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祝福您

胡乐为弟兄

在2019年的开始，我 们总是用美好的 语言和良好的祝愿相互 问候。对于基
督徒而言，我 们经常互相说「神祝福您 !」
在新约中，有两个主要的希腊文 单词被翻译为「祝福」。 Makarios，带有喜
乐的意思，和 Eulogeo，意思是“说好话」。所以当我 们说「神祝福您」的 时候，
我们希望 神对我们交谈的对象送上祝福，或造就他 们。
但是，当我 们对某人说 「神祝福您」 时，我们实际上是什么意思？我 们对
被祝福的定 义是什么? 会否是以下境况的其中一种或多种 : 美好的感觉、良
好的生命、美 满的婚姻、幸福的家庭、听 话的儿女、健康的身体、成功的事
业、良好的考 试成绩、安定的居所、充裕的 财力、..... 也许您可以在以上的清
单上再加上一两个 积极的境况。因此，如果 这些境况中有一种或多种适用于
我们的话，这是否等同于得到 神的祝福呢 ?
诚然，我们在地上所得到的美事，正如上面所提到的，都是从主而来的不
配祝福。神借着 祂的恩典，将 这些不配的祝福 倾倒在所有的人身上，无 论是
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都 应该用感谢和赞美来领受，引导我们借着这些祝福
去荣耀 神。然而，当我 们相信是自己而不是因着 神而得到成功 时，问题就来
了; 不依靠 神的拯救，而是凭着个人的自信和 骄傲。世上所有的祝福都是短
暂的，会随时失去。有保障的工作会在公司倒 闭时消失，舒适的生活会在灾
难中破碎，美好的婚姻会出 现破裂，我们的儿女会叛逆，我 们的健康会每况
愈下，我们的家庭会分崩离析 .....
那么我们应该寻求什么样的祝福呢? 圣经教导我们要寻求 神真正永恒的
祝福。其实我们可以找到一大堆的，但弗 1:3-14提醒我们神对基督徒的祝福
的关键是: 1)被拣选为圣，2)成为祂的儿女，3)透过基督，得以被神接 纳，4)拯
救我们因为自己的罪而受到永恒的 谴责，5) 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因着基督被
钉在十架上而付出了代价， 6)明白祂旨意的奥秘， 7)透过基督而继承基业，及
最后，8)圣灵的封印。有着以上所有神属灵的祝福，亦就是 祂的应许，使我们
的生命最终借着基督而蒙福，因 为我们过去的失败已经得到解脱，神在今生
与我们同在，我们在死后的未来亦是得到确据的。
我们大多数人至今都已 经下定了新年的决心。我不知道基督徒 们会不会
是决心真正地 领会 神属灵上的祝福，因而在 2019年更常赞美祂。对那些仍未
是基督徒的人来 说，如果您们在基督耶稣里，您们也可以得到所有 这些属灵
的祝福。能 够在基督里就是要悔改我 们的罪，向 神承认我们是罪人。当我 们
相信基督的死是 为了承担我们的惩罚，而祂的复活是为了给予我们新的生命
时，祂因而赦免了我 们罪及随着这救恩给了我们一切的祝福。
祝您新年快 乐，在2019年愿您真正蒙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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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九年:「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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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讲员及证道题目: 基督里的属灵福气 (弗 1:1-14) 韦智杰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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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新年快 乐和蒙福！愿我 们在2019年更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爱主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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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的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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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ael Chu
07787 78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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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今天是2019年第一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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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员是韦智杰传道。愿 神借着信息与我 们说话。
3. 新一年的首次教会 联合祷告会将会在下个主日4.15-5.15 pm举行。让我们一
起出席同心祷告。
4. 2019年教会主题是「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弗 4:15)。
5. 下一个特别会友大会(SGM)将会在20/01主日4:15-5:30 pm举行。届时执委会
将会为一些教会事宜作 报告。 BCCC会友请预留时间出席。
6. 本周金句：「 向着标竿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 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 奖赏。」
(腓 3:14)
7. 「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上帝的眼目 时常看顾那地 」 (申11:12b)。让我们祷
告祈求 神的保守，信实和恩典临到每位身上， 从岁首到年终。
8. 在新一年让我们为 神的异象祷告，祈求 BCCC将增添力量成 长，在我们继续
建立成为基督一体时让我们一起荣耀 神。让 神赐予牧者及领袖祂的异象，智
慧及力量去建立祂的教会。
9. 为2019年2月3日的农历新年庆祝会祷告。祈求有 智慧地去计划和活动将顺利
进行。亦祈求 神将带领未信者来临，愿福音将能广为传播。
10. 愿 神继续保守曾德兴和梅姐的儿子浩宏 。
11. 在法国巴黎，有更多的 示威活动正计划进行来表达对他们领袖的不满。祷告
祈求 神将制止暴乱发生。愿祂的平安能平息示威者 并阻止国家有更 严重的损
失。
12. 印尼的巽他海沟在2018年12月22日遭到海啸袭击。死亡人数高达437名并有

上周聚会人数及奉献︰
普通话+广东话+英语: 109
SS: 28
主日奉獻: £134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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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一万四千人受 伤。为他们祷告，愿 神差派更多救援团队去协助清理工作
，救援病者，和安慰受伤的人。愿死伤者家属能获得适当的帮助 和安慰。

教会/其他以外动向 (2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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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M
农历新年庆祝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