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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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七月三日（主日）上午十時三十分 

講   員: 馮煜強牧師 領    詩: 馮馬素珊姊妹 襄    禮: 林招燕玲執事 

主   席: 馮啟源執事 敬 拜 組: 馮迦諾弟兄  梁耀根執事 

翻   譯: 曾李曉楓姊妹  梁姚杏華姊妹 司事招待: 張建樹弟兄 

轉   播: 吳晉軒弟兄 司    琴: 陳林湘湘姊妹  張王慧珍姊妹 

 林智朗弟兄 插    花: 鄭慧芳姊妹  周富全弟兄 
※※※※※※※※※※※※※※※※※※※※※※※※※※※※※※※※※※※※※※※※※※※※※※※※※※※※※※※※※※※※※※※※※※※※※※※※※※※※※※ 

 

序    樂  琴聲響起，請安靜預備  司      琴 

宣    召  詩篇一百一十一 1  眾      立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我要在正直人的大會中， 

並公會中，一心稱謝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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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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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    經  經文：約翰福音四 3-20  主      席 

講    題 約翰福音七個“場景”(三)：撒瑪利亞婦人談道 馮煜強牧師 

回 應 詩 聖靈的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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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沈信愛姊妹 
※※※※※※※※※※※※※※※※※※※※※※※※※※※※※※※※※※※※※※※※※※※※※※※※※※※※※※※※※※※※※※※※※※※※※※※※※※※※※※ 



 敬拜讚美詩歌  

展開清晨的翅膀(讚美之泉) 

主耶和華  祢已經鑒察了我  我坐下  我起來  祢都已曉得  

我行路  我躺臥  祢都細察  祢也深知我一切所行 

 

我舌頭上的話  祢沒有一句不知道  祢在我前後環繞著我  按手在我身上  

這樣的奇妙  是我不能測透  祢的至高  祢的尊貴  是我永遠不能所及  

 

我可以往哪裡去躲避祢的靈  我可以往哪裡去逃  可躲避祢的面  

我若展開清晨的翅膀飛到地極  就在那裡祢的雙手也必  引導我 

 跟隨到底(曲/詞:許知皓) 

用我全人全心  敬拜祢  用我全人全心  敬拜祢  
不管生命有多少問題  祢的愛使我重新得力  
 
用我全心全意  愛祢  用我全心全意  愛祢  
因為祢  拯救我的生命  讓我一生  從此有意義  
 
我願一生緊緊跟隨祢  儘管有風雨仍然不放棄  
求祢在每一天給我勇氣  這一生  跟隨祢到底  
 
相信祢的應許  走在祢計劃里  依靠祢的膀臂  不放棄 

 親眼看見祢(基恩敬拜) 

有祢  我生命不一樣  有祢  我生命再燃亮  
有祢  我不害怕困難  有祢  我有滿足的喜樂  
我在深處裏求告祢  祢在天上聽我禱告  

祢是我堅固避難所  我讚美祢直到永遠  
太陽還存  月亮還在  人要敬畏祢直到萬代  
我從前風聞有祢  現在我親眼看見祢 
※※※※※※※※※※※※※※※※※※※※※※※※※※※※※※※※※※※※※※※※※※※※※※※※※※※※※※※※※※※※※※※※※※※※※※※※※※※※※ 

回應詩：聖靈的江河(讚美之泉) 

在祢寶座前  有一道生命水流  我們進前來  謙卑等候領受  
在祢同在中  有滿足的喜樂  聖靈請祢來  自由運行這地 
 
聖靈的江河流啊流  自由湧流在這地  在我的裡面  生命活水不停息  
聖靈的江河  自由湧流到無盡  我們歡迎祢  聖靈我們愛祢 
※※※※※※※※※※※※※※※※※※※※※※※※※※※※※※※※※※※※※※※※※※※※※※※※※※※※※※※※※※※※※※※※※※※※※※※※※※※※※ 



 講道筆記  

講題：約翰福音七個“場景”(三)：撒瑪利亞婦人談道 

經文：約翰福音四 3-20 

講員：馮煜強牧師 

一. 引言 

猶太人傳統之中有這樣的講法，世上有 12 種最堅強的事物，其中最堅

強是愛。 

二. 敘事的衝突 

1. 耶穌選擇行程上的衝突 

2. 撒瑪利亞婦人打水時間上衝突 

3. 猶太人與撒瑪利亞人宗教文化衝突 

4. 婦人對耶穌的稱呼衝突 

5. 敬拜地點上的衝突 

三. 水與活水 

1. “活水”原文的字面意義是流動的水。在舊約有深一層的意義，

是指維持生命的活水 
2. 活水(living water)這個隱喻(metaphor)充滿舊約的神學涵意。

耶利米書2：31形容以色列離棄“活水的泉源”，先知撒迦利亞

預言“末日必有活水從耶路撒冷出來” 

