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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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進行)
2. 周五網上查經班 晚上 7:30-9:00 (實體在208室)與網上並進
3. 主日學: 周日早上 9:15-10:100
(實體在200室)與網上並進
4. 主日崇拜: 周日早上 11:00-12:30 (實體在副堂)與網上並進
** 所有網上聚會均以Zoom ID: 399-776-7844 密碼: 123123 進入
1. 下週主日：
a)下週主日證道主題 “應當一無罣慮 ”– 陳德修牧師（腓立比
書 4:1-9）
b)下週主日學 “盟约之愛“ – Carol 師母 (撒母耳记，列王
纪，历代志)
2. 下週週五查經：下週五因有青少年退修會, 週五成人、青少年及
兒童團契暫停一次聚會。 下週六 5/28 團契小組歡迎每一位弟兄
姊妹參加遠足活動，地點在 Houghton Pond Recreation Area，
地址是 840 Hillside St, Milton, MA, 02186, 預計 9:30 從教
會出發，歡迎大家自備椅子，毯子，球類運動和午餐，孩子們可
以在 Pond 裡游泳，地點近，方便停車，歡迎大家踴躍報名！詳情
聯絡 James 傳道或海倫姊妹。
3. 主日學教室更改：牛頓堂很快要開始裝修了！請您一起為牛頓堂
裝修代禱。國語堂的主日學已改回 200 教室上課,敬請留意。
4. 6/5 週日主日後教會將預備簡單午餐與國語堂的弟兄姊妹分享，
歡迎每一位參加實體聚會的家人朋友留步一起享用午餐分享，我
們也歡迎每一位願意參加第 3 季度服事的家人朋友在午餐後與我
們一同探討下一季各事工的服事。這次同工會的分享焦點主要圍
繞著讚美敬拜事工，週五兒童團契事工，還有週五團契查經事工
的分享討論。

教会动态 Church Announcement
報告事項（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1. 教會已恢復實體崇拜、主日學和主日兒童事工，請像以往一
樣在網上預先登記出席。團契和小組聚會也可在教會內實體
進行。請記得在室內聚會時戴上口罩，如果你有任何咳嗽、
流鼻水、發燒、發冷等徵狀，請留在家中休息。
2.

請注意：教會的電話系統發生故障，經搶修後衹能維持有限
運作，打電話衹能與兩個堂址的秘書、主任牧師及地方運用
幹事聯絡，敬請留意。

3.

華埠堂假期聖經學校（8/15-19）邀請你預留時間加入，讓你
與孩童建立關係，或利用你的創作力和對工程或科學的興趣
來幫助他人認識耶穌，志願者可以實體幫助或預先錄製視
頻。這事工歡迎就讀 1 至 5 年級的學生參加，去享受一星期
充滿樂趣的學習。詳情可與何鍾雅欣傳道聯絡
(lorraine.ho@bcec.net)

4.

環球 6 公里為水齊邁步在 5 月 21 日（今個星期六舉行），
誠邀你在宣明會的籌款活動中奔跑或步行 6 公里，為世界各
地貧瘠社區提供清潔用水！讚美主，目前在 BCEC team page
的報名和捐獻已超過我們之前所訂的 15,000 美元目標！參
加 BCEC 團隊步行者於 5 月 21 日早上 10 時在華埠堂（120
Shawmut ）外集合和登記後，邁步到波士頓公園（Boston
Common）圍繞公園步行。籌款活動繼續接受捐款直至 6 月
底，查詢詳情請聯繫梅心怡姊妹 (Elysia Moy)。

5.

本年第一次嬰孩奉獻按手禮將於父親節主日（6/19）舉行，
有意讓子女接受按手的父母請向教牧同工報名。

6.

7.

