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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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七月十七日（主日）上午十時三十分 

講   員: 馮煜強牧師 領    詩: 吳晉熙弟兄 司事招待: 韓婷婷姊妹 

主   席: 施淵仁弟兄 敬 拜 組: 吳晉軒弟兄  鄧梁麗湄姊妹 

翻   譯: 林韋伶姊妹  劉卉澄姊妹  蔡學基弟兄 

轉   播: 李世錫弟兄 司    琴: 歐凱琪姊妹 插    花: 陳雪梅姊妹 
※※※※※※※※※※※※※※※※※※※※※※※※※※※※※※※※※※※※※※※※※※※※※※※※※※※※※※※※※※※※※※※※※※※※※※※※※※※※※※ 

 

序    樂  琴聲響起，請安靜預備  司      琴 

宣    召  詩篇八十四 1  眾      立 

「萬軍之耶和華啊，祢的居所何等可愛！ 

我羨慕渴想耶和華的院宇； 

我的心腸，我的肉體向永生 神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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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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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    經  經文：約翰福音八 1-11  主      席 

獻    詩 賜福與你  國 語 團 契 

講    題  約翰福音七個“場景”(四)：拿淫婦責難主  馮煜強牧師 

回 應 詩 世界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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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耀根執事 投影員: 鄒文生弟兄 事   務: 于喆弟兄 
※※※※※※※※※※※※※※※※※※※※※※※※※※※※※※※※※※※※※※※※※※※※※※※※※※※※※※※※※※※※※※※※※※※※※※※※※※※※※※ 



 敬拜讚美詩歌  

 真光普照（世紀頌讚 477首） 

主愛光輝正照耀人間  照遍黑暗地方像明燈   
主基督乃真光照亮萬邦  賜予真理  使釋放離罪鎖  照耀我靈  照亮我心 
 
主  我依近祢威嚴座前  撇棄幽暗投向祢榮耀 
靠主寶血今得進入光明  鑒察  試煉  洗清一切罪污  照耀我靈  照亮我心   
 
當定睛瞻仰君王光輝  讓我彰顯主聖範形像   
從榮耀到榮耀不斷更新  在我身上反映救主生命  照耀我靈  照亮我心 
 
副歌：真光普照  充滿天地乃聖父榮耀  火焰聖靈熾熱千顆心 

主愛湧流  施恩典  憐憫  救贖眾生  請賜真理  將主光輝照遍 

 榮耀大君王（讚美之泉） 

將祢的光照亮在我們身上  讓我們在祢面前毫無隱藏  
打開我們的心  我要看見  祢的國度就在這裡彰顯  
在祢光中我得見光  在祢裡面有豐盛盼望   
榮耀 榮耀 榮耀 榮耀  聖潔  大君王   
 
榮耀耶穌  耶穌  耶穌  主耶穌  歡迎祢在我們中間  
榮耀耶穌  耶穌  耶穌  主耶穌  祢是配得榮耀  大君王 

 何等恩典（讚美之泉） 

以真誠的心  降服在祢面前  開我心眼使我看見  
以感恩的心  領受生命活水  從祢而來的溫柔謙卑 
 
何等恩典  祢竟然在乎我  何等恩典  祢寶血為我流   
何等恩典   祢以尊貴榮耀為我冠冕 我的嘴  必充滿讚美  
 
祢已挪去  我所有枷鎖  祢已挪去  我所有重擔  
祢已挪去  我所有傷悲  祢的名配得所有頌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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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語團契獻詩：賜福與你(讚美之泉) 

願主的恩惠慈愛與你同在  願主的靈  時時圍繞  
恩典降下  賜福與你  平安喜樂天天充滿你  
 
賜福與你  賜福與你  平安喜樂天天充滿你  
賜福與你  賜福與你  平安喜樂天天充滿你 
※※※※※※※※※※※※※※※※※※※※※※※※※※※※※※※※※※※※※※※※※※※※※※※※※※※※※※※※※※※※※※※※※※※※※※※※※※※※※ 



