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 語 堂 崇 拜 

二零一九年八月四日 上午九點三十分 

預備我心    

序樂    

宣召、默禱  主席 

讚美我主   

頌讚  會眾  

牧禱  陳國強長老  

恭聽我主   

證道 
保羅使徒職責的崇高 

加拉太書 1:1-10 
梁瑞龍牧師 

回應詩歌  領詩  

敬獻我主   

聖餐  梁瑞龍牧師 

奉獻  會眾 

三一頌  會眾  

祝福  梁瑞龍牧師 

阿門頌  會眾  

迎新與報告   主席 

默禱散會 會後午餐交流  

證  道 

保羅使徒職責的崇高 
加拉太書 1:1-10 

使徒是指帶有特殊地位，享有無止權威，負有特別託負的使
者。 

 

使徒的揀選 — 從母腹中分別出來 

              加拉太書 1:15,16 

 

 

使徒的呼召 — 藉著死而復活的耶穌基督 

 

 

 

使徒的職責— 傳揚福音，耶穌為罪捨己，救人離罪，棄邪歸正 

 

 

 

使徒的品格- 剛強又謙卑，何謂屬靈?何謂屬血氣? 

 

 

 

 

使徒的忠貞- 得人的心還是得神的心?討神的喜歡嗎? 

報  告 與 代 禱 

1. 歡迎每位新來到本教會的弟兄姊妹與朋友們，歡迎您把這裡當做

是您屬靈的家，一起敬拜神、學習主的真道。散會後請坐在旁邊

的弟兄姊妹帶他/她到圖書館，讓我們的迎新小組歡迎他/她。 

2. 8 月 11 日 9:30 am 是三堂聯合崇拜，講員是 Jerry 牧師，請大家留

意。 

3. 臨時會員大會將於 2019 年 8 月 11 日 11:00am 舉行，並按照 Wake 

County 最高法院判決進行。開會議程由法院指定的“Neutral”主

持 ，投票認定 1 位主任牧師、3 位長老及 12 位執事，投票事宜將

由胥強弟兄與“Neutral”協商後，另行通知。請會員保留時間參加

會議！ 

4. 長青團契：於下週四（8 月 8 日）上午 9:45am-12pm舉行，由梁瑞

龍牧師帶領聖經應用系列，本次聚會主題:「老年的人生」。歡迎

年長的弟兄姊妹一起來領受主的恩言。聚會後有愛餐。 

5. ESL 英語會話課將於 2019 年 9 月 15 日-11 月 17 日舉行。8 月 11

日至 9 月 1 日開始接受報名。 9 月 8 日如果我們有足夠的學生，

將會開課，報名費$10。有任何問題，可以打電話至教會辦公室。

或至走道旁 ESL 公佈欄自行填寫報名。 

6. 本教會 NCSU 學生團契會於 8 月 17 日下午 5:30pm 舉辦一年一度

的迎新活動。在這次的迎新活動中，我們將會贈送新生一些生活

用品。如果你有一些生活用品（不包含家具，盡量以輕便為主）

想捐給新生，可以於 8 月 11 日（主日）在 11:00-11:15am 帶到教

會的大廳，那裡會有同工負責接收。如果有相關問題可以聯繫傅

宗浩(tsunghaofu@gmail.com)。 

7. 學生團契定于 8 月 17 日晚 5:30 舉行迎新 (地址:2700 Avent Ferry 

Rd. Raleigh, 27606)，需要教會家庭的支持。歡迎有感動的弟兄姊

妹邀請新學生來參加學生迎新，特意邀請您來支持我們晚會的晚

餐供應以及參加晚會的新生接送(都位於北卡州大周邊)。請

至 http://bit.ly/2019welcom  報名。 

8. 學生福音事工需要你的支持與幫助：每週五晚上學生團契都會

提供飯食，為的是讓基督徒有機會和慕道朋友有更多的認識與交

談，我 們 很 需 要 您 的 協 助 提 供 飯 食。請 填 寫 https://

www.signupgenius.com/go/5080845AFA92EA0F94-rccc 或與陳世

銓（电郵 cecilia.c2@gmail.com，电话 919-981-0085）聯絡。 謝謝。 

9. 關懷與代禱: 

1) 請為上週來到本教會的何建民和沈美秀在主前提名代禱，求

主幫助他很快能夠融入這個屬靈的大家庭，進入團契和教會

的生活。 

2) 為神給我們在基督裡救贖的恩典感謝祂，也求主幫助我們在

基督裡有合一的靈同心事奉。 

教會牧職同工  

青少年牧師 Pastor Jerry Miller     
jmillerrc3@yahoo.com 

（教會其他服事同工請參看教會網頁： raleighccc.org）  

本週主日(8/4/2019)華語堂服事人員  

證道 梁瑞龍牧師 主席 王舒玲 

崇拜領詩 林勁松 司琴 周奕婷 

AV 同工: 王天林、王曉東、張小兵、周逢閂 迎新 楊榛 

招待/司獻 讚美/更新小組 廚房 成長小組 

http://bit.ly/2019welcom


異象與使命：「 向華人的社區傳福音: 

