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分享
1. 歡迎各位朋友蒞臨參加今日之聚會，願神賜福您。祝
賀恭禧每位媽媽，母親節快樂。
2. 崇 拜 後 ， 請 前 往 「 中 美 酒 樓 」(Chinese American
Restaurant: 11317 Bissonnet St., Houston, TX 77099)
參加母親節聚餐。讓我們感謝母親們的辛勞，一同分享
主內的喜樂。今天所有母親享受免費午餐。
3. 今主日，下午一時「自我增值課程」的 Whatsapp 班於
204 室舉行。
4. 五月十五日 (禮拜三) 早上十時半「迦南團契」查經聚會
在中美酒樓舉行。
5. 五月十九日(禮拜五) 晚上八時「週五查經」假郭主任府
上舉行「使徒行傳」查經聚會。歡迎弟兄姐妹參加。
6. 上主日崇拜人數：67 人
普通話浸禮班：4 人
兒童事工：5 人
伉儷團契(5/7)：9 人
自我增值 Whatsapp 班：8 人
列治文普通話團契：16 人

成人主日學班：36 人
英語主日學班：3 人
路加團契：31 人
迦密團契(5/7)：5 人
迦南團契：17 人
祈禱會(5/10)：3 人

7. 下主日崇拜 (5/21) 事奉同工：
司會：梁預迎執事
講員：郭美德主任傳道
領詩：梁林紫珊姊妹
司琴：林徐曼施姊妹
讀經：黃煥霜弟兄
翻譯：禤彼得牧師
司事：胡貴榮夫婦
招待：李婉娟姊妹、黃煥霜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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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日誌

母親節歌

若有代禱事項，請與郭主任聯絡(832-382-3316)。

1. 母親節日念母親，劬勞鞠育愛無倫。
為我災病肝腸斷，為我危難不顧身，
為我衣食朝夕勤，百口難宣慈母恩！
副歌: 學效耶穌善事親，臨終託母報親恩。
簷前滴水君知否？君孝爹娘兒孝君。
2. 時逢佳節陪思親，萬管難描慈母恩。
母是春暉兒是草，娘為山嶽我為塵。
鳥鳥反哺羊跪乳，親娘不孝枉為人。
3. 夢迴枕畔淚沾巾，粉身難報慈母恩。
兒漸長兮娘漸老，福讓兒兮淚自吞。
樹欲靜而風不息，茫茫何處覓慈親。

主

日 詩篇 66:8 萬民哪，你們當稱頌我們的神，使人得聽
讚美他的聲音。
神是配得我們稱頌讚美，讓我們隨時隨地發出讚美
的聲音，不可忘記祂的恩。
禮拜一 約翰福音 13:38 耶穌說：「你願意為我捨命嗎？我
實實在在地告訴你，雞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認我。」
當我們認為自己強勇的時候，請記住彼得不能憑自
己的力量去追隨主數小時。讓我們專心依靠主。
禮拜二 箴言 28:18 行動正直的，必蒙拯救；行事彎曲的，
立時跌倒。
智慧人選擇行動正直，因為知道神在那一邊；不屬
神的人行事彎曲，卻不知道已經跌倒。求主憐憫。
禮拜三 詩篇 143:6 我向你舉手；我的心渴想你，如乾旱
之地 盼雨一樣。
請為身體或心靈軟弱的禱告。
禮拜四 馬太福音 10:4 奮銳黨的西門，還有賣耶穌的加略人
猶大。
感謝神，連猶大也可包括在十二使徒中，就知道神
不斷給予世人悔改的機會。
禮拜五 申命記 5:17 不可殺人。
不可殺人，因為神看生命極寶貴。我們不單依法生
活，更不可存仇恨到極點，內心充滿仇殺。
禮拜六 創世記 12:3 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
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被神差派的，神必賜福。神的心意是要人因亞伯蘭
得福，得拯救。若任何人與這美好的心意敵對，神
當然會追討。

母親節歌詞釋義
(一)
劬勞 -- 逾分的辛勞
(二)
鞠育 -- 彎腰撫育
(三)
三『為我』
1. 為我危難[不顧身]
2. 為我衣食[朝夕勤]
3. 為我災病[肝腸斷]
(四)
時逢佳節倍思親 -- 句出唐詩人王維『九月九日
憶山東兄弟』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陪思親。
(五)
萬管難描 -- 萬筆難寫
(六)
母是春暉兒是草 -- 句出唐詩人孟郊『遊子吟』
慈母手中線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
難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七)
娘為生嶽我為塵 --「嶽」指五嶽(偉大)「麈」指
微小
(八)
「鳥鳥」反哺 -- 鳥鳥又名『「慈鴉」能反哺孝

(九)
(十)

親，有歌詠其義;("慈鳥失其母，吖吖吐哀音，晝
夜不飛去，終年守故林......''』
羊跪乳 -- 小羊於母授乳時雙膝跪下
不孝 -- 語出孟子『婁離篇』:"世謂不孝者五:

母親節歌詞釋義 (續)
(1) 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 (2) 博弈好飲酒，不
顧父母之養(3) 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
(4) 縱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 (5) 好勇鬥
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十一) 學效耶穌-約翰福音十九章 25-27 十架七言之「臨
終託親」。
(十二) 簷前滴水 -- 據聞戰前港大酒樓懸於堂前之對聯文
句：「大包好食，大錢難賺，針鼻削鐵，自在微中
取利」。下聯云：「攜子來多，攜父來小，簷先滴
水，幾何曾見倒流」。

肢體消息
1. 感謝主，今年 5 月我們有兩位畢業生:
馮敬熹弟兄 (Osmond Fung) 於休斯頓大學(University of
Houston) 獲得電機工程-理學士學位 (Bachelor of Science
– Electrical Engineering) 。
楊欣琪姊妹 (Allison Yeung) 於聖菲藝術設計大學 (Santa
Fe University of Art and Design) 獲得數碼藝術-藝術學士學
位 (Bachelor of Fine Art in Digital Ar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