新同工介紹：嚴錦慧傳道接受本會聘請，出任粵語婦女及關
懷事工主任一職，她將於 5 月 29 日到任，請為她認識本會

- 請允許我們的行政同工 3 至 5 個工作天去回覆申請。

的事工及適應新的服侍環境代禱。

- 華埠堂房間申請 https://tinyurl.com/chinatownroomrequest

本年度粵語退修會將於 6 月 25 日早上 10 時至下午 5 時在歌
頓大學舉行，講員為本會主任牧師陳德修牧師，主題是「和

8.

許我們有充足時間處理您的要求。

- 牛頓堂房間申請表 tinyurl.com/newtonroomrequest
12. 華埠堂兒童事工：華埠堂實體限人數的主日兒童事工，專為

你走天路」。即日起可於網上報名，營費：成人$35、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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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並已包括午餐。誠邀弟兄姊妹踴躍參加。報名連結：

六時前在 https://rsvp.church/r/KDLv5JwT 預先登記，詳情請

https://bcec.net/ct-retreat22 。查詢請電郵至
BCECRetreat@gmail.com。

到教會網站查詢。請注意，我們暫時未能提供托兒服務。

更新的事工報銷申請表現已生效（ http://www.bcec.net/wpcontent/uploads/2022/03/BCEC-Reimbursement-Form-Feb2022.pdf)。弟兄姊妹可選擇把金額當作經常費奉獻，而不收
取支票。執事會促請弟兄姊妹務必將所有事工開支申報，好
讓執事會能更準確地掌握所有事工開支。

9. 奉獻用的郵政信箱 600790 已於本年 3 月 31 日關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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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18-222
10. 聘請同工：
1. 學生事工主任 (牛頓堂)
2. 兒童事工主任 (牛頓堂)
3. 行政及事工支援統籌
詳情請到本會網站 bcec.net/jobs 查閱。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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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事項（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至五月二十八曰）
『 我們的主，我們的神，你是配得榮耀尊貴權柄的，因為你創造了
萬物， 並且萬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 啟示錄 4:11

星期日（教會長期發展）
牛頓英文部將於本週末舉行青少年退修會，求主使用這個退修會
造就參加的年青人，使他們的信心更堅固。也請為牛頓堂青少年
傳道的聘請代禱，求主差派合用的工人來牧養我們的下一代，成
為教會的接班人。

星期一（信徒個人需要）
求主幫助我們對主的信心不被美國目前動盪的境況影響，願主耶
穌賜給眾弟兄姐妹擁有剛強壯膽的心，專一跟隨信靠主，並為現
今活在恐懼憂慮中的主內肢體代禱。

星期二（堂會需要）
為牛頓國語堂同工們一起配搭的默契禱告，並為週五的各項活
動、兒童團契、青年團契、國語查經團契和福音班禱告。最後請
為正在籌劃中的暑期兒童聖經營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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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神興起年青的新一代成為主的門徒。請為事
工同工代禱，求神賜下智慧和能力，並滿有神的愛去服侍他們。

星期四（節期與季節性事工）
為天氣轉暖後的許多社區外展工作代禱，包括英文班、課後輔
導、啟發小組、幸福小組、球類小組等等。求主使用這些外展的
機會，與社區的朋友建立穩定的關係，帶領他們來認識和歸向
主，加入教會大家庭，一起成長。

星期五（外展與關顧）
為參與關顧事工的弟兄姊妹代禱，他們憑愛心奉上時間與精力，
恆心地作出服侍，與有需要的肢體同行，求主賜恩福予施與受的
雙方。

星期六（差傳與社會責任）
1. 為宣教士彭子信牧師夫婦於台灣事奉代禱，疫情嚴峻期間，他們
繼續擔任安排新任宣教士派駐各宣教工場的工作，並透過網絡訓
練專業輔導，求主加力。
2. 請為到最近水牛城 (Buffalo) 針對非裔人士的嚴重槍擊案，和加州
爾灣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Irvine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的
槍殺案代禱，求神醫治並安慰受害者和他們的家人，祈求那些因
有怨氣和不滿而導致仇恨的人會經歷上帝浩大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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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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