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道摘要

布里斯托华人基督教会
Bristol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内容

Charity Registered No: 1058943

-

神叫我们在基督里活过来，脱离罪恶的辖制

-

认识神在基督里的工作

-

活出神所造、显出神恩慈

二〇一九年:「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2019 年 2 月 3 日
在基督里活着 (弗 2:1-10)

总结
-

「在基督里」过新的生命

-

欢喜快乐地活在基督里、活在世界里

思想问题
1)

什么是得救？那么，得救对你有何重大的意义呢？

2)

「现在的你」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新人，你对自己有怎样的期

蔡明发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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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主日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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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 你如何回应神对你的期待？
3)

以你目前的情况，最能实践的神工作有哪些？

下周讲员及证道题目: 让福气临到您的家 (伯 22:21-28) 梅广勋牧师

我们非常欢迎您参加今天的崇拜，如果今天是您第一次到访，请您让我
们知道，使我们能够更认识您。
我们不断祷告，盼望您今天能认识 神，并领受衪的大爱。
联络我们 - 教会聚会地点: Tyndale Baptist Church, 137 Whiteladies Rd, Bristol, BS8 2QG
www.bristolccc.org |

bristolccc.uk@gmail.com |

蔡明发传道 - 07563 060361
韦智杰传道 - 07725 749501

Bristol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主席: 胡乐为弟兄 - 07952 461935

家事分享/感恩及代祷事 项

教会生活

1. 今天是每月一次的 圣餐主日。欢迎所有已经受洗的主内弟兄姊妹一起同守主
的圣餐。今天的 讲员是蔡明发传道。愿 神借着信息与我 们说话。

教会生活不 仅是主日崇拜，每周我 们有不同的团契和小组。 我们鼓励并邀请
您参加不同的 团契和小组，籍此能更加 认识神对你的大爱。

2. 2月份的教会 联合祷告会将会在17/2主日后4.15-5.15 pm举行。让我们一起出
席同心祷告。

普通话崇拜

2:00pm-3:30pm

普通话组副堂

联合崇拜

每月第一个主日

大堂

主日学 LIFE
小学组及幼儿组

教会地库幼儿室
2:00pm-3:30pm

Mrs Judy Ho
07917 619061

青少年主日学 Rooted

教会阁楼
2:00-3:30pm

Anna Leung
07511 081977

迦南学生 团契 (M)

Kingsdown
星期五 7:30pm

黃永亮
07944 109495

以利亚团契 (M)

Kingsdown
星期六 7:00pm

陈凤明
07905 450347

约书亚家庭小组 (M)

教会地库
逢第一及三個主日 12:30pm

Sophia Chan
07884 155995

提摩太团契 (职青) (C)

星期一 7:00pm

bccc.timothy@gmail.com

活水团契 (学生) (C)

Cotham Rd
星期二 6:30pm

Serena Chan
07761 594210

姐妹组 (C)

Bradley Stoke
星期三 11:30am

Kate To
07766 116688

以诺小组 (C)

Broadmead
星期一 11:30am

Caroline Cham
07709 437441

Weston-S-Mare 小组 (C)

星期二 2:00pm

Mandy Hui
01934 623416

The Vine (葡萄园) 小组 (C)

Bradley Stoke
逢第一及三個主日 5:30pm

Matthew Ng
07789 138758

3. 今个星期二是 农历新年。愿您新春快 乐，主恩常在 。
4. 我们感谢OMF International的Gerard Charles博士上周日的鼓舞人心和富挑
战性的信息。 如果您有兴趣了解更多有关 OMF的宣教工作和机会， 请先祈祷
求 神指引，并游 览机构的网站 https://omf.org/uk/get-involved/
5. 在24/2 (4:15-5:00pm)在教会大堂将有一个关于从 现有教会的Google Drive迁
移到新的一个 为慈善组织而设的伺服器之介 绍。所有可以用教会的 Google
Drive的弟兄姊妹 请预留时间出席。
6. 本周金句：「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 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就
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 (弗2:10)
7. 为2019年从 神而来教会的 异象祷告。祈求 神将继续装备祂的子民去建立基
督的身体来荣耀 祂。愿 神赐给牧者和领䄂异象、智慧和力量去建立祂的教
会。愿 神带领每个人透过祂的话语去明白及跟随 祂的异象。亦祈求 神帮助祂
的子民在更深入认识祂的同时，亦帮助我 们在属灵操守上得以成熟 并以合一
的心侍奉。
8. 祷告祈求 神帮助每位会友在 教会里、在家庭中及在工作上都能成为祂的见
证。愿 神帮助我们成为祂美好的见证，带领更多人相信福音和接受主 。祷告
祈求 神利用每位好基督徒的行 为，每句鼓励的 话语，每个讯息，每次分享 祂
的话语来帮助未信的人去接受 祂。
9. 愿 神带领并引导每个细胞小组/团契，好让众弟兄和姊妹的 灵命将不断建立，
和愿意委身成为耶稣的门徒。
10. 下一届教会 执委会选举将在4月28日举行。求 神在这次选举中拣选合祂心意
的弟兄姊妹，并在他 们的身上动工，让他们愿意成为执委会会员去侍奉祂。
11. 让我们为 神大大帮助曾德 兴弟兄和他的家庭向 祂献上感恩和 赞美。请继续为
他的儿子浩宏祷告，祈求 神将继续的保守他。
12. 在严寒的天气下，促使感冒或流感等病症更 为容易发生。祷告祈求 神保守每
个人有健康的身体 ，愿全能的 祂赐予我们身、心、灵力量。亦祷告祈求我 们能
更有智慧地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尽量 避免不适当的 习惯或环境，以减低受
病菌感染的 风险。

上周聚会人数及奉献︰
普通话+广东话+英语: 129
SS: 35
主日奉獻: £1078.16
建堂基金: £10.00
教会自动转账户口︰Bristol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Sort Code: 20-13-34 | Account: 80202576

教会/其他以外动向 (2019):
-

03/02/2019
10/02/2019

农历新年庆祝会
农历新年崇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