翰福音敘事發展，就會明白為可耶穌延遲去到馬大的家中，

因為祂就拉撒路的復活進一步揭示祂的神聖的身份 

3. 生命是一種喜悅，縱然人生有許多未盡人意，但活著就是機會，

活著就是盼望，活著就是恩典，活著充滿各種的可能 

 

三. 你我如何理解生命的意義？ 

1. 自古以來人類追求長生不老 

2. “到底死亡與睡覺有甚麼不同？某程度都是對這個世界失去了感

覺！唯一的不同，是睡覺還有醒來的時候，這醒來是多麼可

愛！” 

3. 暗室之后蔡蘇娟：“生命不在乎長短，只在乎內容” 

4. 孔子有關死亡問題：“未知生，焉知死？” 

5. 聖經講到的復活，不是今生壽命延長，永遠不死，而是生命本質

的轉化與更新。不是量的增多，而是質的改變 

 

四. 甚麼是有意義的生活？ 

「歸屬感(Belonging)」、「目的(Purpose)」、「超越(Transcendence)」

及「說故事(Storytelling)」，稱之為「人生意義的四大支柱」。 

 

五. 結語： 

在你我有限人生之中，你是否善用生命？在苦難人生之中，你我是否

擁有永恆的盼望？當你我在人生的高低的幽谷時候，別忘記耶穌已經

告訴我們：“祂就是復活和生命”這是我們基督徒最大的安慰。 

 



 家事分享  

1. 歡迎：謹代表本會歡迎第一次參加本會網上崇拜的朋友，願主賜福給

您，誠邀您再次參加本會崇拜。 

2. 暫停實體崇拜：鑑於新一輪疫情嚴峻，政府通知各宗教團體停止實體

宗教聚會，本主日崇拜只提供轉播，直至另行通知。如非事奉及工作

人員，請收看崇拜轉播。 

3. 主日學：主日學以網上 Zoom形式進行，敬請留意。 

4. 生命故事主日：2022年 2月 13日已邀請顏汝芷姊妹分享生命故事：在

靈界，誰能搭救我？由天生的「陰陽眼」，如何靠 神擺脫靈界捆綁，

成為新造的人享真自由？謝姑娘短講回應。懇請踴躍轉介親友收看。 

5. 牧者放假及上班安排：馮牧師於 2月 10-12日及 15-16日放假。由於新

一輪疫情嚴重，由 2 月 7 日起，教會每日只留守一位同工當值，其餘

同工在家中工作，減低風險。會眾如需任何協助，請致電教會或同工

的手機，敬請留意。 

6. 浸聯會培靈會：由香港浸信會聯會舉辦第 41 屆培靈會，於 2 月 23 日

(三)至 2 月 25 日(五)，晚上八時於尖沙嘴浸信會舉行。大會主題：

「福音-門徒唯一依靠，唯一當行之道」，講員：鑽石山浸信會主任鍾

志廣牧師。網上直播連結 https://youtu.be/AV1E81r3uuI。 

7. 鮮花奉獻：2022年鮮花奉獻表已張貼佈告板，每次認獻金額$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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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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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youtu.be/AV1E81r3uuI
mailto:tstmbc.mail@gmail.com


本年金句  

耶和華啊，祢的話安定在天，直到永遠。(詩篇一一九89) 

如今我把你們交託神和祂恩惠的道；這道能建立你們，叫你們和一切成聖

的人同得基業。(使徒行傳廿32) 
※※※※※※※※※※※※※※※※※※※※※※※※※※※※※※※※※※※※※※※※※※※※※※※※※※※※※※※※※※※※※※※※※※※※※※※※※※※※※※ 

代禱事項：為教會禱告 

1. 為本主日證道的馮煜強牧師祈禱，求主賜下話語。為各事奉人員祈禱，

讓我們聲合為一，將最好的獻呈給上主。今日為主餐主日，虔守主餐

記念主。 

2. 為新冠病毒變異病毒 Omicron 已經在香港擴散，感染數字急升，出現

第五波疫情禱告。為香港多區出現感染個案，已有社區擴散的跡象禱

告。特別政府已警告農曆新年後感染數字進一步上升，求主憐憫看顧，

讓政府有關的部門能儘快妥善處理。 

3. 為教會事工禱告，剛慢慢回復正常的事工，再次因為第五波疫情下各

項聚會暫停實體，特別是關顧牧養工作，求主保守。 

4. 為身在敵對基督教的國家的基督徒禱告，敞開的門(open door)剛於 1

月 20 日公佈 2022 年全球最歧視及逼害基督教的國家名單：塔利班接

管的阿富汗、北韓、索馬利亞、利比亞、葉門、巴基斯坦及印度等國。

部份國家連擁有聖經也會被定罪，被人知道是基督徒可能被判監禁、

失去工作及要求再教育放棄信仰。求主保守這些國家的牧者和基督徒，

個別宣教士隱藏身份，以專業人士進入宣教，隨時面對生命危險禱告。 

5. 為教會已啟動聘牧委員會禱告，物色主任牧師或主任傳道接替今年底

退休的馮牧師。現階段有一位申請人，彼此尋求上帝的心意，求主賜

下智慧，確認上主為我們預備的僕人與我們同心事奉。 
※※※※※※※※※※※※※※※※※※※※※※※※※※※※※※※※※※※※※※※※※※※※※※※※※※※※※※※※※※※※※※※※※※※※※※※※※※※※※ 

