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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來！神所愛的兒⼥
經⽂： 尼 1:1-10; 約 3:16; 加 2:20;太 28:20; 使 1:8
引言:
我們是天父的兒女, 主內的弟兄姊妹, 面對各樣內憂外患的動盪當
中, 信徒要知道什麼是永恆不變的。神是不變的, 我們在神眼中,
因為主耶穌基督, 我們的身份也是不變的。 讓我們藉著尼希米記
去看神的名在地上所在的居所, 然後藉著聖經新約一些經文得到
把握活出基督徒的屬靈實踐生命。
1) 猶大人重建耶路撒冷城的背景 (尼希米記 1:3-4)
2) 尼希米的祈禱和反思
a) 神是偉大和慈愛 (尼希米記 1:5)
b) 回想以色列的過去並且認罪悔改 (尼希米記 1:6-7)
c) 思想神的話語 (尼希米記 1:8-10; 約翰福音 3:16)
3) 信徒的身份: 神選立為祂名的居所/基督在我們裡面活著
(加拉太書 2:20; 馬太福音 28:20; 使徒行傳 1:8)
總結: 因為我們被基督耶穌救贖成為神的兒女 , 我們信徒一起聚會
相交應該是自然的。 當基督耶穌第二次再來的時候, 在啟示錄我
們看到新的耶路撒冷城 (啟示錄 21:22-23, 27), 這新城都是聖徒聚
合的地方。有很多現時的因素驅使我們不能聚會相交: 例如冷漠,
孤獨, 結黨爭鬥, 恐怕驚惶, 驕傲, 自義, 論斷等等…是疫情和天災
下特顯出現的情況, 所以我們需要堅強忍耐的信心, 獻上禱告求神
憐憫 。 疫情雖然攔阻我們實體聚會, 但是絕不能阻隔我們在主內
相交 , 我們以祈禱的心宣告: 來 !我們已經進入了神的殿, 基督活
在我們裏面。

揚聲歡呼讚美
揚聲歡呼 讚美
稱頌我的王
高聲頌揚歡唱
哈利路亞
來到主寶座前
尊崇讚美祂
我們歡呼喜樂
來到神的面前

祢是創造主
祢施行拯救
祢已救贖我祢是主
最大的醫生
祢是豐盛之主
祢是我的牧者引領我
耶穌 我君王
我讚美祢
神羔羊
神羔羊 至聖者
主耶穌 神兒子
祂甘願捨命在十架
寶血泉源 湧流不盡
赦免我罪 洗我污穢
能潔淨 能醫治

我尊崇祢 耶穌我救主
我尊崇祢 主
我生命的主宰
我尊崇祢 尊貴神羔羊
在祢寶座前 我俯伏敬拜祢

進到祢的殿 （回應詩）
進到祢的殿 在祢寶座前
被祢聖潔吸引
祢愛已融化我的心
我願意聽話 順服祢心意
被祢愛我 祢得到我
完全屬祢 祢擁有我

如今我身心都歸祢
我心思意念
全為祢敞開
完全被祢收起
藏身祢安穩的雙臂
來更新觸摸我
我心 我靈
完全奉獻 給祢

報告事項（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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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仲民牧師、李澤民長老、呂立地執事、譚卓華執事和
鄒至德執事，請會眾為執事提名過程祈禱。

2.

房間預訂 - 感謝神為我們的事工供應地方和設施，如需預訂房間作事奉用
途，請用以下鏈接填寫相應堂址的表格， 請注意：
- 至少在所計劃的活動前兩星期作出房間預訂的申請，容
許我們有充足時間處理您的要求。
- 請允許我們的行政同工 3 至 5 個工作天去回覆申請。
- 華埠堂房間申請 https://tinyurl.com/chinatownroomrequest
- 牛頓堂房間申請表 tinyurl.com/newtonroomrequest

3.

下次洗禮 將於 9 月 19 日於各堂主日崇拜內舉行，詳情請留意日後的報告
事項。

4.

今年度第二次中文領袖會議將於 9 月 18 日早上 9 時 30 分於線上舉行，
詳情即將公佈。

5.

牛頓英文堂學生事工主任 Saul Lee( 李率 ) 將於 9 月 5 日離職 ，我們感謝他
在本會忠心的服侍，以及特別對學生、家庭和牛頓英文堂的貢獻。 請為
Saul 和他的太太 Susan 的未來與方向尋求神的旨意代禱。

6.

