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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與 代 禱 

教會牧職同工  

華/粵語堂義務牧師 梁瑞龍牧師 alanlsetiawan@yahoo.com 

英語堂牧師 Pastor Rob Stansberry 
robthestan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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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語堂義務傳道 丁少文傳道 siumanting@gmail.com 

華語堂義務傳道 陳煌輝傳道 huangchen@nc.rr.com  

（教會其他服事同工請參看教會網頁： raleighccc.org）  

下週主日(10/10/2021) 服事人員  

 華語堂 粵語堂  華語堂 粵語堂 

證道 陳煌輝傳道 丁少文傳道 主席 江正瑋 梁國生 

崇拜領詩 王敏霓 梁秀媯 司琴 李蓓華 古惠瑩 

AV 同工:李順從,葉毅志,曹恩慈,
劉隸華 

黎笑卿,李麗卿, 
姜子榮 

   

本週主日(10/3/2021) 華/粵語堂崇拜服事人員  

證道 葉永華牧師 主席 陳培材 

崇拜領詩 林勁松 司琴 周奕婷 

AV 同工:李順從,葉毅志,曹恩慈,劉隸華   

1. 我們歡迎每個人參加“聚會”，特別是第一次參與的人。希望您

可以感受到耶穌基督的希望，信仰和愛。 歡迎使用我們的線上表

格填寫有關您的資料和任何需要代禱的事項。 我們會與您聯繫並

支持您。 鏈接如下 https://www.raleighccc.org/main/contact-us/ 

2. 秋季華語成人主日學課程(11:15am-12:30pm)已於 9 月 5 日開始 ,                                                                                

華語課程如下:                                                                                                                   
M 101 慕道/生命探索– Zoom ID: 831 4510 6230 ; Passcode:24680; 

A228 教室                                                                                                    

M 316 從路得記和以斯帖記看耶和華的掌管眷顧—                         

Zoom ID: 810  8465 8177; Passcode:24680; A122 教室                                                      

M 502 如何教養孩童—Zoom ID: 860 4599 2016; Passcode:24680; 

A224 教室                                                                                                             

M 386 活讀彼得前後書使我們更像耶稣— Zoom ID 826 6821 5312; 

Passcode:24680; A213 教室                                                                                              

M 425  基要真理—Zoom ID 868 8823 9320;Passcode:24680; A206

教室                                                    
粵語課程如下:                                                                                         

利未記—成為聖潔的子民—Zoom ID:   854 6433 7540  No 

Passcode。 教室： A204                                                                       

帖撒羅尼迦前書 — Zoom ID:   859 3037 3259  No Passcode ;A136 

教室                                                                                                       

福音班—Zoom ID: 864 1497 7670, Password: 24680; A134 教室 

3. 教會已經開始第二階段實體聚會，開放給遵守第一階段防護措施

的人(包含已經接種疫苗注射和沒有接種疫苗的人)。（戴口罩、

勤洗手、保持社交距離等，仍然非常重要，因為新變種的 COVID

-19 的傳染力很高）。廣東堂、青少年及兒童事工已開始第二階

段實體聚會。所有佩戴合適口罩的會衆可以參加實體的主日崇拜

及其他聚會(詳情見下)。詳細內容請看網站 https://

www.raleighccc.org/main/information-for-reopening-church/， 線上

聚會及主日崇拜直播仍將持續到年底 。 

4. 教會的信心奉獻（FPO）是専門用於我們所支持多位全球宣教士

的事工上。本年度的信心奉獻的預算是$53,335，至今 (9/28/21) 

收到 $24,077.80，如果會眾的周日奉獻是指定給 FPO，請在支票

上註明 "FPO" 。請大家為宣教士及 FPO 奉獻事工禱告。 

5. NCSU 校園團契已經恢復實體聚會及提供聚會前的飯食。我們極

需要弟兄姊妹的支持，請在您的禱告中記念這項需要。也請有負

擔、願意提供飯食的弟兄姐妹們，與陳世銓姊妹

(Cecilia.c2@gmail.com)或黃玲真姊妹(ljhuang@nc.rr.com)聯繫。

願神祝福祂自己的事工！  

6. 關懷與代禱 

       1) 請為最近來到本教會的新朋友賈遜、朱俊平/張維峰夫婦和陳

智恩/吳燕琴夫婦在主前提名代禱，求 主幫助他們很快能夠融

入這個屬靈的大家庭，進入團契和教會的生活。 
 

 

https://www.raleighccc.org/main/information-for-reopening-church/
https://www.raleighccc.org/main/information-for-reopening-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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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福音，作見證。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
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

