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經文Weekly Scripture

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箴言 13:3)

报告事项 Announcements

1. 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Welcome new friends to
our church family.

2. 本教会将于 1 月 13, 20 & 27 日 (星期四）美东时间晚上
7:30-9:00在ZOOM 上举办 “初信栽培” 训练课程。此课程将
训练我们如何帮助一个人在刚刚信主的一周内不但明白得救
的确据，还懂得如何翻找圣经经文和做个人祷告。凡要参加
者请扫描以下的二维码报名。凡报名三天之后，就会被例入
为此课程设立的临时微信群内。若发现没有被列入者，请联
络卓牧师。截止报名日期： 1 月 9 日 （星期天）。

3. 今天主日崇拜之后，将举行会员大会投票，决定是否长期正
式聘用卓俊文牧师。然后还有洗礼，请弟兄姐妹投票之后过
去CSBC大堂观礼。

4.查尔斯顿华人同乡会计划在1/30举办春节活动，教会敬拜团
将献诗歌，希望会去的弟兄姊妹加入。我们计划在1/16和1/23
礼拜后在教会练习。会参加的请跟孟穂姊妹或安治弟兄联
络。

5.教会本周开始提供同步翻译，将由林安治，卓牧师和邓文源
轮流负责。请帮助凡是需要听同步英文翻译的，坐最后一
排。请大家互相提醒，一起留意，特别是当日负责招待的弟兄
姐妹。

6.  奉献方式：
(1) 用你银行的“zelle send money”或下载zelle apps, 具体步
骤是：第一步, 先“add a new recipient”, 选business, “nickname
(optional)” 可以用CCCGC。“email or mobile number” 填入
8438198079 (这号码直接与教会帐号联接)。第二步，你就可

直接点击send money，教会银行上会自动显示奉献人的名
字。

(2) 如果你不方便用Zelle, 可把支票寄到教会：支票写给：
CCCGC, 328 meeting street, Charleston, SC 29403
(3）拿到教会并投进入门处的奉献箱。

8.  大家可以在Gaillard Garage停车。用下面这个条形码，主日
在Gaillard Garage有三个小时的免费停车。

代祷事项 Intercession Items

1. 为教会计划在校园, 医学院福音事工祷告。
2. 求主兴起查理斯顿华人教会成为强大传福音的精兵，受过训练
之后，积极传福音。

3. 请为我们教会小组事工代祷，让小组事工透过训练之后，使用
崭新的讨论方式，带来活泼的生气，复兴祂的教会。

4. 教会中文学校新的一个学期于这个主日1月9号开学,请弟兄姊

妹们在祷告中记念这事工。求主带领这事工由开学到结束的运

作; 求主保守老师们和每一个来上课的家庭的健康; 求主使用中

文学校成为传福音的管道。

上周主日崇拜出席人数 Sunday Worship Attendance

出席总人数：74 中文堂 青少年（英文） 儿童主日
学

实体聚会 59

网络聚会 15



同工服事表

证道 领会 敬拜 司琴 场地设备

本周 卓俊文 毕向东 徐可斌，海萍，张丽 Michelle 孙铮

下周 卓俊文 林安治 林安治，Connie，克明 孙懿佩 孙铮

招待 儿童 青少年 主餐预备

本周 陈峰，蒋育林 杨颖/王育红 刘皓诚

下周 徐可斌，邓建萍 罗曼女/张丽 刘皓诚

教会聚会时间 & 各个小组聚会时间
聚 会 时 间 联 络 人

主日崇拜
Sunday Worship

周日早上10:00 - 11:30
Sunday Morning Weekly 林安治 (843)425-3164

成人查经班
Adult Bible Study

周六早上 8:00 - 9:00
Saturday Morning Weekly 毕向东 (843)410-7633

祷告会
Prayer

周三晚上 7:30 - 9:00
Wednesday Night Weekly 毕向东 (843)410-7633

青少年主日崇拜
Youth Sunday Worship

周日早上10:00 - 11:30
Sunday Morning Weekly

刘皓诚 (843)725-9866

儿童主日学
Children Sunday School

周日早上10:00 - 11:15
Sunday Morning

王嘉莉 (843)725-9863

溪水小组
West Ashley Group

每周六晚上：7:00 – 9:00
Saturday Night Weekly

王海萍 (864)490-6377

活水小组
Goose Creek Group

每周六晚上：7:00 – 9:30
Saturday Night Weekly

林晓霞 (843) 718-6439

磐石小组
Mt. Pleasant Group

每周五晚上：7:30 – 9:00
Friday Night Weekly

孙懿佩 (843) 343-2430

方舟小组
Summerville Ark Group

每周五晚上：7:00 – 9:00
Friday Night Weekly

王靖宇 (843) 291-1125

校园小组
CCCM

每周五晚上：7:30 – 9:00
Friday Night Weekly

王萍 (843) 695-9842

青少年小组
(Grade 6-12)

每周五晚上：7:00 – 9:00
Friday Night Weekly

刘皓诚 (843)725-9866

教会提供圣经辅导，请预约卓牧师：choktv@yahoo.com (864)518-2671
教会地址： 1st floor Chapel (Henrietta St. entrance) at Citadel Square Baptist Church

328 Meeting Street, Charleston, SC 29403
教会网址： www.charlestonccc.org
教会主日崇拜 Zoom ID：3121517777，密码：1234567

查理斯顿华人教会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of Greater Charlest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们的宗旨 Our Mission
靠着圣灵，藉着祷告，

建立彼此相爱，广传福音的教会.

We are building a church that is committed to love
one another and to share the gospel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through praye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日崇拜 Sunday Worship
2022年1月9日 上午 10:00

诗歌敬拜

Hymn
我们又在一起

耶和华是我牧者

你是我的一切

徐可斌 姊妹

证道

Sermon
语言的威力:言语系列(1)

箴言18:21
卓俊文 牧师

回应诗

Response Hymn
事务报告

Announcement

活出爱 徐可斌 姊妹

毕向东 弟兄

祝祷
Closing Benediction 卓俊文 牧师

mailto:choktv@yahoo.com
http://www.charlestoncc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