華埠堂兒童事工重開： 華埠堂實體限人數的主日兒童事工於 7/25 重開，
暫時未能提供托兒服務，有嬰兒的家長可於 120 樓宇的 110 室觀看崇拜
直播。2 至 5 年級的兒童需在每週星期六的六點前在
https://rsvp.church/r/KDLv5JwT 預先登記，詳情請到教會網站查詢有關重
開的公佈。

7.

聘請同工： 全職設施管理經理，查詢詳情，請瀏覽 bcec.net/jobs。

8.

疫情期間的奉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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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問題，請電郵 bod.it@bcec.net。
9.

新冠病毒的變種正在各國流行，受影響最嚴重的是沒有接種過疫苗的群
體；請為各國政府禱告，在推行疫苗接種和防範措施上有智慧和策略，保
護國民的健康。

牛頓粵語堂報告欄

1.

兒童主⽇學（CSS）2021-2022 學年註冊
讚美主讓教會重新啟動！為了配合教會計劃，CSS 將在今年秋季以虛
擬及⾯授的形式恢復幼兒園⾄五年級的課堂。由於網上註冊適⽤於整個
學年，因此我們⿎勵您（家長/監護⼈）無論何時把您的孩⼦(們)送到
CSS 課堂,敬請在這個時間為孩⼦進⾏登記註冊。
新學年將於 2021 年 9 ⽉ 12 ⽇開始。 請於 2021 年 8 ⽉ 29 ⽇前完成
網上報名，以便我們為每個班級重新開課做好相應的規劃，並讓您的孩
⼦及時收到課程材料。網上報名鏈接如下：
https://www.bcec.net/NTkids
如有任何疑問，請通過電⼦郵件cssnewtonbcec@gmail.com與CSS委員會
成員聯絡。

2.

⽜頓堂清理⽇：為秋季事⼯準備聚會場所, 誠邀你們加入。我們將於9⽉ 5
⽇星期⽇崇拜後中午12時15分先在⽜頓堂遊樂場共進午餐, 然後在1時分組
⼯作直⾄4時。請在9⽉3⽇星期五之前在此處回
覆 https://go.bcec.net/NCfallcleanup ,謝謝 !

3.

⽜頓粵語堂將於 8/29/2021 下午 3:30-4:30 在⽜頓堂副堂舉⾏⼀個名
為『知多點，愛多點』麻省新⽣信息分享粵語講座。內容包括：1.學區
資料解讀；2.中/⼩學介紹；3.⽗⺟如何作背後的參與者。講員：王歐
陽燕（麻省公立中學國語老師）。參加者請到
https://rsvp.church/r/aYXspBLt 登記。歡迎邀請朋友參加。查詢請電
郵林仲⺠牧師師 barry.lam@bcec.net 或 whatsapp：
https://wa.me/message/FI5M3ZKZLWX5N1
⽜頓堂粵語線上祈禱會在每個星期⼆晚上 7:30 ⾄ 9 時在 Zoom 線上會議
室舉⾏，⼀起為教會弟兄姊妹、教會事⼯和普世宣教事⼯守望，共同經歷
神，歡迎參與。
Zoom 登入資料:
https://us02web.zoom.us/j/194128720?pwd=b1drei96cFUvQ2oxMlg5Q
jZsSnVuUT09
電話：+16465588656 ︔Meeting ID: 194 128 720

4.

華埠粵語堂報告欄

1.

粵語夏季線上主日學：今
主日上午 11:00 至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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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
吾教異教

寇懷誠夫婦/
駱裕才夫婦/
廖偉忠弟兄/
余子明弟兄
知足常樂
- 傳道書研讀

Zoom 的登入資料
https://us02web.zoom.us/j/85181532221?pwd=ckd
oV1dlRktLdnlaRXVWNWZ6Z2NsUT09
Meeting ID: 851 8153 2221
Passcode: 2021
https://us02web.zoom.us/j/6714198872?pwd=ZlJJ

許啟怡長老/
阮竹林長老/
陳家國弟兄/
蔡珍妮姊妹

VlJKM0kzcTV0UmRGWkUvaDN4QT09
Meeting ID: 671 419 8872
Passcode: bcecSS
(電話登入 Passcode: 712322)

電話登入請撥 301-715-8592 (請注意這是長途電話)，打通後輸入該課堂的
Meeting ID，之後再輸入該 Passcode (密碼)

課程簡介
課程：吾教異教
老師：寇懷誠夫婦/駱裕才夫婦/廖偉忠弟兄/余子明弟兄

今天是異教異端爆炸的年代，真偽莫辨、正邪難分，信徒如何能站立得穩，不
被迷惑？能持守與維護真道，進而幫助誤闖敵陣的迷羊脫逃歸正。幫助信徒辨
識各異端教派的基要信仰、傳教手法和嚴重弊端。
每週的課題包括：東方閃電、法輪功、摩門教、耶和華見証人、回教、靈恩極
端、道教、中國民間信仰、一貫道、佛教、東正教、天主教、占卜與邪靈。
願與你一起學習明辨是非，維護真道!

