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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契聚會
粵語團契﹝在華埠堂聚會﹞：
迦勒團契 每月第一個星期四下午一時卅分（5 月至 11 月）
婦女團契 每月最後主日下午一時卅分
路得團契（婦女）每星期五下午七時卅分
以琳團契 （夫婦）每月第一個星期六下午三時十五分
雅歌夫婦團契 每月第二個星期六下午五時卅分
約書亞一團（成人）每星期五下午七時卅分
約書亞二團（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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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第二主日上午十一時
約書亞夫婦團契 (夫婦)每月第三個星期六下午五時卅分
但以理團契 (成人)每月第二、四個星期六下午七時正
彼得弟兄團契(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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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牧師
助理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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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大綱
講員：陳德修牧師

日期：1/24/2021
危險世代，得勝秘訣

提摩太後書3：1-17
引言： 上一個主日我們從提摩太後書 2: 14-26 看到人若自
潔，才能夠做貴重的器皿，合乎主用。而成為潔淨的方法，是
逃避少年的私慾，和那清心禱告主的人追求公義丶信德丶仁愛
丶和平。今日我們會從提摩太後書第 3章，看一看我們身處在
什麼的時代，和面對這世代最穩固的方法。
經文教訓：
1. 聖經告訴我們，我們身處的是一個危險的世代。 （1）
2. 保羅一口氣指出了18個罪性的表現，也就是造成末世危
險的原因。（2－4）
3. 更可怕的，末世的危險不但由於我們的罪性，也由於有假
師傅的出現。（5－9）
4. 神在世界的工作是改正錯誤，使人步上正軌，英語是
Makes things right，我們活在這世上，就是要和神同工，改
正錯誤。這不是容易的工作，神為這個工作要在十字架上付上
很大的代價，我們作為基督徒，要改正錯誤的工作也不容易。
（10－14）
5. 保羅提醒提摩太，在他裡面其實已經有一個得勝的武器，
去應付面前的屬靈爭戰。這就是第15節所說，提摩太從小學習
的聖經。（15）
6.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
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
事。」（16－17）
結論：今日的經文提醒我們，雖然我們活在一個危險的時代，
但神要在其中改正錯誤的工程沒有終止，我們的使命是要加入
這個 make things right 的偉大工程，工作雖然不容易，但
神已為我們預備了成功的工具，就是我們手上的聖經。

代禱事項（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零二一年一月三十一曰）

『惟你耶和華是至高，直到永遠。』

詩 92:8

星期日（教會長期發展）
波士頓市長偉殊先生獲提名為美國勞工部長，請為他的繼任人禱
告，求主叫新市長注重教會在社區的角色，促進市政府和教會的
合作。
星期一（信徒個人需要）
現在已有疫苗供很多在前線行業工作和年長的弟兄姊妹接種，求
主為他們減低副作用，同時避免任何過敏反應，更讓疫苗全面發
揮保護作用，好叫健康得著保障，向神獻上感恩。
星期二（堂會需要）
請為各堂會的團契和相交事工在疫情中維持運作代禱，在線上舉
行小組或團契聚會均不容易，久了更出現視訊疲勞，搜集聚會材
料和建立互動更需創意和技術支援，求主賜恩並帶領解決困難。
星期三（分齡事工與團契）
為教會的兒童工作代禱，現今兒童面對各種不同的衝擊：文化、
道德、健康、各方面的環境不安等，祈求神保守孩子們的心，引
導他們仰賴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又為教會兒童事工的同工、老
師、義工，及就職教育界的弟兄姊妹和各家長代禱，願神賜他們
智慧及愛心，引導和守護孩子們。
星期四（節期與季節性事工）
本年六月為教會成立六十週年，為各項回顧與前瞻的籌備工作代
禱，求主賜下智慧與能力，教會繼續裝備聖徒，廣傳福音，見證
神的大能，建立基督的身體。
星期五（外展與關顧）
請為傳福音的推廣工作祈禱，求神的靈感動弟兄姊妹活出肢體的
互助，一同努力實現傳福音生活化的目標。
星期六（差傳與社會責任）
1. 為宣教士向天明夫婦代禱，他們在多年於東亞國家事奉後回美繼
續參與服侍，於匹茲堡市向國際學生傳福音，求主加力。
2. 請為美國國民的情緒代禱，經過 2020 年的總統大選後，政治氣候
異常緊張，求神讓不同政治思想的人民重燃愛心、常存忍耐，做
到有建設性地溝通和聆聽，特別是有極端政治傾向的人。

報告事項（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1.

