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笔记 Notes:
（林前 5：11-18）

主日崇拜 Sunday Service
主后二零二二年一月九日 January 9, 2022
序乐

静默（预备心来见主）

宣召

詩篇 19：14

讲道大纲：

保羅不斷的提醒弟兄姊妹要起來互相牧養，互相勸勉，建
立造就，大家一起成長，沒有一個落隊，最後他鼓勵弟兄
姊妹實際去操練，互相建立:

靜乐
赞美

1. 認識我們的軟弱(12-15)
2. 領受基督的大能(12,16-20)(林前 1:25)
1. 從人的智慧到神的愚拙
2. 從人的強壯到神的軟弱
3. 從人的尊貴到神的卑賤

萬國都要來讚美主;
榮耀都歸祂；醫治這地

奉献
祷告
讀經

帖前 5：11-18

講道

我們互相勸勉（4）互相建立

回應詩

在三方面的互相建立: 在我們的軟弱中，領受基督裡面的
大能
1. 順服權柄: 牧養的人與弟兄姊妹，互相建立(12-13)
2. 運用權柄: 弟兄姊妹，互相建立(11,14-15)
3. 領受權柄: 神在弟兄姊妹，中間的建立(16-28)

做與不做

三一頌
阿們頌

祝禱
報告
殿樂

服事

默禱後請彼此問安，願神賜福保守您和您的一家！
本周
下周

证道

蘇耀烺牧師

蘇仲谦传道

司会

韦汉勋

丁亮

敬拜

李朝敏/陳曉鳴

張宏軍/李慧

音響

蘇仲谦传道

刘霁峄

司事

刘素琼

刘素琼

招待

秦慧清

秦慧清

反省與挑戰:
牧養包括引導供應以及保護，
請問誰在牧養我們呢?
我們又去牧養誰呢?
如果不是神來牧養我們，
是否世界正在牧養我們呢?
那麼我們又是否用世界的方法來牧養別人呢?
最後我們如何向神交帳呢?

牛頓國語堂報告欄
堂會聚會
1. 周三網上祈禱會 晚上 8:00-9:30
2.
3.
4.
**

周五網上查經班 晚上 7:30-9:00
主日學: 周日早上 9:15
主日崇拜: 周日早上 11:00-12:30
所有網上聚會均以Zoom ID: 399-776-7844 密碼: 123123 進入

代禱事項
1. 所有聚会转至网上 2 周:因最近疫情变化，有某些堂会服事同工因 Covid
影响必须在家隔离，导致服事岗位空缺，因此牛顿堂将从本周开始转移所
有聚会至网络二周，在接下来的两周牛顿堂将没有实体聚会的安排。诚邀
您继续参加网上所有的聚会，所有的聚会都是透过同一个 Zoom ID 进行，
若您有任何的问题请随时联系我。谢谢您对主基督的家一切的支持与帮
助，请多多保重，愿主赐福给您！
牛顿国语堂 Zoom ID
399 7767 844
密码：123123
链接：https://us02web.zoom.us/j/3997767844
2. 但以理主日学：下周主日但以理主日学将开始学习第一章，欢迎您一起
来研读这本宝贵的圣经书卷。
3. 尼希米周五查经：下周五查经尼希米将开始学习，欢迎您一起和团契组
员一起学习交流，建立主里的默契。
教会动态 Church Announcement
1. 特別報告：近日疫症傳染迅速，我們有不少會眾，包括崇拜負責人
員，都受到影響。他們有些屬於確診者，需要在家隔離；有些屬於緊
密接觸者，也要採取適當防範。但感謝主，受感染者絕大部分都症狀
輕微，也沒有收到住院的報告。鑑於安全考量和崇拜人手短缺的因
素，在參考了教牧同工和長老會的意見後，主任牧師決定在目前的兩
個主日（1 月 9 日和 16 日）暫停教會所有 7 堂崇拜的實體部份，將
它們移到線上舉行，同樣地實體團契聚會，也暫停兩週，改在線上舉
行。教牧同工、教會應變小組和長老們將密切注意疫情和事奉人手的
情況，然後向大家報告最新的安排。