課程：知足常樂 - 傳道書研讀
老師：許啟怡長老/阮竹林長老/陳家國弟兄/蔡珍妮姊妹

傳道書作者所羅門說 : 人生充滿了艱苦和困惑，而且，有許多東西是人所不
明白的，更別說去掌控了。
在人(日光之下) 看來，一切都是虛空，都是愚妄，但是，生命是神的恩賜，
而神希望我們享受生命，並用我們的生命來榮耀祂，所以，不要抱怨我們所沒
有的，要為我們所擁有的感謝神，知足常樂！那正是傳道書的精髓。
沒有神的人生，是虛空，都是捕風，因為這個世界的任何東西，都不能使我們
的心得到滿足。真正的滿足只能來自於與主耶穌基督的關係。傳道書最後的結
論是：總意就是敬畏神，謹守他的誡命，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傳十二
13）
2.

9 月 5 日沒有主日學，9 月 12 日舉行新一季主日學，詳細內容及時間，將於
今日課堂內及 9 月 5 日週刊內報告。

3.

陳德修牧師的主日分享禱告會 於華埠粵語崇拜後，下午 1 時 30 分舉行，連
結資料如下：
https://us02web.zoom.us/j/87454635853?pwd=N1hZek9UdVhFbmJsbDF1Zn
R5OCsvUT09
會議編號：87454635853
密碼：087480

其他報告欄
波士頓救援使命團 (Boston Rescue Mission)最近通告，他們現再歡迎已接受疫
苗的人到他們的中心一同服侍（每次限五人）。本教會重開不久，我們想得知
大家對社會責任部參與的意見，並弟兄姊妹出來服侍的意願，請幫忙填寫此簡
單問卷（https://forms.gle/JCkbWkiJPpXHtgpe9）。預先感謝您的參與！

代禱事項（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五曰）
『我歌頌你的時候，我的嘴唇和你所贖我的靈魂都必歡呼。』
詩 71：23

星期日（教會長期發展）
執事們現正準備安排十月底的會友大會。根據教會典章，大會需要至少百分之二
十五會友，即大約 300 人出席，方能成會，求主保守我們的健康，能夠出席這個
大會，以便完成選舉執事，通過預算案等重要事項。

星期一（信徒個人需要）
求主喚醒我們作為聖徒的身份，努力參與傳福音和建立教會的事奉，各盡其職，
建立基督的身體。

星期二（堂會需要）
請為牛頓粵語堂舉行的三福訓練代禱，求神使用這訓練為教會培養更多傳福音的
人材，興旺在波士頓的福音工作，拯救失喪的靈魂。

星期三（分齡事工與團契）
大波士頓區有很多國語青少年未聞福音，求主使用 教會國語青少年事工
（Homebase 和團契），成為他們認識和經歷主耶穌基督的救贖恩典的地方。願
神興起新一代年青成為主的門徒。請為事工同工代禱，求神賜下智彗和能力，並
滿有神的愛去服侍他們。

星期四（節期與季節性事工）
為 9 月 19 日的洗禮代禱，求主預備這些準備洗禮的慕道友，堅固他們的信心，
在基督的肢體中有深入的連結，在神的話語中穩定的成長。

星期五（外展與關顧）
求神感動弟兄姊妹得見事奉的異象，與別人分享、彼此代禱，藉教會網頁更深認
識各事工，憑信心參與，讓神透過自己的服侍𧶽下恩福。

星期六（差傳與社會責任）
1. 為宣教士馮敬道牧師夫婦於非洲北部的回教地區傳福音代禱。感謝主多年來讓他
們與當地人建立關係，他們現回美述職，與各支持者聯絡，並推動各教會去關心
回教世界的福音需要。
2. 請為阿富汗的政治內亂禱告，現時美軍在撤退當中，塔利班已佔領全國。也請為
海地祈禱，8 月 14 日的地震造成 1419 人死亡、6900 人受傷、數千房屋與建築
物被毀，求神供應當地人民所需，並在困苦中賜下平安和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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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請電 617-642-4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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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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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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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bcec.net
教牧同工內線：617-426-5744

Daniel.chan@bce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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