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頓華人佈道的「使命宣言」『波士頓華人佈道會是一個篤信聖經，不屬於任
何宗派的地區性教會，目的是藉著聖經和聖靈的引導，透過敬拜，造就信徒，用言
語及行為去將耶穌基督為救主的信息，傳給大波士頓華人社區及世界各地來榮耀神。
粵語團契﹝在華埠堂聚會﹞：
迦勒團契
婦女團契
路得團契
(婦女)
雅歌夫婦團契
以琳團契
(夫婦)
約書亞一團
(成人)
約書亞二團
(大學)

每月第一個星期四下午一時卅分（5 月至 11 月）
每月最後主日下午一時卅分
每星期五下午七時卅分
每月第二個星期六下午五時卅分
每月第一個星期六下午三時十五分
每星期五下午七時卅分
每星期五下午七時卅分

粵語團契﹝在牛頓堂聚會﹞：
以諾團契
(長者)
約書亞夫婦團契 (夫婦)
但以理團契
(成人)
彼得弟兄團契
(中年)

每月第二主日上午十一時
每月第三個星期六下午五時卅分
每月第二、四個星期六下午七時正
每月第四個星期三下午六時

國語團契﹝在華埠堂聚會﹞﹝蘇耀烺牧師﹞：
提摩太團契
每星期一上午十時
素菜團契
(家庭、青年) 每星期二上午九時卅分
庇哩亞團契
(年長/中年) 每星期四上午九時卅分 Moville House
保羅團契
(家庭)
每星期五下午七時卅分
以馬內利
(大學/職青) 每星期五下午七時卅分
國語團契﹝在牛頓堂聚會﹞﹝林有洧傳道﹞：
國語團契
(家庭、大學、中學、兒童) 每星期五晚七時卅分
小組每月聚會
(家庭：仁愛、喜樂、和平、恩慈；青年夫婦/職青：AGAPE)
中文部教牧及行政同工聯絡資料

www.bcec.net

華埠堂辦公室地址：120 Shawmut Ave., Boston, MA 02118
辦公室電話：617-426-5711
Fax: 617-426-0315

教牧同工內線：617-426-5744
內線

Daniel Chan

Daniel.chan@bcec.net

215

助理牧師 鄺偉傑

Kenneth Kwong

Kenneth.kwong@bcec.net

223

助理牧師 蘇耀烺
牧師助理 林潔雲

Andy Su
Dora Lam

Andy.su@bcec.net
Dora.lam@bcec.net

226
229

牧師助理 黃國英

Ben Wong

Ben.wong@bcec.net

216

榮休牧師 馮雅各
榮休牧師 陳卓明

Jacob Fung
Steven Chin

pastrsteve@gmail.com

地方運用幹事 陳卓耀

Dennis Chin

Dennis.chin@bcec.net

255

辦公室行政主任 譚邱美華
華埠中文堂秘書

Helena Fong
Connie Ho

Helena.fong@bcec.net
Connie.ho@bcec.net

224
210

署理主任牧師 陳德修

牛頓堂：218 Walnut Street, Newton, MA 02460‧617-243-0100 Fax:617-243-0900
助理牧師 林仲民

Barry Lam

Barry.lam@bcec.net

205

牧師助理 林有洧

Patrick Lin

Patrick.lin@bcec.net

208

6

為 這城求平 安
粵 語 網 上 主 日 崇 拜 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日
到主前聚集
序樂
宣召 詩篇 9:1-2

