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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屈不撓的母愛 
 

適逢今主日五月十二日為一年一度的母親節，從坊間已十分感受到此節日氣氛，

各家各戶以各式各樣慶祝母親節；有商舖售賣康乃馨鮮花、有些子女會買蛋糕、請母親

品茗茶及吃點心、或送禮物等……，以表揚及歌頌母愛的偉大。 

正當想起母親對兒子那份相依永垂不朽的愛及親情，不禁令我想起上年八月參加

母會一位姊妹的追思禮拜，由於姊妹因病離世時還年輕，過身後遺下年輕的丈夫及一

名約五歲大的獨生兒子，在追思禮拜上分享這位年輕媽媽的生平述史時有兩個片段令

我不能磨滅，那就是姊妹得知自己癌症已到末期階段，生命已被癌細胞佔據至令身體

變得消瘦和虛弱之際，仍為五歲兒子預備一生的禮物，並叮嚀丈夫緊記在兒子每年的

生日，為他送上媽媽生前所預備好的禮物直到兒子長大成人，可見媽媽那份不朽的愛

是透過這些禮物，讓兒子與離世母親仍然保持愛的連繫，也讓兒子感受到母親對他有

不捨之情和很深切的關愛!  

而另一個片段是姊妹送給丈夫遺言並鼓勵丈夫在她離世傷心過後，叮囑丈夫要為

自己再找終身伴侶和為兒子找新媽媽，這份對丈夫和兒子豁達大方的愛，從離世的姊

妹身上溢於言表，因姊妹十分關注所愛的丈夫及兒子在往後的生活仍需要交託給媽媽

角色的照顧。 

然而從這位離世姊妹向兒子表達不朽的母愛片段，也讓我想起聖經中其中一位母

親對兒子愛的典範，那就是記載在舊約經文(出 2:1-10) 敘述摩西媽媽約基別將要與親

生小嬰兒摩西分離的事蹟; 由於當其時埃及王已下令要將所有希伯來男嬰投進河裏，

可是約基別為了保存可愛嬰兒摩西的性命，便冒著生命危險把摩西藏了三個月，然後

細心地為嬰兒摩西製造了一個瀝青和石漆的蒲草箱，才安心將兒子摩西放入箱中，以

確保兒子不致被河水浸入箱中溺斃。此外，約基別更充當奶媽乳養摩西，直至摩西長大

才交給法老女兒收養，深信約基別要親手將自己養大的兒子送給法老女兒作兒子，那

份永遠分離依依不捨心情，實在用筆墨難以形容，我想作為媽媽心境必從此愆生出對

兒子牽腸掛肚的思念，如果兒子半路中途在河水漂流過程會否被河水浸死呢? 又或會

否被野獸吃掉和傷害呢? 甚或去到埃及地會否被埃及人苦待呢? 雖然經文中沒有披露

約基別會有如此的猜想，可是作為媽媽角色有如此牽掛也不過是骨肉之親、人之常情

的表現。約基別為了兒子還能存活世上而面對著逼不得已跟親生兒子摩西分離的處境，

那份難捨難離也等同於切膚之痛那樣難過!  

因此母親與兒子那份相依情感關係，是神賦予給我們首先經驗到的愛，但願大家

珍惜母親還在世的日子，共建和諧美好的親子關係時光吧!  
 

祝願各位母親，母節快樂 !                        

朱美儀姑娘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二日主日崇拜程序 

青成合一崇拜(復活節期第四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詩篇 23 篇 1、6 節 (舊約 777 頁) .......................... 眾  立 

啓：1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合：6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3. 讚美 ............................................... 除祢以外 ........................................... 眾  立 

大地頌讚歡唱，讚美祢名字，耶穌尊貴高超過一切， 

萬族萬國高唱，讚美祢名字，從永遠到永遠，祢超過諸天。 

**除祢以外，找不到尊貴像祢，除祢以外，找不到更美名字， 

除祢以外，並沒有，沒有別名，可以配受權柄， 

讚美以及崇敬，聖潔、國度、榮耀全屬祢。 

4. 祈禱 ............................................................................................................ 眾  立 

5. 歌頌 .................................................... 愛的真諦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使徒行傳 4 章 5-12 節 (新約 184 頁) ....................... 眾  坐 

          約翰壹書 3 章 16-24 節 (新約 386 頁) 

7. 獻詩 .................................頌讚受辱耶穌 (生命聖詩 78 首) ........................... 詩  班 

8. 奉獻 ........................... 耶穌在榮耀中再來 (生命聖詩 149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馬太福音 15 章 21-28 節 (新約 26 頁) ....................... 眾  坐 

10. 信息 .................................................... 偉大的愛 ............................................... 眾  坐 

11. 回應 ........................... 深願榮耀主名 (普天頌讚 741 首) ....................... 眾  立 

