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週經文 Weekly Scripture
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决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
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
得 勉 励 。我 们 有 这 指 望 如 同 灵 魂 的 锚 ， 又 坚 固 又 牢
靠 ， 且 通 入 幔 内。作 先 锋 的 耶 稣 ， 既 照 着 麦 基 洗 德
的 等 次 ， 成 了 永 远 的 大 祭 司 ， 就 为 我 们 进 入 幔 内。
(希 6: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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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献方式：请看教会网站的“奉献”一栏。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今后使用Zelle方式奉献的时候，在“email or mobile number”
的地方请填入 cccgcaf@gmail.com ，不要填入电话号码。
3. 教会计划5月15日 (10am–2pm) 在North Charleston
Wannamaker County Park的Tupelo shelter 举行户外主日聚会。
4. 今天教会有三位弟兄姊妹受洗：张剑臣，熊海珠，贾逊。请
大家先去CSBC的大堂（Sanctuary）靠钢琴一侧的二楼balcony参
加敬拜和观礼。敬拜和洗礼结束后，请大家安静的离开，成人
回到小堂（Chapel）聚会，孩子仍然回二楼主日学。家长可以在
11：20到教室接孩子。
5. 今天主日证道结束后，请大家到三楼的活动室为受洗的弟兄
姊妹庆祝新生。
6. 教会2 月 20 日的会员大会的决议已经刊登在教会网站一段
时间。如果还有不知道的弟兄姊妹，请上教会网站阅读。打开
“首页”，点击进入“教会通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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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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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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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请为卓牧师办理工作身份的事情代祷，求主祝福并使用卓
牧师，帮助会众，广传福音，荣耀主名。
4. 请为目前的乌克兰局势祷告，为当地的人民祷告，求神伸
出怜悯的手，减少战争所造成的伤害。也求神开辟福音的道
路，让世人知道主耶稣是和平，安全，真理和自由的唯一来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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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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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