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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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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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 
主曆：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五日（主日）上午十時三十分 

講   員: 馮煜強牧師 領    詩: 馮馬素珊姊妹 司事招待: 張建樹弟兄 

主   席: 周富全弟兄 敬 拜 組: 梁耀根執事  張王慧珍姊妹 

翻   譯: 林韋伶姊妹  歐凱琪姊妹  韓婷婷姊妹 

轉   播: 吳晉軒弟兄 司    琴: 馮迦諾弟兄 插    花: 劉沈信愛姊妹 
※※※※※※※※※※※※※※※※※※※※※※※※※※※※※※※※※※※※※※※※※※※※※※※※※※※※※※※※※※※※※※※※※※※※※※※※※※※※※※ 

 

序    樂  琴聲響起，請安靜預備  司      琴 

宣    召  詩篇一百三十五篇 3節  眾      立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耶和華本為善； 

要歌頌祂的名，因為這是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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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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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    經  經文：約翰福音三 1-15  主      席 

講    題  約翰福音七個“場景”(二)：尼哥底母論重生  馮煜強牧師 

回 應 詩 充滿我  眾      坐 

奉    獻  主日(紅)  眾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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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啟源執事 投影員: 馮迦琳姊妹 事   務: 郭浩然弟兄 
※※※※※※※※※※※※※※※※※※※※※※※※※※※※※※※※※※※※※※※※※※※※※※※※※※※※※※※※※※※※※※※※※※※※※※※※※※※※※※ 



 敬拜讚美詩歌  

永遠尊貴(讚美之泉) 

耶穌  真神羔羊  配得所有極大讚美  
天上地下  萬口宣揚  祢是彌賽亞  
 
我尊崇祢  我尊崇祢  尊崇祢名超乎萬名  
祢的國度在天地之上  何等聖潔  永遠掌權  
我尊崇祢  我尊崇祢  尊崇祢名超乎萬名  
祢的榮耀充滿全地  何等榮美  永遠尊貴 

陪我走過春夏秋冬(小羊詩歌) 

風風雨雨的時候  才知道祢的溫柔  多年前  幾年後  仍然相信祢恩手  
一年年的長大  一次次的切慕  祢都陪我  安慰我  憐憫我  
 
祢說  會陪我走過春夏秋冬  疼我  引導我  保護我  
倚靠耶和華的人  什麼也不怕  倚靠耶和華  一個不撇下  
 
祢總不撇下我  永遠不離開我  晨昏夜晚陪我度過  
我的日子如何  祢的恩典更多  在這一切事上靠祢勝過 

奇妙事必定要成就(矽谷生命河靈糧堂) 

張開我的眼  看見祢奇妙的作為   
祢將水變成酒  使無變有  祢是永遠做新事的神  
再一次堅固我的心  相信祢豐盛的恩典  
深知主祢永遠與我同在  一生必有神蹟隨著我  
 
我要緊緊抓住祢的應許  祢成就一切超乎所求所想  
我要珍惜把握  祢所賜的每一個機會  

我要緊緊跟隨祢的引領  充滿信心地走向未來道路  
靠著懇切禱告  靠著聖靈能力  奇妙事必定要成就 
※※※※※※※※※※※※※※※※※※※※※※※※※※※※※※※※※※※※※※※※※※※※※※※※※※※※※※※※※※※※※※※※※※※※※※※※※※※※※※ 

回應詩：充滿我（生命河靈糧堂） 

我的心  唯有祢  我的靈  渴慕祢  我全人  獻給祢  以全心  讚美祢   
舉雙手  敬拜祢  深深說  我愛祢  我的神  我的主  我渴望  親近祢  
 
充滿我  澆灌我  使我靈  得滿溢  充滿我  潔淨我  更新我  

充滿我  滋潤我  讓祢愛來圍繞我  我一生  我一世  屬於祢 
※※※※※※※※※※※※※※※※※※※※※※※※※※※※※※※※※※※※※※※※※※※※※※※※※※※※※※※※※※※※※※※※※※※※※※※※※※※※※ 



 講道筆記  

約翰福音七個“場景”(二)：尼哥底母論重生 

約翰福音三 1-15 
馮煜強牧師 

一. 引言 

耶穌與尼哥底母的對談，是約翰福音敘事手法的其中一個典範，從尼

哥底母的談話中，突出了他所代表當代信仰群體對信仰的誤解。 

 