歡迎您來到

頌讚

波士頓華人佈道會

祈禱

很高興您今天與我們

聆聽神話語

一起崇拜！盼望您能在

讀經

瑪拉基書 4:1-6

此認識神，與神與人建

講道

主來到醫治我們

立關係，服務身邊有需
要的人，或一起探索生

—鄺偉傑牧師
衷心去回應
回應詩

今要主自己

祝福
歡迎

活和基督教的問題。
如果您對今天聽到或看
過的事情有任何疑問，
又或者願意收到更多有
關教會的信息，可以隨
時聯絡我們的牧者。

報告彼此問安

聯絡認識
代禱 — 如果您有任何代禱需要，歡迎電郵聯絡個別教牧同工。

講道大綱
講員：鄺偉傑牧師

日期：8/30/2020
主來到醫治我們
瑪拉基書 4:1-6

1. 公義的日頭出現

2. 應許兌現需等候

3. 指控是關係指標

4. 關係裡不作計較

5. 轉向先知預告的基督

代禱事項（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日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五曰）
『願主我們神的榮美歸於我們身上。願你堅立我們手所做的工；
我們手所做的工，願你堅立。』
詩 91：17
星期日（粵語二堂）
祈求天父賜祝福和恩典予每對夫婦的婚姻，讓他們彼此相
愛、一起同行。願神充滿每段婚姻，蒙聖靈引導結出果子，
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
節制。
星期一（粵語三堂）
請為家長們準備和安排子女開學禱告，無論是任何形式的上
學，求主賜學習的能力，願老師們得著智慧教導，更求神保
守所有家庭健康平安。
星期二（華埠國語）
為社區內家庭重建代禱，求主引導教會建立家庭事工，深入
社區，建立福音灘頭堡。
星期三（牛頓粵語）
為所有預備 9 月份開學教書的老師、教育者及學生代禱，求
主保守看顧他們的健康，並賜下智慧能力克服各種挑戰。
星期四（牛頓國語）
總統大選在即，求主賜下屬天的平安給這土地上的百姓，不
論何種政治立場，或不同種族文化背景，在選舉前後都能和
睦相處。
星期五（差傳）
為宣教士 Oded & Bimini Cohen 夫婦於以色列的事奉代禱，
他們與當地個別保守派的猶太人進行屬靈對話，並透過每週
查經向當地中國學生傳福音。他們亦訓練國際學生信徒，及
堅立當地以色列信徒，挑旺他們傳福音的心志。
星期六（本會及社區國際）
請為北加州的嚴重山火代禱，求神供應避難所和安慰給生還
者，也求神加添能力和智慧給冒生命危險進行撲救的消防
員，讓他們能夠安全完成救火職責。

報告事項（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日）
1. 聘請主任牧師的最新消息：長老會和執事會很高興向大家宣
佈，我們一致投票推薦署理主任牧師，陳德修牧師成為本會
的下任主任牧師。 根據本會章程，我們需將此推薦呈交給
本會會友，讓大家為此事代禱，並在會友大會上投票。 陳
德修牧師為必須先得會友的大多票數通過，方可正式就任成
為主任牧師。請本會會友繼續為這件事祈禱。
2.

9 月 13 日特別會友大會 我們將會在該天下午 2 時在網上
舉行特別會友大會，來決定是否聘請陳德修牧師為本會的主
任牧師；是次會議將接納代理投票，容許會友不需親身參與
會議亦可參加投票。會友可到教會網站
www.bcec.net/meeting 閱讀有關詳情。
教會已經按各基本會友的登記地址，以郵寄方式送出有關使
用代理投票的指引，如果你尚未收到該郵件，請用電郵
vote@bcec.net 或電話 617-426-5711 內線 210 留下你的姓
名和正確地址，以便我們再補寄給你。

3.

教會應對團隊(The Church-wide Response Team )最新通
知：教會應對團對仍繼續監察教會辦公室的重開，留意本區
和全國的情況，並決定在九月份不會恢復實體敬拜。 請繼續
為團隊祈禱，讓他們作出最適合本會的決定。

4.

聘請同工：本會現招聘牛頓國語堂全職牧者，詳情請到本會
網站 BCEC.net/job 查閱。

5.

牛頓粵語堂在每星期三晚 8 至 9 時舉行 WeTalk 800 Zoom
網台，與大家一同全人抗疫。9/2 的節目是「多環學習：不
斷成長與更新」，由黃伯勳長老主講，歡迎邀請家人朋友參
加。登入可用網址 https://zoom.us/my/wetalk800，或在
Zoom 程式輸入會議代碼 310-824-6710，密碼：210149。

6.

華埠堂粵語秋季線上主日學將於 9/13 開課，每主日上午
9:30 至 10:30 舉行，歡迎參加！Zoom 的登入資料將於下週
公佈。
課題：基要信仰
老師：阮竹林長老/呂立地弟兄
課程：本課程概括地介紹基督教的信仰內容，幫助大家了解
我們所相信的是什麼，其中包括：認識我們所相信的神和祂
的屬性、我們所信的聖經是一本什麼書、聖經是神的話嗎、
人的來源和本質、什麼是罪、罪的性質和後果、耶穌基督是
誰、救恩是什麼、如何可以得着救恩、聖靈是誰、認識天使
與魔鬼、什麼是教會和聖禮。
課題：但以理書-面對壓力的人生
老師：梁逸鴻弟兄
課程：但以理書是一本很豐富和吸引的書卷，既有美麗動人
的神蹟故事，又有神秘深奧的末世預言，就連著名科學家牛
頓除了研究物理天文，也曾經寫了一本但以理的釋經書，其
中寫著：「拒絕他（但以理）的預言就是拒絕基督教，因為
這宗教是建基於他有關彌賽亞的預言。」
昔日但以理成長和生活在異邦，面對工作、政治、宗教等種
種壓力，唯有依靠神大能的手和仰望神必實現的啟示來渡過
每一天；今日我們做基督徒同樣也不容易，常常面對多方的
壓力：如何在家人和朋友圈子中活出美好見證、在複雜的政
治問題上做正確的抉擇、在大流行的疫情下仰望神永恆不變
的應許...... 讓我們在未來三個月以此書為鑒，從神自己的話
語得著面對壓力人生的解藥。

7.

牛頓堂兒童主日學（CSS）2020-2021 學年註冊
感謝主的祝福! 即使我們面對了 COVID-19 的挑戰，CSS 仍
可以使用虛擬模式繼續某些級別的教學。 由於不確定的情
況，CSS 的新學年將繼續在線上進行，直到有一天我們可以
在教會裡與親愛的孩子們再次面對面學習。
新學年將從 2020 年 9 月 13 日開始，線上課程給予幼兒園至
5 年級的學生。 如果您（父母/監護人）有這些年級的孩子，
我們需要您在 2020 年 9 月 7 日之前在線上註冊，以便您的
孩子可以在上課之前收到材料參加我們的課程。在線註冊鏈
接如下：BCEC.net/NTCMReg。如有任何疑問，請通過電子
郵件 cssnewtonbcec@gmail.com 與 CSS 委員會成員聯繫。

8.

