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按手禮主日崇拜 Sunday Service
主后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九日
June 19, 2022
序乐

静默（预备心来见主）

宣召

马太福音 5:4-10

靜乐
赞美

我們歡迎君王降臨; 只凭基督夸口/
唯有主耶稣的宝血; 我定意跟从你

禱告

信息笔记 Notes:
（腓 4:10-23）
引言：燈芯是很奇妙的東西，又幼又輕，一不小心就會折斷，放在火
中就立刻燒盡；但如果將這脆弱的燈芯浸在油內，燈芯不但不會燒
毀，而且還能發光。這裡面其實有屬靈的道理，我們都是脆弱的人，
但如果我們浸潤在神的恩典和扶持中，就不會燒毀，而且還能發光，
今日我們讀的經文也表達了同樣的意思，就是在主的恩典中，得著喜
樂和滿足。
經文教訓：
1.腓立比信徒對保羅宣教工作的支持，叫他大大喜樂。

讀經

腓 4:10-23

講道

靠主得力, 凡事能作

回應詩

满有能力

2.但其實保羅在物質上不覺得缺乏，因為他學會了知足。
3.在主的愛中感受到喜樂和知足的前提下，保羅在 4:13 作出一個令人
羨慕的宣告：「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兒童按手禮
三一頌
祝禱

4.錦上添花是美麗的，就好像穿上美麗的衣服之後，襟頭再加上一朵
玫瑰花，這是外表的美；但雪中送炭更美，雖然送炭者腳上沾上了
雪，衣服和雙手被炭灰染成黑色，但卻表現出人性的美。

阿們頌

報告
殿樂

服事

5.腓立比信徒的慷慨，將會成為他們的果子，被神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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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德修牧師

蘇仲謙傳道

司会

陳巧雲

韦汉勋

敬拜

常诚/蘇少冰/湯曼涵/Sharon

李朝敏/陈晓鳴/薛泰林

司琴

黃祈敏

黃祈恩

影音

海軍/汉勋/Sam

曼涵/阿琨/霽峰

司事

朱緒玲

朱緒玲

招待

刘素琼

刘素琼

6.神會眷顧我們需用的(need)，不是我們想要的(want)。
結論：
但願我們正如開頭所說，雖然好像脆弱易斷的燈芯，但由於浸在天父
的油中，不但不會燒盡，而且還能夠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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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动态 Church Announcement
報告事項（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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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下週主日：
a)下週主日證道主題 “爭戰得勝在乎神”- 蘇仲謙傳道（歷代志下 20:1517）
b) 下週主日學 “為君而活“– Carol 師母
2. 下週週五查經：
a)下週週五查經 “登山宝训 1” - James 傳道/Carol 師母（太 5:1-16）
b)下週五兒童團契 “A division problem“– Liang/Xuling/慕梅（约书亚
11-24）
c)下週五青少年團契 下週五青少年團契 “Wonder”- Ken 牧師帶領
3. 牛頓堂星期日兒童崇拜 Junior Worship（面授）：
A. 時間：9:15AM - 10:30AM
B. 地點：
• 一年班至五年班：二樓 206 室
• 5 歲以下兒童 ：二樓 205 室 - 學生須在 2021 年 9 月 1 日為 2 歲至幼兒
園 (9 月升一年級) 。請在上午 9:15 前送學生到 206 室，並在上午 10:30 前
在 205 室接回。請在放下學生前帶您的孩子去洗手間，並且在教會內禁止
飲食。
由於 COVID 安全的空間有限，請透過過
https://rsvp.church/r/aYXspBLt 註冊學生名額。
4. 趣味圣经机器人儿童周: 牛顿国语堂目前正筹划举办暑期圣经儿童周，本次
儿童周将结合乐高机器人课程来诠释每天的圣经故事，并在每天课程结束后教导孩
子们如何搭建当天课程的乐高模型，时间 7/25-29，早上 9:00-下午 3:30，费用乃
是每个孩子每天$20 美元，一共是$100，目前只限 30 为孩子报名，请扫 QR Code
报名。
5. 洗禮班報名：9/18 再一次有洗禮的機會，若您已經接受了耶穌基督成為您生命
的救主，並希望進一步透過洗禮見證您對耶穌基督的信仰，請向 James 傳道報名，
國語堂將於 8/7 開始新一輪的洗禮班。
6. 教会联络群: 教会目前所使用的通讯方式乃是 Email，微信，和 WhatsApp，
若您希望收到教会每周的活动通告，请扫微信或 WhatsApp 的二维码，或者将您的
Email 发至 james.su@bcec.net
微信的二维码
WhatsApp 的二维码

