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道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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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Charity Registered No: 1058943

-

保罗第三次布道旅程 时写了哥林多前 书

-

哥林多前书是维护教会在信仰和道德上的 纯洁

二〇一九年:「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2019 年 7 月 7 日

内容
-

耶稣基督是一切求告 衪名的人的主

-

常存感恩之心

-

恩赐长进

-

与主联合，一同得分 (koinonia)

总结
神是信实的，神必照 祂所說去实现祂的应许，要让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与耶 稣
有亲密的团契。

思想问题

1)

你目前所面对的属灵争战有哪些？与神与人的关系如何？

2)

你又怎样去保持与耶稣基督有亲密的团契？

一同得分 (林前 1:1-9)
蔡明发传道
*联合崇拜

*本周主日

*下周主日7月14日

主领

Michael Chu

Amy

敬拜

Choi Ha

Brian

奉献

MM

Roy Lau & 刘枝莲

茶点清洗

Timothy + EM

CM 以诺组

下周讲员及证道题目: 名不符实的教会 (林前 1:10-17) 胡乐为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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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stolccc.org |

陈月明牧师 - 07930 241998
蔡明发传道 - 07563 060361
韦智杰传道 - 07725 749501

Bristol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邵子晴弟兄 (执事会主席) - 07815 84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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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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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今天的 讲员是蔡明发传道。愿 神借着信息与我 们说话。
2. 英语工作坊于今日崇拜后 举行，于尼泊 尔服事的Michael Ong宣教士将与我 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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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ttle Stoke Baptist Church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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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有兴趣者请与EM事工领袖联络。
3. 教会同乐日将于8月26日举行。旅游地点和安排会稍后公布。 请大家预留时间参
加。
4. 教会议会将于下星期开会， 请大家为其代祷。如果您有任何意 见或提议，请找执
事会的成员或语言事工分委会成 员。
5. 本周金句：「 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 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 责备。」
(林前 1:8)
6. 让我们祷告祈求 神将祂的异象赐给教会。愿 神招聚更多的信徒， 为教会长远的异
象祷告。祷告祈求 神将祂的智慧赐给教会领袖，他们将根据异象决定教会的 长远
方向。
7. 我们为所有准备在教会事奉 神的弟兄姊妹祷告。愿 神预备他们的心，赐给他们属
灵的恩赐。因此，当 神呼召他们担任任何事奉的角色 时，他们会甘心、作好预备、
和忠心去事奉 。
8. 让我们为主日学举办的 「Fearless」 2019年儿童暑期夏令 营祷告。在营里，愿 神使
孩子们认识祂，并从幼年 开始敬拜祂。愿 神坚固服事的队伍，保守天气，为教会创
造机会，为还未信主的父母作 见证，造就一个成功的夏令 营。
9. 让我们为广东话组别的外来讲员刘思行弟兄 祷告；他将于 十月起在牛津华人基督
教团契服事。祈求他忠心的事奉主 ，帮助他安定在他服事的 岗位上，并为他提供

上周聚会人数及奉献︰

一个好的团队来一同服事 。愿会众受圣灵的感 动，勇敢地见证祂。

普通话+广东话: 90
英语: 18
SS: 33
主日奉獻: £5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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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为香港逃犯条例修 订案所引发的抗议示威事件祷告。愿主 维持秩序，赐下祂的平
安予那些不理解事件的香港人民。在基督的 爱里，让我们为那些受影响的人祷
告。也祈求政府和人民能明智地解决分歧。
11. 我们为下一任英国首相祷告，新的首相将于本月底 选举产生。愿下一任 领导人以

教会/其他以外动向 (2019):

定期活动:

公义，正直和 神的大爱领导英国。愿 神保守这个国家，并 带领新首相走向国家的

29-31/07

儿童暑期夏令营

每月第二个主日崇拜后: 教会联合祷告会

未来。

26/08

教会同乐日

每月最后一个主日崇拜后: 送汤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