九月份洗禮將於室外進行，日期：國語堂 9/19 、粵語堂
9/20，若因天氣改期將另行通告，敬請注意。

9.

執事提名委員會開始接受下一屆執事提名：按會章，任何五
位會友均可聯名向提名委員會推薦合乎本會會章所列資格的
執事候選人，委員會成員包括：廖永誠牧師、鄺偉傑牧師、
許啟怡長老、黎志陽執事、駱心讚執事和蘇民婷執事，截止
日期為 9 月 13 日，請會眾為執事提名過程祈禱。

10. 敬請本會會友更新資料（包括住址和電郵地址）：
為確保會友的地址和電郵地址正確無誤，以準備舉行年會和
特別會友大會，請各會友登入 http://bcec.net/mybcec，在個
人資料選項下更新你的家庭住址、個人地址、家庭電郵地址
和個人電郵地址，並切記在退出前點擊表格下方的“存檔
（Save）”鍵，如果你無法上網，請致電教會辦公室為你更
新資料。謝謝！

11. 華埠堂粵語線上主日學於每主日上午 9:30 至 10:30 舉行，
歡迎參加，Zoom 的登入資料如 下：
Join Zoom Meeting
https://us04web.zoom.us/j/6714198872?pwd=ZlJJVlJKM0kzc
TV0UmRGWkUvaDN4QT09
Meeting ID: 671 419 8872
Password: bcecSS
7/19 – 8/30/20 主日學的簡介：
課題：詩篇選讀 老師：許啟怡長老
課程：聖經中的詩篇教導我們如何向神禱告和讚美神，最為
歷代信徒所喜愛，在教會崇拜時被廣泛應用，也是個
人的靈修寶庫。詩篇是一卷人與神之間的溝通對話，
幫助信徒認識神，並在與神交通時向神真情流露，傾
心吐意，從心中最深處經歷神。多讀詩篇可以表達出
自己言語能力無法表達的思想與情感，使我們困乏的
心靈重新獲得激勵與力量，作為面對各種遭遇時的信
靠和幫助。
日 期
內 容
8/30/20 活出智慧人生
12. 牛頓堂粵語線上主日學於每主日上午 10:45 至 12 時舉行，
zoom 的登入資料如下：
Join Zoom Meeting
https://zoom.us/j/720351823?pwd=VjArWXhvWHdseUFmaF
RPK2c4dTd2QT09
Meeting ID: 720 351 823
Password: 701794
13. 登記接收教會緊急資訊：若想收到最新消息，請登入
myBCEC portal，然後選擇以電郵或短訊接收消息。如需開
設 Elexio 帳戶，請到
bcec.elexio.church/forms/mybcec-portal-signup
14. 本會已在郵局開設郵政信箱，大家可將郵件及奉獻支票（不
要寄現金）寄至：
BCEC
PO Box 600790
Newton, MA 02460
在疫情期間的其他奉獻方法：弟兄姊妹亦可透過教會網站
www.bcec.net/giving 進行奉獻，現金奉獻可留在家中待恢復
崇拜後帶回教會。

15. 我們需要更多義工幫忙派發營養餐! 本教會很高興能夠繼續
與波士頓公立學區一同合作在現時學生不能到校舍的期間幫
忙派發營養餐給他們。每星期一／三／五從早上 8:30 至
11:30 我們會在 120 所勿街樓宇派發。所有義工將會接受健
康預防程序。如想報名或有問題可請聯絡
srministry@bcec.net。
16. 想在新冠疫情期間為社區作義工服務？請填妥此線上表格：
https://forms.gle/p7vhaRdfvKwJtMDH7，社會責任部將與你聯
絡!
17. 兒童崇拜在家中：家庭兒童崇拜的資料已刊載在教會網頁
上，供家長與孩子敬拜時選用，在耶穌裏一同成長。材料適
合二至十一歲的兒童，內容每週更新，請瀏覽：
www.bcec.net/kidsworship
18. 會眾裡若有因疫情導致生活基本需要成為問題，可申請社會
責任部的個人援助，有意請與教牧同工聯絡。
19. 陳德修牧師邀請粵語二堂的弟兄姊妹在主日下午 12 時 10 分
（粵語網上崇拜結束後），透過 Zoom 會議室 一起分享和禱
告，登入網址如下：
https://zoom.us/j/117010164?pwd=aTRCKys4U3ZVNVcvaV
NaOFRid2NxUT09
Password: 100014
電話登入請撥 301-715-8592，打通後輸入 117010164#，輸
入密碼 100014。這是個長途電話，若果您的電話要額外收
費，請不要使用。
20. 會友譚耀文弟兄上週六(8/22)與黃祈恩姊妹於牛頓堂結婚成
為夫婦，特此致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