2.

廖志成傳道按牧典禮將於 8 月 28 日（星期日）下午 3:30 在華埠堂（所
物街 120 號）舉行，誠邀大家出席觀禮。

3.

華埠堂假期聖經班「洛磯山鐵路旅程」將於 8 月 15 日至 19 日上
午 9 點至下午 3 點開出，與參加者一同登上山峰。我們歡迎今年秋季升
讀 1 至 5 年級的孩子，你可以邀請你的朋友、親戚或鄰居參加，通過這
次改變生命的經歷得以認識耶穌。名額有限，截止日期：7 月 18 日。
報名表格: https://forms.gle/rrVpRHu9cRUbVz6J7
若有志願意有興趣利用他們的創作力和對工程或科學的興趣作出幫忙，
可以是實體幫助或預先錄製視頻，請與何鍾雅欣傳道聯絡
(lorraine.ho@bcec.net)。

4.

嬰孩奉獻按手禮：
牛頓國語堂：鐘晴天 – 父：鐘國梁、母：蘇少冰

5.

本會歡迎牛頓國語堂馬超和嚴陽夫婦轉會成為本會會友。

6.

2022 夏季(六月至八月)粵語主日學
夏季粵語主日學在每主日以實體和網上授課同步進行，歡迎參加，不論
你以那種方式參加也請預先報名，可用 QR code 或上
網 go.bcec.net/SSREG。
以下是主日學課程的簡介和上課地點：
課題：敬畏三一神，做個智慧人
課程簡介：
箴言是舊約聖經中的智慧書，很多弟兄姊妹都喜歡背誦書卷的一些格言
和金句，但卻往往對箴言有易讀難懂之感，更有甚者感到雜亂無章，打
開聖經翻到箴言卻不知從何著手。到底我們應如何讀箴言呢？要讀懂箴
言就必須掌握其內容的要義和當中的智慧思想。若嘗試深入研讀就會發

現箴言並非毫無秩序，而是有一定的文學結構、清晰的主題；部分更是

9.

用優美的希伯來文詩體所寫成的。本課程將採用劉少平博士所寫的「一
步一步學箴言： 作智慧人」一書作為主要教材，盼望以深入淺出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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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過程讓弟兄姊妹掌握閲讀箴言的要訣，並輕輕鬆鬆地學習箴言中有關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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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就是「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箴 1:7； 9:10)； 沒有敬畏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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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真神的心、不認識祂，讀箴言就不能得到真正的智慧，也難以成為真
11.

華埠堂 (每主日上午 9:30 至 10:30)
12.

登入 Zoom 會議室上課：
https://us02web.zoom.us/j/87306236106?pwd=WTQ0d3BRNnJ1S1pxZk
pOMjlKSnh2UT0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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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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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體上課地點：牛頓堂 205 室

用途，請用以下鏈接填寫相應堂址的表格， 請注意：

登入 Zoom 會議室上課：
https://us02web.zoom.us/j/84499377637?pwd=WkdlcGkxL09NandnRW
RrVFh1RmpXQT09

- 至少在所計劃的活動前兩星期作出房間預訂的申請，容

Meeting ID: 844 9937 7637
Passcode: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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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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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牛頓堂房間申請表 tinyurl.com/newtonroomrequest

環球 6 公里為水齊邁步： BCEC 團隊總共籌集了 21,855 美元，共有
111 人註冊步行！這些款項將為 437 位之前未曾受助的人提供清潔食
水、改善環境衛生和個人衛生。我們將繼續接受捐款直至 6 月 30 日。

8.