四. 耶穌與撒瑪利亞婦人的對話 

1. 由“身外物”的“水”轉到她的“身世” 

2. “我沒有丈夫”婦人用一種模稜兩可(ambiguous)以及帶有諷刺

性的(ironical)無奈回答 

3. 婦人身世既是罪人又是被罪者 

五. 現代意義 

1. “渴”是人類普遍共有的經驗，但並不表示人“真正知道渴之所

在” 

2. 從約翰敘事所展示的耶穌，“以遵行天父的旨意為依歸”向我們

展示在“為生活”的現實世界中有另一個“責任使命”是你我不

容忽視 

3. 每個人對自己人生，對信仰都有一個時間表，總希望“一切盡在

自己掌握中”(everything under control)。能解你的“渴”嗎？

你願意將陰暗一面向主呈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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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會安全：由於疫情感染數字不穩定，為保障與會者的安全，按政府規定，

進入宗教場所必須全程配戴口罩、量體溫及掃瞄安心出行，多謝會眾合作。 

3. 福音性查經：福音性查經於崇拜後在副堂舉行，對象是對信仰有興趣，由

馮牧師主領，內容以輕鬆討論為主，國語進行，歡迎參加。 

4. 喜樂團：於 7月 7日（星期四）上午 10:30副堂舉行，敬請留意。 

5. 生命故事主日：2022 年 7 月 10 日已邀請施鉅鋆弟兄分享生命故事，他
從小患上腦惡性腫瘤，過著與別不同的生活。他成為基督徒，上帝沒

有完全醫治他的病，但他活得豐盛，歡迎踴躍邀請親友出席。 

6. 聯席會議：聯席會議將於 7月 10日主日下午二時半於副堂召開，請各部於

7 月 3 日或之前提交工作報告，如部長當日未能出席，請安排部員替代，

共商聖工。 

7. 離開前教會場地檢查：請會眾在聚會/團契/練詩後，最後離開的時候，協

助檢查教會場地冷氣、風扇、燈、音響等設備及後門是否關閉，共同愛護

公物，保障教會的安全。 

8. 教會通訊群組：教會 WhatsApp廣播群號碼：62999527，請會眾在手機通訊

錄中加入：尖沙咀國語浸信會，才可接收教會信息，敬請留意。 

9. 主日學：國語主日學：舊約概論(一、二)，上課地點禮堂，廣東話主日學：

使徒行傳，上課地點新翼，崇拜後舉行，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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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週會聚會人數 

主日崇拜：78人,網覽 75次 幼兒主日學：3 人 喜樂團契：-- 

主 日 學：35人，網上 1人 主日早禱會：5 人 以諾助道會：-- 

國語團契：16人，網上 2人 生命成長團：網上 11人 青少年團契：13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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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同守主餐記念主。 

2. 為兒童組部份家庭已出席聚會，求主保守每一位出席小朋友，出入平

安，健康成長。 

3. 為吳春蘭姊妹身體健康禱告，健康的情況不穩定，經常發燒進出醫院

檢查，求主賜下醫治，讓醫護人員找到病源，對症下藥。為吳偉強傳

道身體出現毛病禱告，現階段進行一連串檢查，求主保守。 

4. 為參加浸禮班的弟兄姊妹禱告，求主讓他們清楚明白浸禮的意義，立

志藉浸禮一生跟從主，並加入教會，成為會友。 

5. 為新變種 Omicron Ba.4 和 Ba.5病毒在香港出現禱告，這變種病毒的

傳染力極強，至今已擴散至包括香港在內的多個地區。為香港最新一

輪群組感染，感染數字將次上升破千人禱告。求主賜智慧予相關的部

份，儘快處理感染源頭，避免疫情再次爆發禱告。 

6. 為暑假期間會眾往返原居地或回港行程禱告，讓他們順利找到隔離酒

店及合適交通工具，早日與家人團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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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為我們預備，選召合適的教牧與我們同心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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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函：植根聖言：釋經學系列(六)比喻是甚麼？ 

