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道摘要

布里斯托華人基督教會
Bristol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前言

Charity Registered No: 1058943

-

保羅第三次佈道旅程時寫了哥林多前書

-

哥林多前書是維護教會在信仰和道德上的純潔

二〇一九年 :「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

2019 年 7 月 7 日

內容
-

耶穌基督是一切求告 衪名的人的主

-

常存感恩之心

-

恩賜長進

-

與主聯合，一同得分 (koinonia)

一同得分 (林前 1:1-9)
蔡明發傳道
*聯合崇拜

*本週主日

*下週主日7月14日

主領

Michael Chu

Amy

敬拜

Choi Ha

Brian

招待

嚴煥貞 & 沈秀冰

袁有興 & 袁引群

奉獻

MM

Roy Lau & 劉枝蓮

茶點清洗

Timothy + EM

CM 以諾組

總結
神是信實的，神必照 祂所說去實現祂的應許，要讓相信耶穌基督的人與耶
穌有親密的團契。

思想問題

1)

你目前所面對的屬靈爭戰有哪些？與神與人的關係如何？

2)

你又怎樣去保持與耶穌基督有親密的團契？

下週講員及證道題目: 名不符實的教會 (林前 1:10-17) 胡樂為弟兄

我們非常歡迎您參加今天的崇拜，如果今天是您第一次到訪，請您讓我們知道
，使我們能 夠更認識您。
我們不斷禱告，盼望您今天能認識 神，並領受 衪的大愛。
聯絡我們 - 教會聚會地點 : Tyndale Baptist Church, 137 Whiteladies Rd, Bristol, BS8 2QG
www.bristolccc.org | bristolccc.uk@bristolccc.org |

陳月明牧師 - 07930 241998
蔡明發傳道 - 07563 060361
韋智杰傳道 - 07725 749501

Bristol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邵子晴弟兄 (執事會主席) - 07815 840516

家事分享/感恩及代禱事項

教會生活

1. 今天是每月一次的 聖餐主日。歡迎所有 已經受洗的主內弟兄姊妹一起同守主的

教會生活不僅是主日崇拜，每週我們有不同的團契和小組。我們鼓勵並邀請
您參加不同的團契和小組，籍此能更加認識神對你的大愛。

聖餐。今天的講員是 蔡明發傳道 。願 神藉著信息與我們 說話。

廣東話崇拜

2:00-3:30pm

大堂

聯合崇拜

每月第一個主日

大堂

主日學LIFE
小學組及幼兒組

教會地庫幼兒室
2:00-3:30pm

Mrs Judy Ho
07917619061

青少年主日學 Rooted

教會閣樓
2:00-3:30pm

Anna Leung
07511 081977

提摩太團契 (職青) (C)

Little Stoke Baptist Church
星期三 7:00pm

bccc.timothy@gmail.com

活水團契 (學生) (C)

Cotham Rd
星期二 6:30pm

Serena Chan
07761 594210

姐妹組 (C)

Bradley Stoke
星期三 11:30am

Kate To
07766 116688

以諾小組 (C)

Broadmead
星期一 11:30am

Caroline Cham
07709 437441

Weston-S-Mare 小組 (C)

星期二 2:00pm

Mandy Hui
01934 623416

The Vine (葡萄園) 小組 (C)

Bradley Stoke
逢第一及三個主日 5:30pm

Matthew Ng
07789 138758

迦南學生團契 (M)

Kingsdown
星期五 7:30pm

黃永亮
07944 109495

以利亞團契 (M)

Kingsdown
星期六 7:00pm

陈凤明
07905 450347

約書亞家庭小 组 (M)

教會地库
逢第一及三個主日 12:30pm

Sophia Chan
07884 155995

2. 英語工作坊於今日崇拜後舉行，於尼泊爾服事的 Michael Ong宣教士將與我們分
享，有興趣者請與 EM事工領袖聯絡。
3. 教會同樂日 將於8月26日舉行。旅遊地點和安排會稍後公佈。請大家預留時間參
加。
4. 教會議會將於下星期開會，請大家為其代禱。如果您有任何意見或提議，請找執
事會的成員或語言事工分委會成員。
5. 本週金句：「 他也必堅固你們到底，叫你們在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日子無可責備。 」
(林前 1:8)
6. 讓我們禱告祈求 神將祂的異象賜給教會。願 神招聚更多的信徒，爲教會長遠的
異象禱告。禱告祈求 神將祂的智慧賜給教會領袖，他們將根據異象決定教會的長
遠方向。
7. 我們爲所有 準備在教會事奉 神的弟兄姊妹禱告。願 神預備他們的 心，賜給他們
屬靈的恩賜 。因此，當 神呼召他們擔任任何事奉的角色時，他們會 甘心、作好預
備、和忠心去事奉 。
8. 讓我們爲主日學舉辦的 「Fearless」 2019年兒童暑期夏令營 禱告。在營裏，願 神使
孩子們認識祂，並從幼年 開始敬拜祂。願 神堅固服事的隊伍 ，保守天氣，爲教會
創造機會， 為還未信主的父母作見証 ，造就一個成功的夏令營。
9. 讓我們爲廣東話組別的外來講員 劉思行弟兄 禱告；他將於 十月起在牛津華人基督
教團契服事 。祈求他忠心的事奉主 ，幫助他安定在他服事的 崗位上，並爲他提供
一個好的團隊來一同服事 。願會衆受聖靈的感動，勇敢地見證 祂。
10. 爲香港逃犯條例修訂案所引發的抗議示威事件禱告。願主維持秩序，賜下 祂的平

上週聚會人數及奉獻 ︰
廣東話+普通話: 90
英語: 18
SS: 33
主日奉獻: £506.27 建堂基金: £10.00
教會自動轉賬戶口︰Bristol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Sort Code: 20-13-34 | Account: 80202576

安予那些不理解事件的香港人民。在基督的愛裏，讓我們爲那些受影響的人禱
告。也祈求政府和人民能明智地解決分歧。
11. 我們爲下一任英國首相禱告，新的首相將於本月底選舉 產生。願下一任領導人以
公義，正直和 神的大愛領導英國。願 神保守這個國家，並帶領新首相走向國家的
未來。

教會/其他以外動向 (2019):

定期活動:

29-31/07

兒童暑期夏令營

每月第二個主日崇拜後: 教會聯合禱告會

26/08

教會同樂日

每月最後一個主日崇拜後: 送湯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