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道摘要

Bristol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前言
-

布里斯托華人基督教會
Charity Registered No: 1058943

教會信徒多，容易引起分爭

二〇一九年 :「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
內容
-

教會成長會帶來危機

-

教會要有適當危機處理

-

為主合用器皿的條件:

「從你們中間、有好名聲、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
-

楊恩典見證生命的奇蹟

-

教會專心祈禱和傳道

-

教會危機帶來祝福

2019 年 4 月 28 日
成為主合用的器皿 (徒 6:1-7)
蔡明發傳道
*聯合崇拜

本週主日

*下週主日5月5日

主領

Amy

Victoria

敬拜

Wyman

Brian

招待

袁引群 & 袁有興

Maggie & 沈秀冰

奉獻

Roy Lau & 劉枝蓮

LWF

茶點清洗

CM 姊妹組

MM

思想問題
1)

你們喜歡危機嗎？很多主張積極處事的人鼓勵我們要把危機
看成是轉機，這也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們都不喜歡改變
，因為習慣了的生活方式和處事方式使我們生活愉快，那為
何要變呢？

2)

你如何装備自己，成為主合用的器皿？

下週講員及證道題目: 新生命的原則 (弗 4:25-32) 蔡明發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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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永亮弟兄 (普通話
組)和David Tubb(英語組)。求 神藉著祂的話語與我們 說話。
2. 本週主日崇拜將會在下午 1時正開始。隨後周年會友大會 (AGM)將會在
3.15-5.30pm進行。屆時會友會為 : i) 2018/19教會財政報告， ii) 2019/20教會財
政預算，iii) 2019/20之教會財政核數員， iv) 2019/20年度執委會的候選人作投
票表決。教會會友請緊記出席，亦歡迎非會友參加。年度會友大會之報告已經
通過電郵發給會友。如沒有電郵的會友，請向執委會成員 查詢。代投票表格
(Proxy form)在星期日12.30pm前可向執委會成員親自或以電郵索取。填妥的
代投票表格必須在星期日 1.00pm前交回給執委會。
3. 2019/20年度執委會的 候選人有: 何偉良弟兄 和廖家妍姊妹 。由於Brian弟兄已
在去年會友大會中取得兩年任期，所以他將會 繼續於執委會事奉。因此，本年
會友大會將會有兩名候選人。
4. 本週金句: 「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使2:47)
5. 為週年會友大會 禱告，願所有會友 靈裡合一地參與會友大會。 願上帝呼召每
位出席的會友， 通過上帝的引導，每一個決定都出於上帝的愛。
6. 為5月12日的浸禮和準備受浸的弟兄姊妹們 禱告，求神 繼續堅固他們的信心，
願意接受教導和裁培，靈命日長，作主的門徒 。
7. 我們為復活節假期後 恢復上學的孩子們 祈禱，在新學期裡願上帝給他們一個
好的學習經歷 ，有一個好的開始。
8. 大學生們面對作業的最後衝刺及 考試，求神賜給他們有完成課程所需的 智慧
和力量。當他們溫習時，他們有智慧記住他們學到的，願上帝幫助他們做好準
備。
9. 請為教會支持的石建基 (Josh Shek)宣教士禱告 :(1) 求 神保守PHAT訓練營(7
月30日至8月2日)的前期準備工作能 夠順利進行。 (2) 現已開始籌備在本年十
月舉行的英語學生退修營 ReGen，求 神看顧營會籌備團隊互相支持，彼此配
搭，好使營會能順利進行。 (3)於4月19日至22日在倫敦中華基督教會 (Chinese
Church in London)青年復活節營會上分享。求 神讓他好好準備講章，上帝的
話語能打動年輕人的 內心。
10. 在復活節期間 ，斯里蘭卡發生恐怖襲擊，共8枚炸彈爆炸了。 截至2019年4月
23日，至少有 321人死亡，約500人受傷。 這些攻擊是因為極端主義者的極端
價值觀，願上帝 與傷者同行 ，安慰傷者，並釋放靈裡受到捆綁或被宗教誤導的
人。 願上帝提醒我們，每一個可以 自由地敬拜 衪的機會都是寶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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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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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聚會人數及奉獻 ︰
廣東話+普通話+英語: 78
SS: 23
主日奉獻: £45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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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其他以外動向 (2019):
28/04

年度會友大會(AGM)

定期活動:
每月第二個主日崇拜後: 教會聯合禱告會
每月最後一個主日崇拜後: 送湯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