二. 對談中的文學技巧 

1. 兩人以對談作為場景，人物刻畫、主題貫串、隱喻的運用(metaphors)、

相關語引帶的誤解、諷喻的技巧等，將一個原本看似普通的會面，提

升到深刻的屬靈層次 

2. 敘事者一開始鋪陳的佈局已經承載許多意義，黑夜承載著走向光明 

3. 當中所代表的，不單是個人尋索，也是個人在兩個世界“黑暗與光

明”，兩個權勢間徘徊的掙扎 

 

三. 尼哥底母的自義 

1. 尼哥底母一番看似先聲奪人的說話，被約翰福音的敘事者採用成為諷

喻的材料 

2. 當人以為“我知道”竟然變成他的無知 

3. 他的“我知道”，是建基他所代表過時宗教經驗，他以為自己知道，

有權威的洞察力，已與別不同，走快別人一步，但因為沒有經歷過屬

靈生命重生，他的所謂宗教知識，結果變成無知 

 

四. 耶穌論“重生” 

1. “重生”，可以譯作“從上而生”(born from above)，或“再生一

次”(born again) 

2. 一個真正與“從上而來”結合的新生命，是一種脫胎換骨的新生命，

不是“生活形式”的改變，而是“生命的本質”改變 

 

五. 結語 

光明與黑暗是對立情況，人拒絕基督，是拒絕光照明他的黑暗，而同

樣矛盾是，人沒有真光，就永遠在黑暗中。既怕光又要就光，用另一

種表達，基督徒“同是義人，又是罪人”，這就是基督徒生命的演譯。 



 家事分享  

1. 歡迎：謹代表本會歡迎第一次參加本會實體或網上崇拜的朋友，願主

賜福給您，誠邀您再次參加本會崇拜。 

2. 實體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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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針疫苗(有醫生豁免證明除外)，

敬請會眾體諒。本週崇拜實體及網上轉播同步進行，兒童崇拜現正協

調重開，現階段考慮兒童的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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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話及國語主日學，於本主日崇拜後舉行，敬請留意。 

4. 聯席會議：聯席會議本主日下午二時半於副堂召開，如部長當日未能出席，

請安排部員替代，共商聖工。 

5. 牧者行蹤：馮煜強牧師將於 5月 19日-6月 2日放大假，6月 2-9日酒店

隔離。期間對外工作由執事會主席陳新立負責，對內事工由謝姑娘協調。 

6. 喜樂團：5月 19日（星期四）上午 10:30於教會召開團契，敬請留意。 

7. 月會：5月 29日，主日崇拜後將會召開月會，請各位會友預留時間出席為

荷，共商聖工。 

8. 訃聞：會友李世錫弟兄的父親於 2022 年 5 月 13 日凌晨三時多安詳離

世，求主安慰家人。 

9. 安息禮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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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禮拜定於 5月 28日（星期六）上午 11-12時，紅磡

世界殯儀館 3樓明愛堂舉行，求主安慰家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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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生日快訊：5月 21日 馮雪芬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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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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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會眾基於安全考慮，或因個人理由

未曾注射疫苗，暫時參與網上崇拜，求主保守堅固他們的心。為疫情

持續緩和，兒童組現正籌備在適當時間重開兒童崇拜禱告。 

3. 為蔡學基弟兄幾日前感染新冠病毒禱告，現正康復中。為慧芳的母親

吳春蘭姊妹禱告，再次因為發燒入院，求主醫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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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蘭姊妹因為肺

炎在廣華醫院留醫禱告，身體十分軟弱，求主賜下恩典。為馮啟源執

事膝蓋半月板及十字韌帶受傷禱告，將於 5 月 17-19 日進行半月板手

術，求主讓手術一切順利。為傅媽媽三日前再次入院，情況不太理想，

求主賜下力量，求主憐憫。 

4. 為李世錫弟兄的父親因病離世，為家人禱告，失去摯愛的親人，求主

安慰家人。 

5. 為國內上海持續疫情禱告，及北京感染數字上升，求主保守當地居民。

為台灣出現疫情爆發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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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人,網覽 103次 幼兒主日學：-- 喜樂團契：7人 

