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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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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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慶48週年主餐崇拜 
主曆：二零二二年五月一日（主日）上午十時三十分 

講   員: 馮煜強牧師 領    詩: 馮啟源執事 襄    禮: 林招燕玲執事 

主   席: 周富全弟兄 敬 拜 組: 施淵仁弟兄  陳新立執事 

翻   譯: 張正陽弟兄  華利姊妹 司事招待: 韓婷婷姊妹 

轉   播: 吳晉軒弟兄 司    琴: 歐凱琪姊妹  鄧梁麗湄姊妹 

 蔡緯業弟兄 插    花: 鄭慧芳姊妹  黃月琴姊妹 
※※※※※※※※※※※※※※※※※※※※※※※※※※※※※※※※※※※※※※※※※※※※※※※※※※※※※※※※※※※※※※※※※※※※※※※※※※※※※※ 

 

序    樂  琴聲響起，請安靜預備  司      琴 

宣    召  詩篇一百一十七篇 1節  眾      立 

「萬國啊，你們都當讚美耶和華！萬民哪，你們都當頌讚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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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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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慶賀片 ~~~~~~~~~~~~~~~~~~~~~~~~~~~~~~~~~~~~~~~ 眾      坐 

讀    經  經文：以弗所書五 15-18  主      席 

講    題  把握時機  馮煜強牧師 

獻    詩  在主裡合一  以諾助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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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新立執事 投影員: 鄒文生弟兄 事   務: 劉沈信愛姊妹 
※※※※※※※※※※※※※※※※※※※※※※※※※※※※※※※※※※※※※※※※※※※※※※※※※※※※※※※※※※※※※※※※※※※※※※※※※※※※※※ 



 敬拜讚美詩歌  

我們成為一家人（有情天音樂世界） 

我們成為一家人  因著耶穌  因著耶穌  成為神兒女 

我們成為一家人  因著耶穌  因著耶穌  成為神國的子民 

 

因著耶穌得潔淨  因著耶穌入光明  因著耶穌同享復活的生命 

同享生命的喜悅  同在主愛中連結  因著耶穌同受豐盛的產業 

 

因著耶穌同敬拜  因著耶穌蒙慈愛  因著耶穌彼此恩慈來相待 

或在喜樂中歡唱  或遇苦難同哀傷  因著耶穌同渡人生的風浪 

祢的話（天韻） 

我將祢的話語  深藏在我心  免得我得罪祢  免得我遠離 

哦主啊  與我親近  我愛祢聲音  作我腳前的燈  作我路上的光 

 

天地將要過去  祢的話卻長存  天地將毀壞  祢的話卻長新 

恩典之路（讚美之泉） 

祢是我的主  引我走正義路  高山或低谷  都是祢在保護 

萬人中唯獨  祢愛我認識我  永遠不變的應許  這一生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  這是恩典之路  祢愛  祢手  將我緊緊抓住 

一步又一步  這是盼望之路  祢愛  祢手  牽引我走這人生路 
※※※※※※※※※※※※※※※※※※※※※※※※※※※※※※※※※※※※※※※※※※※※※※※※※※※※※※※※※※※※※※※※※※※※※※※※※※※※※※ 

以諾助道會堂慶 48週年獻詩：在主裡合一（基恩敬拜） 

我們要作僕人的  仰望十字架  學習耶穌基督  僕人的樣式  

讓我們彼此順服  也要以謙卑束腰  如今活著  不再是我 

 

在主裡合一  我們同心  一起獻上最美的祭  

凡事謙虛  溫柔  忍耐  用愛心互相寬容  

 

在主裡合一  我們同心  一起獻上最美的祭  

用和平彼此聯絡  竭力保守聖靈所賜  合一的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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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體崇拜開放及 48 週年堂慶：本主日為教會 48 週年堂慶，感謝教會的