 講道筆記  
經文：約翰福音八 1-11 

講題：約翰福音七個“場景”(四)：拿淫婦責難主 
講員：馮煜強牧師 

一 引言： 

約翰第八章記載的埸景，是一群宗教領袖捉到一位捉奸在床的婦人，

帶到耶穌面前，要求耶穌處理。從敘事文學「角色」手法，約翰福音

敘事者筆下的宗教領袖都是奸角，只貪圖權力、地位和利益。 
 
二 從法庭佈局分析敘事內容： 

主控：文士和法利賽人；被告：行淫的婦人(理論上要兩個人才構成行

淫)；主審：耶穌；旁聽：群眾；地點：聖殿(象徵 神臨在地點)；罪

名：捉奸在床；刑罰：按摩西的律法用石頭打死；判決：不定她的罪，

從此不要再犯罪了；理據：誰沒有罪，誰可以先拿石頭打她 
 
三 敘事者將整個場景的發展過程，共分為三幕： 

1. 第一幕：控罪(3-6 上)。文士和法利賽人帶著一位在行淫時被捉拿的

女人來到耶穌面前，藉此來挑戰耶穌，想找把柄控告祂 

2. 第二幕：審訊(6 下-9 上)。耶穌用指頭在地上寫字，及簡潔地回答文

士和法利賽人的提問 

3. 第三幕：結案(9下-11)。被捉的女人單獨地面對耶穌，結束整個敘事 
 
四 教訓： 

1. 救贖的恩典是讓人可以再來一次，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會犯錯，都曾

犯錯，需要別人或從 神而來的機會 

2. 每次當你我用一隻手指指責別人時候，同時有三隻手指指向自己 

3. 耶穌在八 12明言，“祂是世界的光，跟從祂的人就不在黑暗中走，必

要得著生命的光”，問題是誰知道自己在黑暗中？願意走向光明？ 
※※※※※※※※※※※※※※※※※※※※※※※※※※※※※※※※※※※※※※※※※※※※※※※※※※※※※※※※※※※※※※※※※※※※※※※※※※※※※ 

回應詩：世界之光(讚美之泉) 

耶穌  世界的盼望  唯一的真光  照亮一切黑暗   

耶穌  道路真理和生命  配得至聖尊榮  到永遠  

萬國萬民  齊來敬拜  在聖潔的光中  高舉耶穌基督的名  

天上地下  齊來敬拜   

願榮耀都歸祢  願榮耀都歸祢  願榮耀都歸祢  世界之光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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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者行蹤：謝姑娘本主日到神召會沙角堂證道。 

4. 喜樂團：於 7月 21日（星期四）上午 10:30副堂舉行，敬請留意。 

5. 月會會議：主日 7月 24日崇拜後於禮堂召開月會，有關議程已電郵各會友

及張貼在佈告版，請各位會友預留時間出席為荷，共商聖工。 

6. 禱告事工：教會的祈禱會逢星期日早上九時三十分在新翼舉行，禱告是教

會一切事工的根基和動力。為鼓勵會眾以禱告托住教會各項事工，崇拜程

序表已列出代禱事項，請各團契每次聚會後同心為這些事項代禱，同工事

前會以短訊作出提醒。 

7. 安息禮拜：本會會友吳春蘭姊妹於7月22日(五)晚上7:30舉行安息禮拜，

地點：大圍寶福紀念館二樓 2C 寶德堂，7 月 23 日(六)早上十一時半舉行

告別儀式，隨即移往和合石火葬場進行火葬禮。 

會友嚴守馨姊妹之父親嚴睿生(嚴雅各)先生安息禮拜於 7月 30日(六)下午

一時假鴨脷洲海面傳道會舉行安息禮。安息禮拜後，隨即移柩往歌連臣角

火葬場進行火葬禮。 

8. 福音性查經：福音性查經於崇拜後在兒童房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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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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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生日快訊：7月 18日 王善宇小朋友、7月 19日 李湯香蓮姊妹 

7月 22日 劉沈信愛姊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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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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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吳春蘭姊妹安息禮禱告及嚴守馨姊妹父親被主接回天家禱告，安息禮

各項程序籌備中，求主安慰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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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4 日舉行的月會禱告，商討明年事工方向及各部義工提名，

求主賜下聰明智慧，在現時疫情下，如何在各種限制中推動教會事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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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感染數字每日接近三千人次，及專家預測未來幾星期將上升至每日

六千禱告。求主賜智慧予相關的部門，儘快處理感染源頭，避免疫情

再次爆發。 

7. 為教會聘牧一事禱告，物色人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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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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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會聚會人數 

主日崇拜：78人,網覽 117次 幼兒主日學：3人 喜樂團契：6人 

主 日 學：36人 主日早禱會：3人 以諾助道會：8人 

國語團契：17人 生命成長團：網上13人 青少年團契：14人 
※※※※※※※※※※※※※※※※※※※※※※※※※※※※※※※※※※※※※※※※※※※※※※※※※※※※※※※※※※※※※※※※※※※※※※※※※※※※※ 