我的見證。使徒行傳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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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六(2,4) 10:00am 

教會/黎笑卿/   919 702 6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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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e Tham 
zoe.tham@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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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文健/ 919-703-7874  週四 10am 長青團契  陳國強/919-783-5972         

讚美 Praise 董望祖/919-369-4947 
週五 7:30 pm 

希望 Cary Hope 
 林勁松/919-450-7866 

真愛 Agape 萬自弘/919-378-1568 每隔 週六 7:30pm    

信心 Faith  江正瑋/240-606-2575 更新 Renewal (1,3) 鄒顯正/919-388-8935 

真理 Truth 文    英/513-295-2856 磐石 S. Rock (1,3)  章毓璐/919-249-8887 

清心 Pure 朱明宇/919-757-1986    

和平 Peace 李    彤/919-521-0306 週間姐妹查經班   

成長 Rise  每週一 9:30am 朱佩君/919-386-9345 

學生團契 NCSU 蔡芊芊/ 919-670-6748 每週二 9:45am 畢小紅/919-641-6180 

五餅二魚 陳一倩/919-601-6588 每週三 9:30am  周奕婷/919-468-9738 

奉 獻 報 告/Offering Report (9/22/2021-9/28/2021) 

一般/General    

宣道/Missions 
建堂/Building 

愛心/Benevolent 

其它/Misc. 

上週總計/Total 

$ 8,018.00 
 $ 1,400.00 

 
 

$110.00 
 

$ 9,528.00 

Actual Gen. Income YTD 

Actual Mission (FPO) Income YTD 

Actual Building Income YTD 

Actual Benevolence 

Actual Total Contribution YTD 

Actual Gereral Fund Expenses YTD 

Actual Mission (FPO) Expense YTD 

$ 442,620.32  

$ 24,077.80  

$ 18,129.93  

$1,340.00 

$ 486,168.05   

$ 385,933.19 
$34,040.00  

上週出席人數 9/26 (Live Streaming & In Person)                英文堂: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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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ship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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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兒童部已開始在舊堂提供實體和線上 Zoom 的課程。周五已恢復

AWANA 課程，主日會使用 Lifeway 的“Gospel Projects for Kids”

課程。 

    課程如下： 

 I   實體兒童主日學: 9:30-10:45am 

      實體兒童主日崇拜: 11:15am – 12:30pm 

      線上兒童主日崇拜: 11:00am – 11:45am 

II 星期五 AWANA 實體聚會: 7:30pm –9:30pm (同工目前正在努力

計劃線上聚會) 

兒童事工委員會成員有:兒童主日學/崇拜– 王凱利;星期五兒童事

工—劉寅巖; 特別節目—周武元。如果您有任何疑問或願意幫忙，請

發送電子郵件至 children.rccc@gmail.com 或與他們個別聯繫。 

 

註冊：請點擊下面的鏈接並儘快填寫線上的表格。 https://
www.raleighccc.org/main/children-program-registration-2021-22/ 

老師會向註冊的家長發送課程摘要和提醒，以便家長可以與老師進行

交流，並通過加強課程來幫助孩子。 

日期 華語 粵語 英語 

10/10/2021 Rob 牧師 陳煌輝傳道 丁少文傳道 

1. 青少年主日學–實體和線上 -  歡迎參加每個主日 9:30 -10:45am 在

新堂的二樓舉行的實體青少年主日學，我們也有線上課程 9:00-
9:45am. 

2. 週三青少年線上禱告會 –鼓勵所有的學生參加週三晚上 7:00-7:40

經由 Zoom 舉行的禱告會。 

3. 週五青少年團契聚會–歡迎參加 10 月 8 日晚上 7:30 在教會 Chapel

的青少年團契。 

4. 青少年靈修計劃—“當生活變得很艱困”– 10 月 5 –11 日— 耶穌從

未應許我們的生活天色常藍。 事實上，祂提醒我們，生活有時候

會變得艱困。請加入我們的 7 天計劃，討論如何面對和度過這些

艱困的日子。請聯繫 Jerry 牧師加入本週的計劃。 

5. 為能有更多的同工禱告—求主賜給我們更多的星期五青少年輔導

員、青少年主日學老師和負責門徒訓練的人。如果您對青少年事

工有負擔，請發電郵至 jmillerrc3@yahoo.com 與 Jerry 牧師聯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