我們已為教會的數據庫和在線上奉獻系統作出升級！ 請登
入覆核和更新你的個人及奉獻資料。
Elexio Login: https://bcec.elexiochms.com/
Online Giving: https://www.elexiogiving.com/app/giving/bcec
Mobile App: https://elexio.ministryone.com/landing/nlkM
要登入現有的 Elexio 帳戶，請使用你的 Ministry ID及舊的
Elexio 帳戶密碼。 如果忘記了密碼，請點擊“忘記密碼？”
重新設定。
以下是三個奉獻方法：
1. 網站奉獻：https://www.elexiogiving.com/app/giving/bcec
2. 短信奉獻：透過信用卡/轉帳卡奉獻，用手機發短信 CGIVE
致 617-404-4821，可能會附加標準短信費用。
3. 郵寄（不要寄現金）：
BCEC
PO Box 600790
Newton, MA 02460
現金奉獻可留在家中待恢復崇拜後帶回教會。
若有問題，請電郵 bod.it@bcec.net。

2.

下次洗禮將於 4 月 4 日復活節主日舉行，有興趣受洗請與教牧
同工聯絡，以便安排洗禮班和籌備洗禮聚會，粵語洗禮班計劃
於 2 月 19 日於線上開課。

3.

郵寄賀年月曆的登記現已截止：月曆將於本週寄出，多謝
大家對教會的參與及支持，願神賜福。

4.

本會榮休牧師馮雅各牧師於 1 月 22 日安息主懷，願主安慰
他的家人，祈求在哀傷中經歷主賜恩惠平安，任何有關詳
情稍後公佈。

5.

聘請同工：
1. 牛頓國語堂全職牧者
2. 全職設施管理經理
查詢以上聘請職位的詳情，請瀏覽 bcec.net/jobs

6.

步上光明路暑期日營是為住在華埠，就讀初中的學生而
設，有意加入步上光明路團隊申請表現已生效，請瀏覽
www.project-destiny.com/apply/how-to-apply，與你加盟的
心意取得聯繫。

7.

由於麻州的新冠疫情病例增加，教會應對團隊(The Churchwide Response Team )將會加緊限制設施的使用。所有設施
要求都需要獲得 CRT 的批准，直至另行通知。
教會應對團隊最新通知：團隊繼續監察教會辦公室的重
開，留意本區和全國的情況，並決定直至 2021 年二月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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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透過 AmazonSmile 支持教會：弟兄姊妹如有在 Amazon 網
上購物的習慣，執事會鼓勵透過 AmazonSmile 支持教會，
請瀏覽 http://smile.amazon.com 或在手機 Amazon 程式裡啟
動 AmazonSmile，然後選擇 Boston Chinese Evangelical
Church 為你所支持的機構，AmazonSmile 將會捐贈交易金
額的小部分給教會，詳情請瀏覽教會網站
(http://www.bcec.net/AmazonSmile)。

9.

為給予信徒更多支持和鼓勵面對當前難關，中文教牧同工
為大家設立信仰資源推介，豐富大家的個人信仰生活，盼
望為受困者提供出路，歡迎瀏覽 go.bcec.net/spiritual-food

10. 更換華埠堂 Herald Street 停車場停車許可證：新申請停車
許可證請到 www.bcec.net/parking-permit 作出登記，登記
時建議使用 Google Chrome 瀏覽器。請留意停車證衹發給
波士頓華人佈道會會友和恆常參與者的登記車輛，請不要
轉到其他車輛上使用。
11. 登記接收教會緊急資訊，更新會友資料與同意使用電子通
告傳遞：要收到本會最新消息，或於疫情期間與本會保持
聯繫，本會必須存有你個人和家庭的準確資料，包括住
址、電郵地址及電話號碼。如你無法上網，請致電教會辦
公室，我們的行政人員可以為你更新地址。此外，為了能
與你有快捷和經濟的通信，希望你同意選用電子傳遞去接
收教會需要寄出的信件，當你選擇電子傳遞後，本會將不
需郵寄信件到你府上。網上更新你的會友資料、設定接收

