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頓華人佈道會粵語聯合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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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禱告建基於與神親密的關系

II.

禱告更新我們的心意，以神那美善、可喜悅和完美的
旨意為首要

III.

禱告中願意將自己的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交托在神的
恩典中

IV.

禱告帶來行動和結果，最終目的是敬拜和榮耀神

報告事項（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三日）
1.

特別報告：我們在本主日和下主日(1 月 23 日及 30 日)仍然沒有
實體崇拜，教會各堂崇拜將移至線上舉行。 團契聚會方面，可
在個別考慮下，按負責同工的建議和應變小組的同意實體舉行。
願主保守弟兄姊妹在疫情下平安。請到教會網站 church
website 獲取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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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洗禮將於 4 月 17 日舉行，有意受洗請與教牧同工聯絡，以
便安排洗禮班和籌備洗禮聚會，粵語洗禮班將於 2 月 25 日於線
上開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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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用的郵政信箱 600790 會將關閉。 請開始將你的奉
獻支票直接郵寄到華埠堂：
BCEC Treasurer
120 Shawmut Ave, Boston, MA 02118-2227
若有問題，請電郵 bod.it@bcec.net。

4.

2021 奉獻收據
請在 Elexio 系統 https://bcec.elexiochms.com/ 上確認或更新你的
電子郵件地址和郵寄地址。
有三種方法可以獲取你的 2021 年度奉獻收據：
(1) 自己從 Elexio 系統打印，
(2) 在本週內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你，
(3) 任何未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的奉獻收據將在二月份用郵遞
寄出。
如有任何問題，請聯繫教會司庫 bod.treasurer@bcec.net。

5.

今年度第一次中文領袖會議將於 2 月 26 日於線上舉行，詳情稍
後公佈，請領袖們預留時間出席。

6.

新同工消息：教會已聘得 Elysia Moy（梅心怡）為我們的新任行
政及事工支援統籌，主要負責協助支援英文事工，1 月 19 日正
式上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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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禱告網推介：新冠疫情使我們重新認識到疾病的可怕，突如其來
的病患使人一瞬間變得無助和失措！面對這情形，人最需要就是
別人的支持和關懷，我們身邊的弟兄姊妹也不例外！如果你的身
體有軟弱，需要別人為你代禱支持，又或者你願意為身體有軟弱
的弟兄姊姊代禱，希望你們聯絡教會的禱告網，好讓我們共同以
禱告來守護身邊患病的弟兄姊妹！
聯絡人：余振陞、陳譚素美
聯絡方式：seeyue888@gmail.com ，也可致電或短信 781-4548948

9.

牛頓堂裝修消息和定期更新的中英文內容已刊登在
http://www.bcec.net/zh-hant/newton-renovations/，歡迎參閱。並
請繼續為整個工程代禱。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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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情請到本會網站 bcec.net/jobs 查閱。
11. 步上光明路課後補習班(PDAS)需要事奉人手：這是本會的一個課
後中心，適合初中和高中的青少年參加，需要助教、導師、和老
師！由大學生至退休的基督徒均歡迎參與，邀請有興趣者來一起
服侍華埠社區，藉主的名為學生進行功課補習、玩遊戲、聊天和
輔導。如想了解多一點，可立刻電郵 pdas@bcec.ne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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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華埠堂兒童事工：華埠堂實體限人數的主日兒童事工，專為服侍
2 至 5 年級的兒童而設，參加者需在每週的星期六下午六時前在

https://rsvp.church/r/KDLv5JwT 預先登記，詳情請到教會網站查
詢。請注意，我們暫時未能提供托兒服務。
牛頓粵語堂報告欄
1.

牛頓堂粵語冬季主日學已開課，每主日上午 11:00 至 12:00 舉
行，實體和網上授課同步進行，歡迎參加，需預先網上註冊
go.bcec.net/SSREG。以下是兩班主日學的登入資料：
(1)
初信栽培 - 豐盛生命
蔡頌義弟兄
這個課程會利用“豐盛生命：成長指南”一書為課本，在主日學
的時間教導剛信主的弟兄姊妹，去學習和掌握如何讓自己的靈命
繼續成長，和過一個豐盛的生命。
Join Zoom Meeting：
https://us02web.zoom.us/j/85181532221?pwd=ckdoV1dlRktLdnla
RXVWNWZ6Z2NsUT09
Meeting ID: 851 8153 2221 Passcode: 2021
(2)
領袖? 僕人?誰是主? (撒母耳記上、下) 陳家國弟兄

2.

撒母耳記是連貫士師與列王的重要書卷，記述以色列歷史中的三
位重要人物：撒母耳、掃羅和大衛，和他們的得失。在本課堂中
我們會學習他們的善，以他們的惡為鑑，讓我們的事奉得蒙神悅
納，但願與你一同學習成長。
Join Zoom Meeting：
https://us02web.zoom.us/j/82656064774?pwd=RDhwNXZKVTA0L
1JGMllmS3NrMkRQdz09
Meeting ID: 826 5606 4774
Passcode: 218
牛頓堂星期日兒童事工參加資訊：
1) 兒童崇拜 Junior Worship （面授或虛擬）
A. 時間：9:15AM - 10:30AM
B. 地點：
• 5 歲以下兒童：虛擬 https://www.bcec.net/kidsworship/
• 一年班至五年班：二樓 206 室
2) 兒童主日學 CSS（面授或虛擬）
A. 時間：11:00AM – 12:15PM
B. 地點：
• 3-5 歲兒童：地下室 Youth Lounge
• 幼兒班至一年班：網上 ZOOM
• 一年班至三年班：二樓 205 室
• 二年班至三年班：網上 ZOOM
• 四年班至五年班：二樓 206 室 / 網上 ZOOM
我們鼓勵你（家長/監護人）在孩子參加我們的課程/活動前完成
每年一次的在線註冊，網上報名鏈接：https://bcec.net/NTkids。如

3.