2. 新春街頭佈道行動：1 月 22 日（星期六）下午 1:30 - 2:45 在所勿
街 120 號將舉行新春街頭佈道行動，目的是盼望營造一個讓弟兄姊妹
一同實踐上帝真理的機會，一齊為祂的國度擺上我們的時間精力，讓
我們的鄰舍同得福音的好處，參與請在此網站報名
https://go.bcec.net/stevangelism，截止日期為 1/16。如有疑問，
可直接聯絡 Grace Wong 姊妹
（email: keiyangracewong@gmail.com)。
3. 步上光明路祈禱資訊會：你已被邀請參與我們的步上光明路祈禱資訊
會！日期是 1 月 23 日（星期日）晚上 8 時至 9 時 15 分，透過 ZOOM
於線上舉行。我們正為今個夏天作出籌備，歡迎大家來學習如何支持
我們教會的暑期日營，和為這事工代禱。有意參加請
到 http://project-destiny.com/rsvp 報名及取得 ZOOM 連結，資
訊會將以英語進行。
4. 步上光明路現正接受導師報名！步上光明路是本會的暑期日營，目標
是接觸居住華埠的初中學生。想更多認識這個夏日事工或有興趣服
侍？請瀏覽 www.project-destiny.com/apply/how-to-apply 和填寫網
站內的 Interest Form
5. We Talk 800：1 月 12 日（星期三）晚上 8:00 將舉辦額外特備節
目：「莫道你在選擇人，人亦能選擇你」，一起探討當被大學取錄
後，下一步要考慮什麼。講員：Albert Koo（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College of Business Student Success Center 學生
諮詢部主任）。特別歡迎家長和學生參加。如有詢問，歡迎提前電郵
wetalk800@gmail.com
6. 聘請同工：
1. 婦女及關懷事工主任
2. 學生事工主任 (牛頓堂)
3. 兒童事工主任 (牛頓堂)
4. 兩位行政及事工支援統籌
詳情請到本會網站 bcec.net/jobs 查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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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事項（二零二二年一月九日至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五曰）
『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
詩 46:1

星期日（教會長期發展）
肺炎變種的傳染力很強，教會在安全防疫和推展實體事工間要做平衡的
決定，求主給我們的領袖們智慧，探討「與病毒共存」的最好方法。

星期一（信徒個人需要）
在疫情蔓延整個大地的時代，求主幫助我們知道如何將一切掛慮完完全
全交託在父神手裡，安靜快樂地仰賴神替我們成就門徒在世上應盡的本
分。求主除去我們一切膽怯不安的心，勇敢地依靠神邁進前行。

星期二（堂會需要）
求神保守各堂會牧者與崇拜事奉同工健康與平安，疫情隨著節日加劇，
很多人受感染，若有很多崇拜事奉人員需隔離，將影響崇拜如常運作，
求主看顧保守。

星期三（分齡事工與團契）
請為夫婦團契（以琳、約書亞、雅歌）代禱，願各職員與小組組長都得
著主的幫助帶領團契及小組，亦求主的恩惠隨著每個家庭，讓每個關係
都扎根於主耶穌基督的愛中。

星期四（節期與季節性事工）
為新一年的讀經計劃禱告，求主添加力量給弟兄姊妹，再接再厲更深認
識神，讓神的話語一整年不斷更新我們、監察我們、引導我們走永生的
道路。

星期五（外展與關顧）
請為華埠本地傳道部的外展事工祈禱，求神使用兩個小組形式的聚會，
分別是媽媽組和街頭佈道，接觸社區中未信主的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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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線

主任牧師 陳德修

Daniel Chan

Daniel.chan@bcec.net

215

星期六（差傳與社會責任）

助理牧師 鄺偉傑

Kenneth Kwong

kenneth.kwong@bcec.net

223

1. 為宣教士 Bobo 姊妹於東亞國家向回教徒傳福音代禱，自疫情起，她從
前線退下，作支援、統籌及推動差傳之工作，求主加力，讓她透過網
絡，繼續推動向回教徒的福音事工，並求主保守她的身體健康。

助理牧師 蘇耀烺

Andy Su

Andy.su@bcec.net

226

Ben Wong
Steven Chin
Dennis Chin
Helena Fong

Ben.wong@bcec.net
pastrsteve@gmail.com
Dennis.chin@bcec.net
Helena.fong@bcec.net

216

Connie Ho

Connie.ho@bcec.net

210

2. 請為全球的疫情狀況代禱，現時不少地區的新增個案不斷上升，祈求上
帝不讓各地的醫療設施倒塌、病毒傳播減到最低、並醫治受感染的人，
讓他們能完全康復。祈求上帝給不同的政府和領袖們智慧，引領他們作
出適當的政策，遏止疫情蔓延。

牧師助理
榮休牧師
地方運用幹事
辦公室行政主任

黃國英
陳卓明
陳卓耀
譚邱美華

華埠中文堂秘書

255
22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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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仲謙

James Su

James.su@bcec.net

208

牧師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