緊急資訊或選擇電子通告傳遞，請在 http://bcec.net/mybcec
登入你的帳戶（如果你沒有帳戶而想開設，請點擊此
處），登入後請到個人資料的標籤更新你的家庭住址和電
郵地址，你也可為你家庭的成員更新他們的地址，然後在
下方的郵遞列表欄選擇用電郵或短訊接收緊急資訊，以電
子傳遞接收法律、會議和投票通知等，並切記在退出前點
擊最下方的“存檔（Save）”鍵，多謝合作。
12. 我們需更多義工幫忙派發營養餐! 本會繼續與波士頓公立
學區合作，在學生不能到校上課期間派發營養餐，每星期
三早上 9:00 至 11:30 在所勿街 120 樓宇派發，所有義工將
接受健康預防程序，報名或查詢請聯絡
srministry@bc.necet。
13. 遙距學習助教：在疫情期間幫助社區的學童們進行遙距學
習，是頗具挑戰性的，特別是那些有更高需要的學生和他
們的老師。很高興我們能與昆士小學及高中合作，差派一
個志願團隊與他們的在線老師一起工作。每周袛需要你參
與 2 小時，就可以藉此關係作光作鹽，有興趣請與廖志成
(Steve Liu)傳道聯絡：https://forms.gle/Pw2eATXJDwoR3bjY9
我們需要多 6 名導師便可組成 10 個團隊。
14. 想在新冠疫情期間為社區作義工服務？請填妥此線上表
格：聯絡 https://forms.gle/p7vhaRdfvKwJtMDH7，社會責任部
將與你!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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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參與兒童事工的服侍：讓孩子在教會進行互動, 現比以往
任何時間都來得重要，本會有眾多服事教會及社區兒童的
事工，有興趣參與請電郵 lorraine.ho@bcec.net 與何鍾雅欣
傳道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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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頓堂兒童主日學（CSS）2020-2021 學年註冊：感謝主的
賜福，在新冠疫情的挑戰下，CSS 仍可以舉辦線上兒童主
日學給予幼兒園至 5 年級的學生。如果您（父母或監護人）
有適乎這年級的孩子，想參與每星期日上午 11-12 時的兒童
主日學，敬請在線上註冊，以便在上課前收到材料參加課
程。線上註冊鏈接：BCEC.net/NTCMReg，如有任何疑問
請電郵 cssnewtonbcec@gmail.com 與 CSS 委員會聯繫。
粵語堂報告欄
1.

華埠堂粵語線上祈禱會: 在每個月的第四個星期二晚
上 7 :30 至 9 時在 Zoom 線上會議室舉行，以小組形式為
教會弟兄姊妹和事工禱告，下次舉行日期是 1 月 26 日，
請預留時間出席，以禱告為教會守望，共同感恩和經歷神
恩。溫馨提示：歡迎任何人參與。
Zoom 登入資料：
https://us02web.zoom.us/j/85164325472?pwd=SWVnYktoSk
lTTmtLVkROMnR1ZlBZQT09 或
電話: 1 (929) 205-6099
Meeting ID: 851 6432 5472
Passcode: 120

2.

牛頓粵語堂在每星期三晚 8 至 9 時舉行 WeTalk 800，與大
家一同全人抗疫。1/27 的節目是：「主恩操航」事工介紹，
由恩航癌患支持事工主講，歡迎弟兄姊妹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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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頓粵語堂在每
星期三晚 8 至 9 時舉行 WeTalk 800，與大家一同全人抗
疫。1/27 的節目是：「主恩操航」事工介紹，由恩航癌患支
持事工主講，歡迎弟兄姊妹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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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地傳道部（LED)探訪事工組在每月最後的星期六上午 10
至 11 時有小組聚會，下次聚會是 1 月 30 日，聚會內容包
括：禱告、分享、聆聽、認識新常態中的探訪點滴，歡迎
有心和有興趣探訪事工的弟兄姊妹參與。請讓我們互相支
持，興旺探訪事工。
Zoom Meeting

https://us02web.zoom.us/j/81554539208?pwd=cmFYb0lhUD
VlQ0tnYzViZnh1VTBQZz09
或電話+1 929 205 6099
Meeting ID: 815 5453 9208
Passcode: 2021
4.

