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粵 語  合 堂 崇 拜 

二零二零年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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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主席 

恭聽我主   

讀經 

腓立比書 3:7、8、13、14 

哥林多前書 9:19、20、23、26、27 

希伯來書 12:1 

主席 

證道 努力面前，向著標竿直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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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面前，向著標竿直跑 
腓立比書 3:7,8;13,14; 哥林多前書 9:19,20,23,26,27 

希伯來書 12:1 

人生分成三階段:昨日、今日、明日 

最重要的是今日，要完成今日的使命， 

要有清楚的方向，與達到目標的途徑， 

奔跑有定向，奔那擺在前頭的路程。 

 

 

 

 

雖然人要求完美，但也有不少阻礙限制， 

突破限制，努力面前， 

衝破“不可能”成為“可能”， 

把“夢想”化成“事實”，轉“失敗”為“成功”。 

 

 

 

 

人生的標竿有信仰引導， 

堅定的信仰推動努力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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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come Center (歡迎中心)，讓我們的迎新
小組歡迎他/她。 

2. 長青團契:於週四(1 月 9 日)上午 9:45am-12pm 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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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2019 年的信心奉獻FPO (Faith Pledge Offering) $63,155.21 已
經超過我們的目標$55,383.00，謝謝弟兄姊妹們的擺上。 

4. 學生福音事工非常需要您的支持與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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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動的弟兄姊妹請到以下的連結報名 
     http://bit.ly/rcccsf-food-2020 或與傅宗浩 
     （电郵 tsunghaofu@gmail.com，电话 573-239-7144） 
       聯絡。非常感謝！ 
5.   財務部年終結算：如果同工們有 2019 年度的開支或費用需要報

銷，請務必在 1/31/2020 或以前提交相關執事。請注意截止日期，
謝謝您的合作。 

6.    關懷與代禱: 
        請為來到本教會的新朋友劉平、康春玲、祁一玲、郑洲、汪明、

王彩华和张玲主前提名代禱，求主幫助他們很能夠融入這個屬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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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20)華/粵語合堂服事人員  

證道 梁瑞龍牧師 主席 周逢闩 

崇拜領詩 徐品武 司琴 朱佩君 

AV 同工:廖慶璋、宋晨、張小兵、張世豪 迎新 張勝輝 

招待/司獻 信心小組 廚房 英文堂小組 

下週主日(1/12/2019)服事人員  

 華語堂 粵語堂  華語堂 粵語堂 

證道 焦鋒弟兄 丁少文弟兄 主席 周逢闩 蔡勁 

崇拜領詩 林蓬蓬 車潔玲 司琴 李幼真 許以莉  

姜子榮/袁潔皓 迎新 張勝輝  AV 同工:廖慶璋、宋晨、張小兵、張世豪 

招待/司獻 信心小組 陳文玉/陳少心  廚房 英文堂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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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 語 合 堂 崇 拜 

年度主題：努力面前，向著標竿直跑， 

過得勝的生活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
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

的獎賞。”腓立比書 3:13-14 

主日 聚會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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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勁松/919-450-7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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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3/2019-12/31/2019) 

一般/General    

宣道/Missions 
建堂/Building 

愛心/Benevolent 

其它/Misc. 

上週總計/Total 

$37,197.00 
$5,306.66 

$470.00 
 

 
 

$42,973.66 

Actual Gen.Income YTD 

Actual Mission(FPO)Income YTD 

Actual Building Income YTD 

Actual Benevolence 

Actual Total Contribution YTD 

Actual Gereral Fund Expenses YTD 

$734,175.24 

$63,155.21 

$124,642.10 

$775.00 

$922,747.55 

$624,215.31 

上週出席人數 12/29    華語堂: 190         粵語堂: 42         英文堂:  124          兒童: 29 

青少年事工報告 

請為下周主日講員代禱  

華語崇拜/ Worship Center 

粵語崇拜/  Chapel  

English Worship/ Cha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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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華語 粵語 英語 

1/12/2020 Rev. Paul Bucknell                         焦鋒弟兄 丁少文弟兄 

1.  2020 年 1 月青少年週五聚會的時間表 

        1 月 10 日-週五青少年團契聚會-2020 年青少年團契主題 

        1 月 17 日-週五青少年團契聚會-“Youth Lock-In” 

        1 月 24 日-由於農曆新年，沒有週五青少年團契聚會 

        1 月 31 日-週五青少年團契聚會 

2. 2020 M-Fuge 青少年短宣– Greenville, SC 

      日期:  7 月 20 日至 25 日    營地費用: $319 

      報名表格在舊堂大廳的桌上，報名時需交$60 訂金，報名截止日期

為 1 月 26 日（星期日）。欲知詳情，請發電郵至

jmillerrc3@yahoo.com 與 Jerry 牧師聯繫。 

1. 週五晚上的 AWANA 暫停放冬假，將會於 1 月 10 日恢復 AWANA

平常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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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發電郵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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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發電郵至 children.rcccc@gmail.com.  

“基督的精神是宣教的精神。我們越接近祂，我們就越成為宣教

士。”  Henry Martyn  Missionary to India and Pers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