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母之道 
                   -陸寧馨長老 

 

經文： 

約翰福音/  John  19:26-27; 

耶穌見母親和祂所愛的那門徒站在旁邊，就對祂母親說：『母親(原文作婦人)，看你的兒子。 

又對那門徒說：『看你的母親。』從此那門徒就接她到自己家裏去了。 

 When Jesus therefore saw His mother, and the disciple whom He loved standing by, 

He said to His mother, “Woman, behold your son!” Then He said to the disciple, 

“Behold your mother!” And from that hour that disciple took her to his own home.

詩篇/ Psalms 127:1-3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

儆醒。你們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喫勞碌得來的飯、本是枉然．惟有耶和華所親愛的、必

叫他安然睡覺。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他所給的賞賜。 

Unless the LORD builds the house, its builders labor in vain. Unless the LORD 

watches over the city, the watchmen stand guard in vain.In vain you rise early and 

stay up late, toiling for food to eat-- for he grants sleep to those he loves.Sons are a 

heritage from the LORD, children a reward from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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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  拜  程  序    
                  2017 年 5 月 14 日     

  序 樂        安靜等候  ( 手機請關閉或靜音)  司琴                                                         

  宣 召                                                                                            

詩歌：         是何嬰孩  

                   因衪活著 

              耶穌你是我的主 

禱告讀經         約 18:26-27; 詩 127:1-3             會眾 

虛心領受         為母之道                           陸長老 

回應詩歌         感謝神                             會眾 

感恩禱告         感恩奉獻禱告                       領會                 

稱謝主榮         祝福                               陸長老                                                                                      

                    三 一 頌                         會眾  

          讚美真神,萬福之根,世上萬民讚美主恩 

          天使天軍讚美主名,讚美聖父聖子聖靈.阿們  

迎新報告                                    領會 

                                    （默禱散會） 

主日  2:30 pm  中文崇拜 青少年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主日  4:20 pm   

週三  10:00am  妇女查经                 

週五  8:00 pm  教會領袖的裝備課程 

週五  7:30pm  禱告會 (每月第一第三週)   

主日  1:45PM   禱告 

上週奉獻 

經常奉獻 愛心獻 建堂 Building Fund Sale Building Fund Loan 

1150 ----  27  
                                                                          

本日特選經文：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 神

的國。 

 約翰福音 3:5 

Jesus answered, "I tell you the truth, no one can enter the kingdom 

of God unless he is born of water and the Spirit. 

John 3：5 

 
教會事工報告: 

1. 星期三(5/17)10Am 本週婦女查經學習在陳偉姐妹家聚會 

2. 星期五（5/19）晚 7：45 劉牧師帶領教會領袖的裝備課程 

3. 劉牧師帶領教會領袖的裝備課程時間表如下 

1）5/12-14 ；2） 5/18-21 ； 3）6/2-4。 

4. 自 1/24/2016 建堂認捐後, 建堂基金收入共 $ 461552.79 

 

感恩與代禱. 

 

1 為美國的復興 求主引導新任美國總統能帶領美國人民回轉向神 ,尊

神 信神 愛神 靠神的總統.復興這個地區,這個城市, 這個國家,直至

整個 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