果你選擇在網上 ZOOM 參與課堂，我們會把登入資料電郵給
你。
此外，為了讓老師知道每週參加小孩的人數，以便作好準備，請
每週登記 https://rsvp.church/r/aYXspBLt
牛頓堂學生事工： 從 9 月 10 日起，每逢星期五晚上 7 時半至 9 時
的實體聚會重啟。而星期日早上的聚會則由 9 月 12 日，早上 9 時
15 分開始。如您想要報名或取得更多資訊，請到
http://bcec.net/bcecnewtonstudents 查閱。

華埠粵語堂報告欄
1. 華埠堂粵語線上祈禱會：每一個月的第二及第四個星期二晚上
7:30 至 9 時在Zoom線上會議室舉行，為教會弟兄姊妹和事工禱
告，下次舉行日期是1月25日，請預留時間，以禱告為教會守望，
共同感恩和經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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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埠堂粵語冬季主日學已開課，每主日上午 9:30 至 10:30 舉行，實
體和網上授課同步進行，歡迎參加，需預先網上註冊
go.bcec.net/SSREG。以下是 兩班主日學的登入資料：
(1)
新生命 新生活
呂立地弟兄
在約翰福音主耶穌說：「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
盛。」又說：「所以天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你們就真自由
了。」(約 10:10, 8:36) 神應許信徒的，是一個豐富 、喜樂、有意
義、有目的、有平安、有盼望，並且是一個從罪中得釋放與自由的
生命。本課程探討如何從神學、倫理及靈命三方面使我們可以在日
常生活中活出這個新生命。
實體會在華埠堂 120 Shawmut 319 室上課，或
Join Zoom Meeting
https://us02web.zoom.us/j/6714198872?pwd=ZlJJVlJKM0kzcTV0UmRG
WkUvaDN4QT09
Meeting ID: 671 419 8872
Passcode: bcecSS
(2) 利未記：以色列人的生活手冊.... 咁又點？ 梁逸鴻弟兄
利未記給我們的感覺通常都是沈悶和難解，就算花了很多時間和心
力去研讀，最後也難以迴避一個簡單提問：「咁又點？」星期日崇

拜誰會宰殺牛羊？身邊的基督徒朋友有誰不吃豬肉？慶祝聖誕節和
復活節，但誰需要知道五旬節和住棚節是哪一天？不但跟現今的世
代沒有關係，利未記當中也出現一些看似守舊的條例：為什麼痲瘋
病就不潔淨、感冒發燒就無問題？為什麼生男孩的母親不潔淨七
日、生女孩的母親要不潔淨兩個七日？為什麼殘疾人士不能當祭
司？漸漸地，我們不但對這書卷產生了距離，也難以接受當中的一
些細節，更不用談論如何應用在今天信徒的生活裡。這一季的主日
學，渴望神親自打開我們的心，以致我們能夠看到，聖經中每一卷
書，包括利未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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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體會在華埠堂 120 Shawmut 321 室上課，或
Join Zoom Meeting
https://us02web.zoom.us/j/82189564725?pwd=Ymw3azQ2OHM3dlJjb
WVWWnM0bXZCdz09
Meeting ID: 821 8956 4725
Passcode: 313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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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hZek9UdVhFbm
JsbDF1ZnR5OCsvUT09
會議編號：87454635853
密碼：087480

代禱事項（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三日至一月二十九曰）
『惟你耶和華是至高，直到永遠。』

詩 92:8

星期日（教會長期發展）
教會將於日內決定是否在 2 月 6 日重開實體崇拜，求主給長老同
工和應變小組智慧去做決定。
星期一（信徒個人需要）
祈求神幫助弟兄姊妹能夠深刻認識神賜給我們試煉與苦難的用
心，願我們不被患難擊垮，反而能在這一切試煉中操練全心全意
依靠神的功課，並相信這一切乃是與我們有益處，因為若神允
許，神就必拯救。
星期二（堂會需要）
請為華埠國語堂的團契代禱，他們每週的查經教導，靈裡的彼此
相交勸勉，都求主賜福使用，滿得屬靈的恩典，彰顯豐盛生命，
在地若天成就神的旨意。
星期三（分齡事工與團契）
為牛頓國語堂主日學代禱，求主堅固同工預備神話語，在恩典中
堅毅前進，與學生們一起仰望主，渴慕主的甘泉澆灌，磐石中出
水，約旦河中有約櫃前行，經歷主奇妙恩典。
星期四（節期與季節性事工）
請繼續為媽媽小組禱告，求主帶領更多的慕道友參與，也堅固同
工們辛勞的努力 ，讓這個媽媽小組充滿神的愛和神的話語，神的
靈深深與他們同在 。
星期五（外展與關顧）
祈禱主耶穌基督帶領信徒們穿上平安福音的鞋，走到日常生活要
到的地方。
星期六（差傳與社會責任）
1. 為宣教士樂思聰牧師一家於英國的大學校園向中國留學生傳福音
代禱，求主賜他們智慧，以不同方式去接觸留學生；求主打開福
音的門。
2. 請為在華埠和市中心無家可歸的露宿者代禱，求神預備藏身之
處，讓他們能夠逃離冬寒及疫情；求神提供他們生活的所需和心
靈的飽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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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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