聘請同工：
1. 學生事工主任 (牛頓堂)

Meeting ID: 873 0623 6106
Passcode: 2022
牛頓堂 (每主日上午 11:00 至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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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學習神啟示我們的話語。

實體上課地點：華埠堂所物街 120 號 32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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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2022.pdf)。弟兄姊

人處事的智慧。但有一重點是我們必須留意的，也是箴言書卷中的鑰

有智慧的人，活出合神心意的智慧人生，期待和你一起以敬畏神的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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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幫助步上光明路？步上光明路是波士頓華人佈道會的一個暑期外展活
動，對象是居住華埠社區的初中學生，希望透過提供興趣班、旅行、支
援群體、夏季樂趣給營友，同時向他們分享福音！想幫「少少手」或
「多多手」？你一點點的時間、食物、或者捐獻、甚至家居用品都可以
幫助我們有一個不一樣的夏日體驗！想讓我們知道你可以幫助步上光明
路，請到 http://project-destiny.com/helppd2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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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報告
暑期本地短宣 - 今年與西區宣道會合辦的暑宣定於 8 月 21-28 日舉行，
分全營（晚上線上上課、上午實體練習、下午出隊）及密集營（每天晚
上線上上課，星期六全天實體出隊），講員是馬國棟牧師。請到波士頓
短宣佈道團的網站查看每天的安排及報名詳情：bstm.org

代禱事項（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九日至六月二十五曰）
『因為耶和華本為善。他的慈愛存到永遠；他的信實直到萬代。』
詩 100:5

星期日（教會長期發展）
請為華埠粵語堂的本地傳道部代禱，求主給部員們智慧來商討和統籌
教會的粵語佈道和外展事工，帶領更多同胞認識基督。

星期一（信徒個人需要）
求主幫助信徒們能夠在每一天繁忙的生活中找到安靜的空間，與主親
近，細心研讀聖經，體貼主的心意，安息在主的賜福與平安裡。

星期二（堂會需要）
請為林仲民牧師帶領牛頓粵語堂代禱，祈求神使用線上崇拜開拓新工
場，為教會事工揭開新一頁。也請記念粵語退修會的最後籌備工，求
主加力籌委，亦準備參加者的心靈接受信息。

星期三（分齡事工與團契）
請為 J2 粵語大學生團契代禱。求主引領剛畢業的學生走前面的
路，保守他們常在主的愛裡。也為團契導師代禱，求神賜他們愛
心，得著諸般的智慧帶領團契，讓更多大學生在這個求學的階段能
認識及跟從主。

星期四（節期與季節性事工）
為粵語退修會代禱，求主帶領弟兄姊妹同心協力來到神面前，一起
領受豐盛的恩典與堅韌的信心，重新得力，展翅上騰。

星期五（外展與關顧）
請為會眾未信主的家人代禱，祈求聖靈在他們內心工作，感動他們相
信接受基督，亦祈求聖靈賜予我們見證福音的能力，透過言語及行為
分享信仰。

星期六（差傳與社會責任）
1. 為宣教士 Franki 姊妹轉換宣教工場，前往英國向香港新移民傳福
音代禱。求主讓她適應新工場的生活與事奉，並為她加入當地的宣
教團隊，建立默契合作代禱。
2. 請為七月開始的步上光明路代禱，求神使用這暑期日營來服侍華埠
社區，帶領參加者認識耶穌。也請為他們的導師同工們代禱，求神
賜智慧並指引他們，也求神建立營友與導師同工之間的關係，讓神
的愛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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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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