生命故事分享：上帝的帶領 

講員：施鉦鋆弟兄 

筆錄：吳晉熙弟兄 
 

大家好，我是 Marco，有一個雙生妹妹，父母非常疼愛我。從小到大，

被特別照顧，有甚麼好吃的，都能多吃一份。四歲時候親工作關係，我們

舉家搬到上海居住。半年後，身子開始出現毛病，吃任何東西都會吐出來，

到處看醫生，可是找不出病因。直到我在學校聖誕聯歡會暈倒，母親馬上

買機票帶我回港看醫生。回港以後，馬上被送醫院做檢查，隨即發現小腦

有個很大的惡性腫瘤。由於病情危急，隔天就做手術。母親當時情緒激動，

哭得很厲害。手術醒來，發現下半身癱瘓，連上廁所也不能自己去，醫生

說我可能以後都走不動，甚至永久失去右邊肌肉控制能力。從此，陪伴我

是化療與物理治療的生活，需要重新學習走路、站立等，每天充滿疲憊並

無聊度過，即使母親買了很多玩具給我，我也感到難過和孤單。一年半後，

我總算能夠走路。 

 

出院後，遇到很多困難，因為離開學校許久，難以適應社交群體生活，

使我變得內向，不願與人接觸。又因手術緣故，使我出現閱讀障礙，無法

正常學習，失去對學習的興趣。在我住院期間，幼兒園的老師經常來探望

我，也有教會傳道和阿姨來探望我。他們會陪我玩，又會去安慰我的母親。

在學走路的時候，我常聽到一把聲音叫我不要放棄，而就是這聲音叫我堅

持下去。經過治療，我終於恢復走路的能力，那是我第一次遇見 神，雖然

我不知道。到了中學，參加了教會營會，透過活動，我深深感受是上帝醫

治了我的病。活動以後，我找牧師聊天，他鼓勵我，令我知道 神在我生命

上施行恩典，並要我以我生命去見證 神。 

 

信主以後，生命並不是一帆風順。因為治療的副作用，我每晚需要打

針，影響正常的生活。雖然生命不是一帆風順，但我們能藉信心靠著 神走

下去。有時候我會問為甚麼我會得這個病，我曾埋怨過 神。我也感恩沒有

放棄，喪失生命，沒有變蠢，現在還能做很多我喜歡的事情：跳舞、彈結

他等，這是一個 神蹟。人生路上，我看見了上帝的恩典、保守與同行，當

我難過的時候 神又派天使來安慰我。神從出生到現在也很愛我，使我面對

人生難關的時候，有了出路，讓我生命不再一樣。 



上週奉獻 

主日崇拜 ： $2,889.00  什一奉獻    （註一） ： $31,210.00  

    感恩奉獻    （註二） ： $3,500.00 

以諾助道會 ： $73.00  神學基金奉獻（註三） ： $197.60 

差傳奉獻（註五） ： $354.40  經常費奉獻  （註四） ： $177.70 

    共收入 ： $38,401.70  
※※※※※※※※※※※※※※※※※※※※※※※※※※※※※※※※※※※※※※※※※※※※※※※※※※※※※※※※※※※※※※※※※※※※※※※※※※※※※※ 

什一奉獻：（註一）       

H2 $10,000  M046 $4,650  M001 $6,300 

M028 $2,000  M044 $1,810  M046一家 $500 

會眾1 $100  D2610 $5,850    

感恩奉獻：（註二）       

M009 $500  M053 $1,000  M046一家 $100 

會眾夫婦 $600  WX $300  M046一家 $500 

蕭師佐 $500       

神學基金奉獻：（註三）  Ming Sir $20  Ming Sir $177.6 

經常費奉獻：（註四）  Ming Sir $177.7    

差傳奉獻：（註五）  Ming Sir $177.7  $1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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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 主日崇拜事奉人員 
講   員: 謝楚英姑娘 當值執事: 陳新立執事 司事招待: Euodias姊妹 

主   席: 周富全弟兄 領    詩: 張志茹姊妹  Patrick弟兄 

翻   譯: 華利姊妹 敬 拜 組: 馮啟源執事  施淵仁弟兄 

轉   播: 韓婷婷姊妹  林韋伶姊妹 事    務: 梁耀根執事 

 劉沈信愛姊妹 司    琴: 馮迦諾弟兄 投 影 員: 馮迦琳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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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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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