元首基督的帥領，讓尖國浸可以繼續為主發光。按政府法例要求，教會

已被列為表列場所，進入教會範圍內，會眾必須掃安心出行及已注射疫

苗(有醫生豁免證明除外)，敬請會眾體諒，由 4月 30日起需要接種兩針

才能進入。本週崇拜實體及網上轉播同步進行，考慮兒童的安全，暫不

提供兒童活動，如會眾帶同小朋友出席，請在兒童房自行照顧，教會只

提供協助。 

3. 主日學暫停：由於下午二時正於副堂舉行2023教會計劃營，時間緊逼，

廣東話新約導論及國語主日學，本周暫停，敬請留意。 

4. 星期三祈禱會：由於教會場地恢復使用，星期三晚的祈禱會階段性完成，

請會眾星期日早上九時半參加崇拜前的祈禱會。 

5. 喜樂團：5月 5日(星期四)早上 10:30舉行團契，敬請留意。 

6. 生命故事主日：2022年 5月 8日已邀請黃詩婷姊妹分享生命故事，她如

何由剛烈的性格被主愛降服，馮牧師短講回應。懇請踴躍帶領親友出席

或收看網上轉播。 

7. 聯席會議：聯席會議將於 5 月 15 日主日下午二時半於副堂召開，請各部於

5月 8日式之前提交工作報告，如部長當日未能出席，請安排部員替代，並

商聖工。 

8. 訃聞：本會會友廖孔月梅姊妹的母親孔鄧蘭姊妹於 4 月 20 日安息主懷，享

年 93歲，安息禮拜待定，求主安慰家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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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生日快訊：5月 4日 曾李曉楓姊妹及歐凱琪姊妹、 

5月 6日 薛成悅小朋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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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為教會已恢復實體崇拜感恩，讓我們存一個感恩的心，再次回到神的

殿，同心合意敬拜主。求主保守眾弟兄姊妹，賜下平安一同敬拜主。

為因個人理由未曾注射的會眾禱告，賜他們健康的身體，暫時仍然只

能參加網上的崇拜禱告。 

3. 為 5 月 1 日下午舉行的教會營禱告，探討 2023 年教會的事工方向。

由於疫情持續兩年多，許多事工無法開展。求主賜下聰明智慧，讓我

們在各種限制之下，仍可以開展服侍的機會。 

4. 為慧芳的母親吳春蘭姊妹感恩，身體情況已有改善出院回家休息。為

鄒文生弟兄的父親鄒月慶先生仍在康復階段，求主讓他早日康復。為

何蘭姊妹再次因為肺炎入院禱告，身體十分軟弱，求主賜下恩典，讓

她堅強與病作戰。為馮啟源執事膝蓋半月板及十字韌帶受傷禱告，將

進行半月板手術，為傅媽媽出院回家後健康比昔日差，求主賜下力量，

每日進步。 

5. 為國內上海持續疫情禱告，已封城一個月，特別外來民工和基層人士

受影響最大。最新北京開始感染數字上升，求主保守當地居民。為台

灣同樣出現疫情爆發禱告，部份地區缺乏快速測試劑，及兒童疫苗，

求主賜智慧專責的官員，回應市民的需要和憂慮。 

6. 為教會聘牧委員會禱告，物色主任牧師或主任傳道接替今年底退休的

馮牧師。現階段進行新一輪登報招聘程序，求主為我們預備，選召合

適的教牧與我們同心事奉。 
※※※※※※※※※※※※※※※※※※※※※※※※※※※※※※※※※※※※※※※※※※※※※※※※※※※※※※※※※※※※※※※※※※※※※※※※※※※※※ 

上週會聚會人數 
主日崇拜：61人,網覽 108次 幼兒主日學：-- 喜樂團契：7人 

主 日 學：31人,網上 2人 主日早禱會：3人 國語團契：網上 11人 

生命成長團：網上 11人 青少年團契：13人  

周三晚祈禱會：網上 9人 以諾助道會：戶外 8人 
※※※※※※※※※※※※※※※※※※※※※※※※※※※※※※※※※※※※※※※※※※※※※※※※※※※※※※※※※※※※※※※※※※※※※※※※※※※※※ 



牧函：植根聖言：釋經學系列(四)文學釋經 
 

馮煜強牧師 
 

一.引言 

1. 華人教會主流是以文法歷史釋經法為主，受現代詮釋的影響，認為

現代讀者未必能夠完全還原經文原意，因為涉及時空、文化、歷史

等因素。 

2. 八十年代初，興起新文學釋經法，簡單來說，應用文學技巧的原則，

視聖經文本為一整體，著重經文起承轉合文學結構，成為一股釋經

力量。 

 

