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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宗教不能改變人 

 

 

 

 

 

 

2）信仰帶出悔改，改變生命 

 

 

 

 

 

 

3）捨己犧牲跟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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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團契：於下週四（9 月 26 日）上午 9:45am-12pm 舉行，由梁

瑞龍牧師帶領。歡迎年長的弟兄姊妹一起來領受主的恩言。聚會

後有愛餐。 

3. 龍舟節 Dragon Boat Festival 外展團隊—9 月 28 日（星期六）
11:00am-6:00pm，在 Koka Booth Amphitheatre （8003 Regency 

Parkway，Cary)。如果您想成為這個外展團隊的一員但還未報

名，請於今天中午以前聯繫 Jerry 牧師 jmillerrc3@yahoo.com 

或致電 919-961-8859，他可以拿到足夠的門票給您。您可以幫忙

的時段 (11 a.m.-2:00 p.m.), (2-4 p.m.), (4-6 p.m.), 或整天 (11 a.m.

-6 p.m.)。  

4. RCCC 今年宣道年會將於 10 月 4-6 日(周五-主日)舉行。今年的主

題是”受激勵,不喪志!”; 中文堂的講員是陳文逸牧師(台灣鄉

福)。時間是 10 月 4 日(周五) 7:30-9:00pm.”勇敢跟隨”; 10 月 5

日(周六)5:30-6:30pm.晚餐 (教會提供) ; 7:00-8:30pm.“把山地

賜給我”; 10 月 6 日主日聯合崇拜“成為復興的器皿”和聯合主

日學“宣教的人生”。周五晚和周六晚有兒童看顧(特別宣教節

目)。周五的小組團契因宣道年會暫停一次; 請弟兄姊妹預備心

和時間來參加宣道年會。 

5. FPO 或信心承諾奉獻—這是用來支持向全世界傳福音的事工；
但不包括在平常的十一奉獻中，與平常我們“願意奉獻已然擁

有”的方式不同，這種方式可以幫助我們相信，神在我們平常

奉獻的金錢以外還會供應更多，以至於我們能夠奉獻更多；這

就是“信心承諾奉獻”的名稱由來。奉獻方式有兩種：寫支票

（支票抬頭寫 RCCC，並在 memo 處註明 FPO 或信心承諾奉

獻）和奉獻現金（裝在專門的 FPO 信封裡），支票或現金可以

投放在大廳裡的標有“Mission FPO pledge”的綠盒子裡，您可以

不註明您的姓名。謝謝您的支持。今年 FPO 預算是：$55,383，

至今收到總數： $31,334.08。 

6. 讚美主，我們於 12 月 8 日在新堂裡舉行第一次國粵英聯合聖誕

聖樂崇拜。我們希望有更多的兄弟姐妹一起服事並慶祝神的偉

大和愛。 如果您想加入華/粵語詩班，請聯繫黃懿望弟兄

（ithuang@email.com）。 練習從 9 月 29 日開始，每週日下午 1

-2:15 。 如果您想加入英語詩班和管弦樂團和了解其他參與方

式，請聯繫 Christine Oentung（pwob_ch@yahoo.com）。 
7. 關懷與代禱: 

1) 請為上週來到本教會的姚碧弘、 楊亞紅 、金海力、 馬甜甜、 

鄭纓 、孫羅伯、 陳薇、宣向陽 、王陳賀 和 Amira 在主前提名

代禱，求主幫助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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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牧職同工  

華/粵語牧師 梁瑞龍牧師 919-468-5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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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2019)華語堂服事人員  

證道 焦峰弟兄 主席 江小寧 

崇拜領詩 黃玲真 司琴 章毓璐 

AV 同工:廖慶璋、龔傳真、陳維偉、朱晉湘 迎新 楊榛 

招待/司獻 希望/磐石小組 廚房 神州小組 

mailto:jmillerrc3@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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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燊華/ 919-460-0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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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望祖/919-369-4947   

真愛 Agape 萬自弘/919-378-1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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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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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2019-9/15/2019) 

一般/General    

宣道/Missions 
建堂/Building 

愛心/Benevolent 

其它/Misc. 

上週總計/Total 

$26,763.77 
$880.02 

$1,000.00 
 

 
 

$28,643.79    

Actual Gen.Income YTD 

Actual Mission(FPO)Income YTD 

Actual Building Income YTD 

Actual Benevolence 

Actual Total Contribution YTD 

Actual Gereral Fund Expenses YTD 

$491,353.10 

$31,334.08 

$81,931.10 

$475.00 

$605,093.28  

$403,902.44    

上週出席人數 9/15    華語堂:  236        粵語堂 :54          英文堂:  109           兒童: 48 

1. 2019~2020 AWANA 已於 9 月 6 日正式開始。如果您還未替孩子報

名，請到教會網頁完成報名，並於周五晚 7:30 pm 來報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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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兒童部即將以兒童事工的角色參與舊堂的改建方案，需要組建特別

事工小組。如有興趣，請致電 children.rcccc@gmail.com.  

“有些事讓上帝的心破碎，讓我的心也破碎“Bob Pierce 

擴建禱告 

1.感謝許多弟兄姐妹和建堂同工們的努力，我們看見教室和走廊變得

更好了! 神若允許，預計兩個月內逐步完成教室和辦公室，視情況

開放使用。尚未完全開放前，不便之處，請多多包涵。我們邀請大

家每週日能進入新禮堂內一同晨禱， 並邀請大家一同參與新堂的各

項事工，請點以下連結加入。https://www.signupgenius.com/

go/8050b4fada623a4fe3-cleaning 

青少年事工報告 

1. “為我們的青少年事工禱告 30 天”-  9 月 1 日至 30 日與 Jerry 牧

師一起，為我們的青少年團契、學生、家庭和我們的教會禱告。

如果您想成為他的禱告夥伴之一，請聯繫 Jerry 牧師
jmillerrc3@yahoo.com 

2. 2019 "See You at the Pole"— 9 月 25 日星期三 

      主題 - “如果我的子民禱告……” - 歷代志下 7 ： 14-16 

      這是學生主導的活動。有關更多信息，請至 www.syatp.com 

3.   九月及十月初青少年聚會的時間表 

       9 月 27 日—青少年讚美和禱告之夜 

      10 月 4 日 -  宣道年會 -青少年將參加英文堂在 5 flex room 的聚會 

4.  Operation Christmas Child – 2019 年的目標 

  我們去年製作了 436 個禮品鞋盒，我們今年(2019)的目標是 475 個

禮品鞋盒。我們需要大量的物品/禮品放在盒子裡。以禱告的心思 

    考，從 9 月到 11 月期間你能給予什麼。 

請為主日講員代禱  

日期 華語 粵語 英語 

9/29  Dr. Rob Stansberry 梁瑞龍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