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道摘要

布里斯托華人基督教會

內容
-

「合一」並不是在尋求同樣性

-

明白恩賜是基督所賜

-

神成全教會的恩賜要各盡其職
-

使徒 : 被差遣者

-

先知 : 宣講神話語者

-

傳福音 : 領人信主者

-

牧師 : 牧養信徒者

-

教師 : 教導神話語者

二〇一九年 :「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2019 年 3 月 24 日
各盡其職 (弗 4:7-16)
蔡明發傳道
*聯合崇拜

本週主日

*下週主日3月31日

主領

Amy

Victoria

-

恩賜不是銜頭

-

各盡其職的目的是裝備聖徒，建立教會

敬拜

Kevin

Brian

-

各盡其職需要追求靈命成長

招待

袁有興 & 袁引群

沈秀冰 & Maggie

奉獻

Roy Lau & 劉枝蓮

MM

茶點清洗

CM 姊妹組 + WSM

Special

總結

-

擁有恩賜，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是為了要服侍上帝，建立基
督的身體

下週講員及證道題目: 同建基督的身體 (林前 12:12-31) 蔡明發傳道

思想問題
1)

你認為建立健康成長教會有那些重要的元素？

2)

信徒當各按其職地應用基督所賜的恩賜，建立健康成長的教
會。那你如何運用神給你的恩賜來建立布里斯托華人基督教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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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ail.com |

蔡明發傳道 - 07563 060361
韋智杰傳道 - 07725 749501

Bristol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主席: 胡樂為弟兄 - 07952 461935

家事分享/感恩及代禱事項
1. 今天為我們証道的講員分別是: 蔡明發傳道(廣東話組)，劉思行弟兄(普

教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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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話組)和韋智杰傳道(英語組)。求 神藉著祂的話語與我們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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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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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地库
逢第一及三個主日 12:30pm

Sophia Chan
07884 155995

2. 下一屆年度會友大會(AGM) 將會在28/4下午3時15分至5時進行。當日崇
拜將會提早在下午1時正開始。2019/20年度執委會的候選人會在今天便
開始接受提名為期3週至14/4星期日下午4時15分為止。會友可向執委會
成員索取候選人提名表格或下載電郵附件。
3. 英國夏令時間會在下星期日31/3零晨二時開始。那時時鐘會撥快一小
時。
4. BCCC將會在31/3慶祝教會成立19週年。當日在崇拜完結前會有一段簡
短的感恩時間。
5. 本週金句: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以弗所書
4:15)
6. 求 神繼續看顧教會在2019年的發展，帶領和保守教會在各項事工和團契
小組的成長，好使教會在布里斯托和鄰近地區作鹽作光。
7. 教會青少年組(Rooted)缺乏男導師，求 神感動更多弟兄參與Rooted小組
的侍奉。
8. 下一屆教會執委會選舉將在4月28日舉行，求 神感動更多弟兄姊妹積極
參與執委會的侍奉，大家用愛心彼此配搭，建立主的身體。
9. 求 神繼續看顧曾德興弟兄和梅姐的兒子曾浩宏，讓他能早日康復。
10. 請繼續為教會支持的神學生陳昱(Angel Chen)姊妹禱告，她需要同時兼
顧學習和教會的服事。求 神加潻她力量和信心，使她更有智慧、更有愛
心和健康身體在教會侍奉，並且在2020年4月能夠順利完成神學課程。
11. 上週新西蘭基督城兩所清真寺發生嚴重槍擊血案，造成50多人死亡及50
多人受傷。求 神憐憫死傷者，安慰死傷者的家屬，同時亦讓傷者早日康
復，新西蘭政府能有效遏止暴力事件再次發生。

上週聚會人數及奉獻 ︰
廣東話: 72
普通話: 15
英語: 33
主日奉獻: £107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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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 37

教會/其他以外動向 (2019):

定期活動:

31/03

BCCC成立十九週年

每月第二個主日崇拜後: 教會聯合禱告會

28/04

年度會友大會(AGM)

每月最後一個主日崇拜後: 送湯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