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 語 堂 崇 拜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上午九點三十分 

預備我心    

序樂    

宣召、默禱 以賽亞書 9:6-7 主席 

讚美我主   

頌讚  會眾  

禱告  主席 

恭聽我主   

讀經 約翰福音 14: 6 主席 

證道 一件禮物  陳煌輝傳道 

回應詩歌  領詩  

敬獻我主   

奉獻  會眾  

三一頌  會眾  

祝福  陳煌輝傳道 

阿門頌  會眾  

迎新與報告   主席 

默禱散會   

證  道 

一件禮物 
約翰福音 14: 6 

大綱： 

 

1) ____要知道有一位神，名叫「我是」。衪掌握人類的歷

史，衪主導你的人生。 

 

 

 

 

 

2) ____要知道: 人終要衰敗、歸回 。 

 

 

 

 

 

3) ____要知道: 歸回何處；並認識神最後必審判一切善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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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thesan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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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ryh20chen@gmail.com 

（教會其他服事同工請參看教會網頁： raleighccc.org）  

報  告 與 代 禱 

下週主日(1/2/2022) 華/粵語堂崇拜服事人員  

證道 廖忠信弟兄 主席 萬自弘 

崇拜領詩 林勁松 司琴 李蓓華 

AV 同工:李順從,張信海,胥強,邢灼   

本週主日(12/26/22021) 華語堂崇拜服事人員  

證道 陳煌輝傳道 主席 陳培材 

崇拜領詩 王敏霓 司琴 李蓓華 

AV 同工:李順從,張信海,劉隸華,邢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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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已開始第三階段實體聚會措施。參與室內聚會及主日崇拜的

人仍需佩戴口罩。現准許在舊教堂舉行有餐飲的聚會，此類聚會

必須預先得到批准。請聯絡代理設備執事梁國生弟兄。如需使用
舊教堂廚房，請向總務執事譚逸心弟兄聯絡。 

3. 感謝主!年度會員大會投票通過 2022 年教會的財政預算案和認定被

提名的執事。 

4. 冬季華語成人主日學課程今天暫停，2022 年 1 月 2 日 恢復上課。                                                                               

5. 在這感恩的季節，教會將為教牧同工(梁牧師，Rob 牧師，Jerry 牧

師和陳傳道，丁傳道)準備禮物，以表謝意，也邀請您共襄盛舉。

奉獻的方式有二: (1)不指名的奉獻，所收到的總數按比例分贈，

(2)指名奉獻給某位同工。請注意：根據美國稅務局的規定，餽贈

奉獻不得抵稅。聖誕愛心奉獻的截止日期是今天，我們將於 2022

年 1 月 2 日主日分贈給同工們。請您將愛心奉獻的支票與十一奉

獻的支票分開，並於支票左下角註明“聖誕愛心奉獻”。您若要

指名奉獻，請寫下同工(們)的姓名和對其奉獻的金額。我們接受

線上奉獻直到今天。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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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92，感謝主!截至
(12/20/21)我們已經收到$ 51,393.80。請大家繼續為宣教士禱告。 

7. 新年即將來到，也要開始報稅了。請你檢查你在 REALM 的地址

是否正確，也請核對你支票上的地址，以便操作無誤，謝謝合

作。 

8. 財務部年終結算：如果同工們有 2021 年度的開支或費用需要報

銷，請務必在 1/31/2022 或以前提交相關執事。請注意截止日期。 

9. Operation Christmas Child—線上製做鞋盒 – 感謝神，我們已經

製作 152 個裝滿禮物鞋盒，非常感謝您的大力幫助和支持。請幫

助我們的學生今年完成製作 100 個裝滿禮物的線上鞋盒。您可以

在線上製作鞋盒，建議捐款$25（運費$9 ，禮品$16 ）。經由我們

的 RCCC Operation Christmas Child 鏈接 https://sampur.se/3D9eJjl 

線上製作您的鞋盒，將幫助我們追踪青少年、學生、家庭和教會

成員製作線上鞋盒的情況。截止日期是 12 月 31 日。感謝主! 94

個鞋盒已經在線上製作了。 

10. 教會議會正在考慮聘請張麟至牧師為我們的臨時主任牧師（部份
時間）。請在禱告中記念。 

11.關懷與代禱 

       1) 請為最近來到本教會的新朋友歐陽麗聰、劉美琪和李新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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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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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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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 五年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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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笑卿/   919 702 6138 

教會 A122 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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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    儉/757-81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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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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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 獻 報 告/Offering Report (12/15-12/20/2021) 

一般/General    

宣道/Missions 

建堂/Building 

愛心/Benevolent 

其它/Misc. 

上週總計/Total 

$22,400.00 
$ 2,100.00 

 
 

 
 

$ 2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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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ense YTD 

$ 619,278.32 

$ 51,393.80  

$ 18,956.93 

$1,400.00 

$ 691,029.05 

  $ 570,289.00 

$ 51,292.00 

上週(12/19) 線上和實體 出席人次            英文堂: 89 

1. 在降臨節/聖誕節期間慶祝耶穌的誕生—與我們一起全心敬拜耶穌，
減少對自己的花費，更多地為他人付出，像耶穌愛我們一樣地愛別
人！請至 Advent Conspiracy adventconspiracy.org 查詢。 

2. 週五青少年團契聚會暫停–鑒於 12 月 31 日是假期，週五青少年團契
聚會暫停，2022 年 1 月 7 日恢復聚會。 

3. 週三青少年線上禱告會暫停 –鑒於 12 月 29 日是假期，週三青少年線
上禱告會聚會暫停，2022 年 1 月 5 日恢復聚會。 

4. 青少年主日學暫停–今天 12 月 26 日青少年實體和線上主日學暫停。
2022 年 1 月 2 日恢復聚會但只有實體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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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華語 粵語 英語 

1/2/2022 譚保榮牧師 廖忠信弟兄 

1. 兒童部已開始提供實體和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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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
童部並計劃從 2022 年 1 月 2 日起，每主日將開設 3 、4 歲實體學前
班（包括主日學和敬拜）。會使用 Lifeway 的“Gospel Projects for 

Preschool”課程。我們期待看到您的孩子參加這個新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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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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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