1 在生活中，榮耀主名，榮耀主名，在生活中，深願榮耀主名。 

2 在家庭中，榮耀主名，榮耀主名，在家庭中，深願榮耀主名。 

3 在教會中，榮耀主名，榮耀主名，在教會中，深願榮耀主名。 

4 在世道中，榮耀主名，榮耀主名，在世道中，深願榮耀主名。  



 

 

13. 公禱、家事 ..................................................................................................... 眾  坐 

1) 歡迎初次蒞臨本堂之新朋友，散會後請移步往「咖啡閣(110 室)」，傳道人 

 或招待員會介紹教會概況，並盼望日後台端能參與本堂聚會。 

2)「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為歷代志下 30 至 36 章。弟兄姊妹只要 

  登入 facebook 藍田堂專頁，自行參與便可，並可參考專頁內資料。 

3)「聖約翰急救續證課程」定於 6 月 1 日(星期六)下午 1:00 至晚上 9:00 舉 

  行，請有意報讀的弟兄姊妹與會計文員 Kammy 報名，費用$320；考試日 

  期 6 月 15 日(星期六)晚上 7:00 至 10:00，截止報名日期 5 月 19 日。 

4) 2019 年兒童暑期聖經班於 7 月 15 至 20 日舉行，主題：「大舞台、小演

員」名額 80 人，時間：上午 9:00 至 12:30，地點：藍田堂，歡迎小一至

小六兒童參加（2019 年 9 月升讀年級），今日開始接受報名，如有興趣參

加之兒童請填妥報名表格及連同現金$250 交會計文員 Kammy。截止報名

日期：6 月 16 日，請各家長報名從速。 

5) 陳志輝傳道於 5 月 11 日至 19 日放假。 

6) 5 月 13 日為公眾假期，教會暫停開放。 

14.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 眾  立 

15. 殿樂 ......................... How brightly shines the morning star ....................... 眾  坐 

 

默禱、散會 



 

 

 
 

 
 

 

***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尚佩冰牧師 尚佩冰牧師 胡麗萍宣教士 胡麗萍宣教士

主席: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鄧美葆姊妹 鄧美葆姊妹

讀經: 雷書昊弟兄 李燕怡執事 雷書昊弟兄 黃翰濤弟兄 方早晞姊妹 袁麗娟姊妹 李芷珊姊妹 周家揚弟兄

司琴: 潘裕圖弟兄 梁頌康弟兄 潘裕圖弟兄 梁頌康弟兄 林美荃姊妹 鄺淑芬姊妹 林美荃姊妹 鄺淑芬姊妹

招待: 張穎明姊妹 陳惠霞姊妹 葉翠蓮姊妹 張元娜姊妹 張潔綾姊妹 鄭　琦姊妹 梁淑敏姊妹 周寶頤姊妹

司事: 袁麗嬋姊妹 何少鳯姊妹 呂進雄弟兄 李敏池弟兄 李笑歡姊妹 鮑慧賢姊妹 羅志威弟兄 吳友蓮姊妹

當值: 呂幹雄弟兄 莊偉棠弟兄 黃香娣姊妹 鄧民亮弟兄 甄志賢弟兄 高燕萍姊妹 呂君達執事 劉嘉敏姊妹

影音: 曾偉珩弟兄 李芷珊姊妹 黃曉媚姊妹 鄭穎心姊妹 陳貽添執事 周鈺貽 劉焯凡弟兄 鄭慧芝姊妹

執事: 林禮標弟兄 徐俊榮執事 李燕怡執事 林殷宏執事

插花/司數: 葉蔓菲姊妹 蔡加德弟兄 丘嘉敏姊妹 林二妹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李敬因姊妹 李敬因姊妹 -　- -　-

司琴: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　- -　-

讀經: 陳廸晞小朋友 李穎潔小朋友 -　- -　-

司事: 劉卓瑋小朋友 周栩辰小朋友 -　- -　-

信實: 吳綺薇姊妹 黃麗堅姊妹 吳綺薇姊妹 郭小姬姊妹

温柔: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劉小麗姊妹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劉小麗姊妹

和平: 葉佩鈴姊妹 林綽盈姊妹 林溢敏姊妹 李笑歡姊妹 葉佩鈴姊妹 林綽盈姊妹 林溢敏姊妹 李笑歡姊妹

喜樂: 林滿泰弟兄 林洛琛弟兄 陳玉燕姊妹 何艷愛姊妹 林滿泰弟兄 林洛琛弟兄 林笑寶姊妹 何艷愛姊妹

仁愛: 林淑容姊妹 徐保仙姊妹 林淑容姊妹 徐保仙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復活節期第五主日（白／金）(5月19日) 復活節期第四主日（白／金）(5月12日) 

本月累積奉獻: $198,919  (包括發展及購堂: $16,908) 上週奉獻總數: $198,919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4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4.3萬) 本週獻花: 王金珠姊妹

**************************************  奉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