華埠堂粵語冬季線上主日學：每主日上午 9:30 至 10:30 舉
行，歡迎參加，現可網上註冊 go.bcec.net/SSREG
以下是兩班主日學的登入資料：
課程：新約概論
Zoom 的登入資料:
https://us02web.zoom.us/j/6714198872?pwd=ZlJJVlJKM0kzcTV0
UmRGWkUvaDN4QT09
Meeting ID: 671 419 8872
Passcode: bcecSS
電話登入請撥 301-715-8592（請注意這是長途電話），
打通後輸入 671 419 8872#，輸入密碼 712322。
老師：阮竹林長老/呂立地弟兄
這課程將介紹我們的新約聖經，幫助我們認識主耶穌時代的背
景和祂的生平，了解為何要用四本福音書來記載耶穌的事情，
也幫助我們對初期教會的歷史及聖靈的工作有所了解，對保羅
的書信和其他的書信有所認識。這課程希望能讓弟兄姊妹對新
約聖經有一個概括的認識，為大家以後進一步硏讀聖經的每一
卷書時作出幫助。
課程：二千年教會史：以古鑑今
Zoom 的登入資料:
https://us02web.zoom.us/j/84134415825?pwd=dGtYODllRVRhdzl
lVWFLLzBKWDVTdz09
Meeting ID：841 3441 5825
Passcode: 366606
電話登入請撥 301-715-8592(請注意這是長途電話)，
打通後輸入 84134415825#，輸入密碼 366606
老師：陳德修牧師
教會歷史可以說是教會在過去二千年實踐主耶穌的教導和大使
命的紀錄，其中經歷了不同的政治丶文化丶經濟和地理環境，

過程中有成功也有失敗，有美麗也有醜陋的表現，學習歷史
的人，不應隱惡揚善，好的應該學習，不好的應該引以為戒。
這課程將會用這個態度為大家作出講解，希望同學們以成熟的
態度來看教會在某些時期的軟弱；事實上我們不難發現，在教
會最低潮的時間，往往得見聖靈的手帶來復興。我希望同學們
從歷史中看到， 日光之下真的無新事，很多今日教會面對的
課題，以前的教會都面對過，只是我們沒有留意思想，以致一
位歷史學家的話不幸而言中：「我們從歷史中學到一個功課，
是人類沒有從歷史中學到功課。」二千年豐富的教會歷史要在
十多小時講完，真的殊不容易，讓我們勾劃出一個草圖，引起
大家的興趣，在日後對某些事件自己尋找資料，並作更深入的
研究。
5.

牛頓堂粵語冬季線上主日學：每主日上午 10:45 至 12:00 舉
行，歡迎參加！以下是兩班主日學的登入資料：
課程：馬可福音 （繼續秋季課程）
老師： 蔡頌義弟兄
Zoom 的登入資料:
https://us02web.zoom.us/j/720351823?pwd=VjArWXhvWHdseUFmaFR
PK2c4dTd2QT09

Meeting ID: 720 351 823
Passcode: 70179
盼望透過作者馬可對耶穌的描寫，讓大家更認識主耶穌的身
份。我們並會在每一課所學習的經文中，一起反思這對我們的
意義，思想如何回應和實踐神的教導。
課程：博古通今 （新課程）
老師：蔡珍妮姊妹/駱曹淑嫻姊妹/駱裕才弟兄
Zoom 的登入資料:
https://us02web.zoom.us/j/86102263868?pwd=UFdGYUZ2cW9Cc
WFoUFp0TjgvMEtKUT09
Meeting ID: 861 0226 3868
Passcode: 894751
若我們要了解新約的信息，我們必須了解舊約的信息，要了解
舊約的信息，明白以色列民族的來龍去脈也是很重要的。盼望
透過此課程讓我們可以劃分舊約歷史時期和認識各時期的要
事，並能運用所了解的歷史、地理、文化和宗教背景，讓我們
可以有系統地研讀聖經的內容，從而探討我們今日的信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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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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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的電話要額外收
費，請不要使用。

國語堂報告欄
林有洧傳道將於 1 月 17 日至 30 日休假，有關牛頓國語堂
事務，可聯絡其他教牧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