使他們成為全心跟隨基督的門徒。 

我們教會要成為一個敬畏神、 

以基督為中心、彼此關懷、榮耀神的團體。」    

華 語 堂 崇 拜 

年度主題：揭開基督身體的奧祕 

這奧秘在以前的世代沒有叫人知道， 

像如今藉著聖靈啟示祂的聖使徒和先知一樣。  

(以弗所書 3:5)   

主日 聚會時間 

華語崇拜/教會主堂/MPR 

粵語崇拜/5-Flex 

English Worship/教會主堂/MPR 

9:30am-10:45am 

9:30am-10:45am 

11:15am-12:30pm 

English Sun. School/兒童主日學 

  

國粵語主日學/兒童主日學 

禱告會、查經班、團契、家庭小組  

兒童事工報告 

以諾 (粵語)   

基恩 (粵語)   

每隔週五(2,4) 7:30pm 

每隔週六(2,4) 10:00am 

教會/丁少文/   919-412-2612  

教會/葉锦波/ 919-236-3283 

Grace (English) 每隔週五(1,3) 7:30pm Katelin Bartley 
katelin.bartley@gmail.com 

Roots 
(Young Adults) 

每週六 7:00-8:30pm Steven Zhang/678-717-7531 

Men of Grace 每隔週六(2,4) 7:30am 教會/陳祈斌/ 919-744-6544 

          姜君仁/   919-467-0113 

教會禱告會   

北洛麗姊妹禱告會  
姊妹禱告會 

每週三 7:30-9:00pm 

每週五 9:00-11:30am 

每月最後週六 8-9:30am 

教會教室 

方曼雲/919-676-3998 
車潔玲/919-460-0663 

教會地址： 520 Allen Lewis Drive, Cary, NC  27513.  

電話： (919) 834-3815;     網頁： www.raleighccc.org 

每週五 7:30pm 每月第二、四週 聚會 

神州 Shenzhou 贺  群/919-306-4302 週四 10am 長青團契  陳國強/919-783-5972         

讚美 Praise 陳海斌/919-637-8532    

真愛 Agape 楊  楷/801-512-7105 每隔 週六 7:30pm    

信心 Faith  蕭如珍/919-460-6193 更新 Renewal (1,3) 鄒顯正/919-388-8935 

真理 Truth 王玉寶/919-794-1225 磐石 S. Rock (2,4)  章毓璐/919-249-8887 

清心 Pure 朱明宇/919-757-1986    

希望 Cary Hope 陳煌輝/919-462-3109 週間姐妹查經班   

成長 Rise 李  珉/217-979-3360 每週一 9:30am 朱佩君/919-386-9345 

學生團契 NCSU 邢  偉/352-226-5049  每週二 9:45am 畢小紅/919-641-6180 

和平 Peace 陳維偉/919-345-0054 每週三 9:30am  周奕婷/919-468-9738 

五餅二魚 陳一倩/919-601-6588   

宣教提醒 

奉 獻 報 告/Offering Report (7/22/2019-7/28/2019) 

一般/General    

宣道/Missions 
建堂/Building 

愛心/Benevolent 

其它/Misc. 

上週總計/Total 

$5,777.83 
$1,080.00 

 
 

 
 

$6,857.83    

Actual Gen.Income YTD 

Actual Mission(FPO)Income YTD 

Actual Building Income YTD 

Actual Benevolence 

Actual Total Contribution YTD 

Actual Gereral Fund Expenses YTD 

$393,102.39 

$27,224.06 

$74,255.10 

$375.00 

$494,956.55  

$337,412.07    

上週出席人數 7/28           華/粵語: 362                   英文堂: 118               兒童: 52 

1. 兒童部暑期週五節目的主題設計是“我的一生需要主”，求神預備 

搭配合適的同工，讓孩子們有豐富的領受和開心的夜晚。 6 月 7 

日 已開始，8 月 23 日結束。 

2. 2019~2020 AWANA 將於 9 月 6 日正式開始。兒童部 8 月 4 日開始

接受報名，請到 MPR 外面設置的報名點諮詢。 

3. 兒童部需要 AWANA 和 Nursery 同工。請有負担的兄弟姐妹與兒童

部鄭燕或謝芳姐妹聯繫，或致電 children.rccc@gmail.com.  

“除非傳教士到他們那裡植堂，六分之五的非基督徒已經沒有指望。”  

David Bryant 

擴建禱告 

1. 為我們的教會在不久的將來，能夠拿到新建築使用執照禱告。請

為我們的鄰居 GDS 代禱，求主讓他們有顆接受的心，願意協助我

們促進 Allen Lewis Drive 公共道路的使用。  

青少年事工報告 

1.    返校 BBQ 和歡迎六年級學生 

      訂於 8 月 9 日 5:30-7:30 pm 在 North Cary Park—1100 Norwell 

Blvd. - Cary 27513 舉行。(歡迎學生、成人輔導員及學生家長至青

年網站 www.raleighccc.org/youth 報名參加此次活動。也歡迎每個

人帶配菜，水果，餅乾，薯片或汽水和大家分享)。 

2. 青少年洗禮課 

   如果你已經接受耶穌為你的救主但還沒有受洗，鼓勵你順服神的

教導踏出信心的一步。如果您願意，請儘快向 Jerry 牧師

(jmillerrc3@yahoo.com ) 報名。洗禮將於 8 月 18 日星期日英語崇

拜時舉行。 

mailto:jmillerrc3@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