研讀福音書，耶穌常常用各種比喻來傳講訊息及教導，按統計福音書

裡記載的比喻大概有三十多個，其中路加福音最多，約翰福音最少，所以

比喻是佔了福音書相當多的篇幅。未來一連幾期牧函，將會從釋經學探討

比喻的解釋。 

一.甚麼是比喻？ 

1. 比喻(parable)，按原文有「比較」或是「並排」的意思，是把事



物並排在一起，藉著相似的地方來傳達信息。也就是藉著日常生活

的事物來教導真理。新約學者陶德(Dodd)給比喻下的定義是：「比

喻是從自然界或是普通生活中，以活潑或是奇異的方式，舉出明喻

或暗喻，吸引聽者的注意力，並留給聽者心中一個問題，到底說比

喻的人所要表達的教訓是甚麼？引起聽者主動的思想。」 

2. 因此比喻有以下的特性，容易明白與記憶，取材多來自於日常生活

與時事。比喻不注重細節，也不想入非非，比喻並不是每一個細節

都含有特別意義。 

二.為甚麼要用比喻？ 

1. 門徒曾經問過耶穌為甚麼對眾人說話要用比喻，耶穌的回答是：

「因為天國的奧祕只叫你們知道，不叫他們知道。所以我用比喻對

他們講，是因他們看也看不見，聽也聽不見，也不明白。但你們的

眼睛是有福的，因為看見了；你們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為聽見

了。」(太十三 10-17)。「神國的奧祕只叫你們知道，若是對外人講，

凡事就用比喻，叫他們看是看見，卻不曉得；聽是聽見，卻不明白；

恐怕他們回轉過來，就得赦免。」(可四 10-12)。「神國的奧祕只叫

你們知道；至於別人，就用比喻，叫他們看也看不見，聽也聽不

明。」(路八 10)。 

2. 可見比喻是為了教導「有回應」的門徒的一個方法，也為了把真理

對那些「不回應」的人隱藏起來，使那些人繼續心裡剛硬。 

三.比喻的分類： 

1. 直接比喻：明白的比較，用一個簡單的事物去解釋另一個事物(太

十三 45-46)，直接拿貴重的珠子去比喻天國。 

2. 故事比喻：簡單的故事可能包含了引言、情節與結論(路十九 11-27)

中，提到「得國回來的貴冑」，當時的人馬上可以想到當時的亞基

老王(亞基老離開猶太地時還保有國王的銜，但是百姓憎惡他，派

代表要求羅馬不要把國家賜給他。這給了亞基老很好的理由來憎恨

甚至於屠殺他的人民)。 

3. 帶寓意性的故事比喻：用寓意性的方式，內容不一定是真實的(太

十二章)裡頭兇惡園戶的比喻。 

4. 比喻仍可以再細分類別，但已經是專門研究福音書學者的工作。希

望透過以上的簡介，讓會眾對比喻有一初步的了解。下一期會更深

入去討論比喻各種特性(待續)。 



上週奉獻 

主日崇拜 ： $1,388.00  什一奉獻    （註一） ： $12,400.00  

    感恩奉獻    （註二） ： $1,520.00 

差傳奉獻（註三） ： $277.70  維修保養奉獻（註四） ： $9,490.00 

    共收入 ： $25,075.70  
※※※※※※※※※※※※※※※※※※※※※※※※※※※※※※※※※※※※※※※※※※※※※※※※※※※※※※※※※※※※※※※※※※※※※※※※※※※※※※ 

什一奉獻：（註一）       

M040 $6,200  M047 $200  M043 $4,000 

M028 $2,000       

       感恩奉獻：（註二）       

M053 $1,000  M041 $100  WX $300 

M046一家 $120       

        差傳奉獻：（註三）  會眾1 $277.7    

        維修保養奉獻：（註四）       

M025 $100  M046 $1,000  M026 $500 

M045 $500  M046一家 $100  M017 $2,000 

M003 $100  M043 $200  會眾3 $1,000 

會眾2 $300  會眾 $3,190  M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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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 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講   員: 施鉅鋆弟兄 當值執事: 林招燕玲執事 司事招待: 林招燕玲執事 

短   講: 馮煜強牧師 領    詩: 馮啟源執事  陳林湘湘姊妹 

主   席: 陳新立執事 敬 拜 組: 馮馬素珊姊妹  張黃滿花姊妹 

翻   譯: 陳新立執事  張正陽弟兄 事    務: 郭浩然弟兄 

轉   播: 于喆弟兄 司    琴: 張志茹姊妹   

插   花: 劉沈信愛姊妹 投 影 員: 韓婷婷姊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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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App：6299 9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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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