週會聚會人數 

主日崇拜：17人,網覽 237次 幼兒主日學：-- 以諾助道會：--  

成人主日學：4人,Zoom 17 人 主日早禱會：3人 國語團契：-- 

生命成長團契：-- 喜樂團契：-- 青少年團契：網上 1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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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函：植根聖言：釋經學系列(一)                 馮煜強牧師 

一.引言 

我們每天都在觀察及解釋各種不同的事物，解釋的過程涉及個人的認

知、知識層面、經驗、客觀和主觀性等。研究聖經同樣道理，有一專

門學問：釋經學，經過長時間的建立，釋經學已經是一專門學問。讀

聖經最常犯的毛病是望文生義，意思是經文的文字表面看來是表達某

個意思，只按字面就穿鑿附會講一大堆資料，不單不是聖經的教導，

更多是曲解聖經。執筆釋經學系列目的，希望幫助會眾忠於研讀聖經，

亦懂得分辨人是否按正意分解真理。 

二.聖經詮釋學的三個世界 

1. 聖經裡面的世界(The World-In-the-Text)，意指聖經中白紙黑字的

記敘。它關注聖經文本的文學呈現，也就是說，它是以甚麼文學體裁

來呈現。這些不同的文學體裁包括敘事文體、議論文體、先知文學、

天啟文體，以及詩歌、頌詞、書信等。聖經猶如一面彩色玻璃(Stain 

Glass)，其關注的是讀者在這面「彩色玻璃」上所看到的文字記載。

這些文字記載所提供的資料，除了文學體裁之外，還包括聖經的語言、

經文用詞、句型結構、經文位置、修辭技巧、經文之間的關係等。 

2. 聖經後面的世界(The World-Behind-the-Text)，它關注的是背景和

處境的問題：這些事件是在甚麼情景之下發生的？它的歷史、地理、

政治、文化、社會、人際關係、經濟等是怎樣的？在此「聖經後面的

世界」，聖經猶如一扇窗戶(Window)，其關注的是這個「窗外」所提

供的各種相關歷史資料。這些歷史資料又可以分成兩個處境，即一般

處境(大環境的問題)和獨特處境(單獨事件的問題)。一般處境的問題

包括經文寫作的年代、地理環境、歷史背景、社會結構、政治制度、

權力架構、經濟體系、宗教信仰、種族關係、文化傳統等；獨特處境

的問題則包括原作者的身份、成長背景、神學思想、寫作對象、寫作

目的、資料來源等。 

3. 聖經前面的世界(The World-In-front-of-the-Text)強調聖經前面的

現今讀者如何理解經文的意義；其也稱作以讀者為中心的評鑒學。聖

經猶如一面鏡子(Mirror)，其關注的是這面「鏡子」所反射出來的讀

者是如何思考、回應、行動和參與。當然，我們這些現代讀者的思考

和反應，跟我們各自的「社會定位」(Social Location)密不可分。

「社會定位」所關注的是讀者的多方面，包括其性別、種族身份、社

會地位、政治權力、經濟能力、文化傳統、教育背景、神學思想、宗

教信仰、宗派背景、性格喜好、個人經驗、意識形態等。我們必須要

問：我究竟是誰？我又是活在一個怎樣的社會中？ 

**篇幅所限，下次再談，請緊記研讀聖經時三個世界。 



上週奉獻 
主日崇拜 ： $440.00  什一奉獻     （註一） ： $16,400.00  

    感恩奉獻     （註二） ： $500.00  

    疫情支援奉獻 （註三） ： $170.00 

    神學奉獻     （註四） ： $170.00 

    鮮花奉獻     （註五） ： $1,000.00 

    共收入 ： $18,680.00  
※※※※※※※※※※※※※※※※※※※※※※※※※※※※※※※※※※※※※※※※※※※※※※※※※※※※※※※※※※※※※※※※※※※※※※※※※※※※※※ 
 

什一奉獻：（註一）       

M047 $300  M028 $2,000  M004 $300 

M046 $1,500  會眾夫婦 $10,000  HD1218 $2,300 

感恩奉獻：（註二）       

M053 $500       

疫情支援奉獻：（註三）       

會眾1 $170       

神學奉獻：（註四）       

會眾1 $170       

鮮花奉獻：（註五）       

HD1218 $500  M055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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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2月13日 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講   員: 顏汝芷姊妹 當值執事: 馮啟源執事 轉   播: 于喆弟兄 

回   應: 謝楚英姑娘 選    詩: 吳晉熙弟兄  吳偉強傳道 

主   席: 陳新立執事 司    琴: 陳林湘湘姊妹 事   務: 吳晉軒弟兄 

翻   譯: 曾李曉楓姊妹 投 影 員: 馮馬素珊姊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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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務傳道：吳偉強傳道 電話：6114 5242 電郵：chrisng010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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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