二.聖經是神的話語，為甚麼要用文學方式去研究？ 

1. 聖經是神的話語，同樣是上主透過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文體，寫作

風格和手法、遣詞造句、記述細節、敘述的節奏、對白細微的變化、

敘事者投入個人感情、敘述事件的鋪陳等，都是一種文學手法。因

此應用文學手法去研讀聖經，是以另一種視窗進入聖經的世界，嘗

試尋找敘事者的敘事脈絡，更立體去明白聖經。  

2. 文學，就是一種書寫的形式，是在主題思想下，應用邏輯(前後關

聯)、架構(起承轉合)、修辭(堆砌意義文字)、敘事(情境張力)來

表達出來。這是我們從作文和閱讀書本學來的，同時也可以使用這

些元素來閱讀聖經。文學方式的讀經，是從宏觀，整段、整卷的閱

讀，是看「精義」而非只單看「字句」的讀經。因此可免除讀經時

斷章取義，見樹不見林的缺點。  

3. 應用文學手法小心審視聖經，有其作用，非但沒有忽略聖經的信仰

元素特性，反而可以更加細緻地將注意力集中在這些特性上。希伯

來聖經所隱含的神學思想，使聖經敘事的人物在道德和心理範疇上，

都瀰漫複雜的色彩；因為神的旨意從來不會脫離歷史，總是透過個

別人物的行為來不斷成全。  

4. 把聖經中的人物當作小說式(fictional)人物來檢視，目的是把他

們多面矛盾的個性看得更加精準；這些個性，正是聖經中上主選擇

來考驗以色列和考驗歷史的工具。  

5. 文學研經是從多角度細心辨別聖經中精巧的語言運用技巧，辨別概

念、慣用的手法、語氣、聲調、意象、句法、敘事觀點、組成單元

及其他一切的變化。  



6. 從詮釋的角度，無論用任何的方法研讀聖經，其實最終的目的是嘗

試發掘聖經中字面背後的意義。因此不同的方法如同不同的工具，

可以得出不同的效果。  

7. 想一想，舊約經文成文至今幾千年，大家真的可以望文生義，不經

過一些研經方法可以明白聖經成書時候的意義，和流傳至今日的意

義？  

8. 如果懂原文，讀聖經中的詩歌體，如：詩篇、哀歌更明白用詞的韻

律的精細，絕非中文翻譯幾乎完全失去原來詩歌的神韻。例如詩篇

一一九篇以希伯來字母順序來組成每一句單句，類似英文

ABCDEF……排列。  

9. 聖經如同一座綜合大樓，不同工具如同不同視窗看入去這綜合大樓，

不同工具拼湊出來的圖畫更接近真相。  

 

三.聖經敘事文學的特色  

1. 聖經敘事文經常會重複使用敘事類比(narrative analogy) 

2. 聖經敘文體部份可稱為小說化(fictionalized)的歷史  

3. 文學類型及作用，可分為六種：主要的故事，擴展的故事，延伸

的故事，體制化文學，神學反省文學，教導與使命文學 

4. 文學是表演(enact)，不是陳說(state)；是體現(show)，不是講

論(tell) 

5. 文本(經文)決定一切  

6. 敘事文學作者的自由度，從文學手法釋經，既不會偏離經文原意，

又可以從不同角度切入  

7. 學者查特曼(Seymour Chatman)指出聖經中故事(story)和論述

(discourse)的分別。故事是指事件或人物的實際狀況，論述則是

經過編排，用某種形式表達的記述。在聖經敘事文學中，論述往

往是用以表達故事的媒介，由作者(敘事者)自由安排故事材料，

而採用的材料涉及時間長短，視乎作者如何作出選取。許多時論

述的時間少於故事時間。例如：該隱與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懷孕，

生了以諾。該隱建造了一座城，就按著他兒子的名將那城叫做以

諾。(創四 7)由同房生子到造城，只用了三言兩語。 

 

四.結語： 

 

許多學者窮一生的精力，十年寒窗研究，提倡各種不同釋經的方法，

只有一個目的，呈現聖言來自上主的啟示，你我讀經的態度又如何？ 



上週奉獻 

主日崇拜 ： $2,530.00  什一奉獻    （註一） ： $37,700.00  

鮮花奉獻（註四） ： $300.00  感恩奉獻    （註二） ： $20,2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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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025 $4,000  M012 $2,000  WX $300 

鄒氏一家 $1,000  會眾5 $1,000  會眾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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