主 日 學：32人, 網上 8人 主日早禱會：34人 國語團契：網上 10人 

生命成長團：網上 11人 以諾助道會+青少年團契合團：23人 
※※※※※※※※※※※※※※※※※※※※※※※※※※※※※※※※※※※※※※※※※※※※※※※※※※※※※※※※※※※※※※※※※※※※※※※※※※※※※ 



 生命故事見證分享  

黃詩婷姊妹 

筆錄：吳晉熙弟兄 
 

我名叫黃詩婷(Kinki)，是一名典型烈女。我行事為人粗魯，因為兒

時沒有人管教，以致很反叛，常常惹是生非。我說話差不多每一句話都帶

著髒話，十多歲已有吸煙的習慣。父母從事地產工作，甚少對我管教，寄

托在外婆家成長，缺乏父母的愛，常感孤單，到處打架生事、又偷母親的

錢。直到十歲的時候，補習班的老師邀請我去教會，教會的人很親切，唱

詩歌又有很多東西吃。後來因為吸煙覺得不配去教會，但每次做壞事，心

裡有一把聲音提醒不能夠做壞事。 

除了吸煙以外，我跟著爺爺學習了神打(請神靈附體保護)，但性格變

得更暴躁，而且經常睡覺時候有東西壓著我(俗稱被鬼壓)。更有一次發現

自己飄起來看自己的身體，後來沒有再接觸神打，轉去追求男女關係。這

男生是同班同學，一起談戀愛，一起長大，十年了，最終還是分手收場。

直到 28歲時，當時的男朋友向我求婚，答應後發現他有第三者，堅決分手。

他十分後悔，不斷求我再給他一次機會，重新來過。因為得不到我的原諒，

他選擇自殺，結束了生命。 

外婆的離世，失去最愛的親人，連最重要的倚靠也失去了，從此笑容

不再掛在臉上，人活著好像沒有靈魂一般。一位基督徒的朋友邀請我去教

會，信仰讓人重新找到真正的快樂。當聽到詩歌感動到流淚，聽到耶穌醫

治我的傷口，我把生命再一次交給上帝。剛開始返教會時候仍會吸煙，更

理直氣壯說聖經沒有禁止吸煙。小組的弟兄姊妹不斷為我祈禱，終於戒了

十多年的煙癮，受洗加入教會，學習事奉。 

經歷太多感情的創傷，上帝為我預備一位愛的丈夫。成為母親之後，

體會為人父母的不容易，因著基督的愛，與母親修復關係，父母看到我的

改變，也先後信主。感謝主耶穌改變了我的生命，甚至改變了我家庭，將

原本破碎的家庭，重新有愛。 



上週奉獻 
主日崇拜 ： $1,753.00  什一奉獻    （註一） ： $61,410.00  

    感恩奉獻    （註二） ： $1,000.00 

    神學基金奉獻（註三） ： $2,000.00 

    週年奉獻    （註四） ： $480.00 

    共收入 ： $66,643.00  
※※※※※※※※※※※※※※※※※※※※※※※※※※※※※※※※※※※※※※※※※※※※※※※※※※※※※※※※※※※※※※※※※※※※※※※※※※※※※※ 

什一奉獻：（註一）       

M045 $4,650  M001 $6,500  M040 $6,000 

M047 $500  M044 $1,810  H2 $10,000 

M043 $4,000  M003 $8,500  M046 $600 

M056 $50  VL $4,200  M017 $4,600 

M057 $10,000       

       感恩奉獻：（註二）  M032 $1,000    

        維修保養奉獻：（註三）  M001 $2,000    

        週年奉獻：（註四）  會眾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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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 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講   員: 謝楚英姑娘 當值執事: 林招燕玲執事 事    務: 吳晉軒弟兄 

主   席: 張正陽弟兄 領    詩: 張志茹姊妹 投 影 員: 于喆弟兄 

翻   譯: 華利姊妹 敬 拜 組: 李漢明弟兄 司事招待: 周富全弟兄 

轉   播: 韓婷婷姊妹  梁姚杏華姊妹  周陳慕儀姊妹 

 劉沈信愛姊妹 司    琴: 陳林湘湘姊妹  施淵仁弟兄 

插   花: 張王慧珍姊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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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