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17/2022 Announcements 

Children Info. (Nursery – 5th Grade) 

Upcoming Sermon 

7/24                                                                                 Pastor Rob 

Youth Announcements 

Children’s ministry offers in-person Sunday school and Sunday 
children’s worship for K-5th grade. No on-line classes. In addition, 
we also have preschool school class for 3 & 4 years old from 
11:15am to 12:30pm . 
 Friday Awana Program is currently on Summer break. All chil-
dren’s programs are in the old building. 
  
If you still have not registered for VBS (July 25-July29), please do 
so ASAP. Please download registration from here. 
https://www.raleighccc.org/main/rccc-activity-registration/ 

7/17/2022  Pastor Bob Sermon Topic 
Relationships are personal  

2 Tim 1:15-18  

1. We welcome everyone to our Church Gathering, and especially new 
visitors. Please use our online welcome  

   form (QR Code) to fill in your information and  
   prayer requests, OR just speak with one of 
   our church leaders. Then drop by the Welcome  
   Room after service to pick up a newcomer gift bag                                 

and get connected.  
2.Face masks are now optional inside the church building but are still 

highly recommended. 
3.The ongoing Growing Sunday School Class focuses on helping us to 

grow deeper in our faith and in our impact with others. Class is held 
from 9:30 to 10:45 AM in room A122. Videos and resources are avail-
able online at https://www.raleighccc.org/main/growing-english/ 
Follow up discussion is held on Thursdays from 7 to 8 PM (Zoom ID: 
249 122 2044, Passcode: 24680). Pastor Rob can be reached at 

    robthestans@gmail.com for any questions. 
4.The Church council has approved the extension of Pastor Rob’s Con-

tract as the part-time English Pastor for 2 years beginning Septem-
ber 1, 2022 through August 31, 2024.  

5.Sam and Patricia Farewell Potluck - July 23 @ 4:30 PM in 5-Flex. 
   Please see link below for sign-up https://docs.google.com/

spreadsheets/d/1QYSrcJj1lfLDKynoJ_1JdKC6OqlTCvn3eDELAn3_r78/
edit#gid=0 

6. Next week, Raleigh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will hold a Chinese Cul-
ture Summer Day Camp in the old church  building from 8am-6pm  
Monday to Friday (7/18-7/22). 

1. This Friday's Youth Group  - Join us on this Friday, July 22, at 7:30 
p.m. for Youth Group.  We will be continuing our "Road Trip to 
Truth" series. 

2. New Youth QT Plan -  Winning the War in Your Mind- July 18-24—
Most of life’s battles are won or lost in the mind. So how do we 
start winning more of those battles? In this 7-day Bible Plan, we’ll 
discover how to fight toxic thoughts, overcome out-of-control 
thinking, and start winning the war in our minds using God’s truth 
as our battle plan.  Contact Pastor Jerry to join this plan. 

3. New Believer's/Baptism Class—If you have prayed and accepted 
Jesus as your Lord and Savior and have not been baptized, contact 
Pastor Jerry.  He will be leading a New Believer's Class before Youth 
Group on the following Fridays:  July 22, and August 5.  This class 
will include the Baptism Class - and it will be from 6:45-7:30 p.m. 
each of those Fridays in Room 201.    

4. Wednesday Youth Prayer Online – Join us on this Wednesday, 
7/13, from 7:00-7:40 p.m. through Zoom for Youth Prayer. 

5. Youth Sunday School - In-Person and Online – Join us every Sun-
day from 9:30-10:45 a.m. for in-person Youth Sunday School clas-
ses on the 2nd floor of our new building.  We also have an online 
class from 9:00-9:45 a.m. every Sunday.  

6. Disciple-Makers and Youth Sunday School Teachers Needed – If 
you feel called to be a Disciple-Maker or Sunday School Teacher for 
our Youth, please contact Pastor Jerry or our Youth Deacon,  Ed 



7/17/2022       報  告  

青少年事工報告 

兒童事工報告 

請為下週主日講員代禱  

兒童部提供實體 K-5 年級的主日學課程和沒有線上教學。周五
AWANA 課程暑假暫停。兒童部 11:15am-12:30pm 開設 3 、4 歲實體
學前班。期待您的孩子參加。 

    地點在舊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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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VBS（暑期聖經夏令營）將於 7/25-29 舉行，請儘速報名並至
https://www.raleighccc.org/main/zh/rccc-activity-registration/ 下載表格參
考詳細內容。注意: 今年沒有學前班, 請為 VBS 籌畫準備禱告。 

日期 華語 粵語 英語 

7/24/2022 Rob 牧師 陳百鍊傳道  丁少文傳道 

史無前例，勢如破竹的公禱 
約書亞記 10:5-14 

7/17/2022  華語堂陳煌輝傳道 

證道題目  

華語成人主日學課程 2022 夏季班(6/5-8/28)11:15am – 12:30pm 

課程  教室 Zoom ID 

(華)主日福音的宴席 粵語崇拜堂 831 4510 6230 

(華)聖經概覽(2) A206 894 4900 5629 

(華)雅各書 A213 826 6821 5312 

(華)人如何改變 A122 868 8823 9320 

1. 我們歡迎所有參加聚會的人，請第一次來的人使用我們線上
表格填寫您的資料和需要代禱的事項。我們會儘快與您聯
繫。鏈接如下 https://www.raleighccc.org/main/contact-us/ 

2. 參與室內聚會戴不戴口罩，按個人需要自行決定。但仍鼓勵
大家戴口罩 。 

3. 主日「福音」的饗宴:華語堂的慕道班採講台形式傳福音。
11:15am-12:15pm 在粵語崇拜堂。邀請社區朋友來聽福音。 

4. 2022 學年度的新生將於八月初開始陸陸續續地抵達北卡，
今年我們採取讓個人直接向 NCSU 學生會報名                                   
接機的方式。如果你有意願接待新生，請至                                                            
https://forms.gle/jsLNcFNf5wAGs3kA6 報名                                      
(或掃描以下 QR Code)。如果你想更了解這                                      
個過程，如果有問題請聯繫傅宗浩弟兄                                     
tsunghaofu@gmail.com 

5. 張牧師教導古德恩著《系統神學》導讀，每周二 7:30-
8:30pm，课程放在网上：系統神學導讀 – Raleigh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raleighccc.org)，並有錄影連結。禱告會周
三 7:30—8:30pm 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6. 教會議會通過 Rob 牧師作為半職英語堂牧師的合約延長 2 
年，從 2022 年 9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止。 

7.  林春騰牧師將於 7/31 華/粵語合堂主日講道, 請弟兄姊妹預
留時間參加。 

8. 洛麗中文學校，將於下週一至週五(7/18 一 7/22），借用教
會舊堂，舉行中華文化夏令營活動，時間是 8am-6pm。 

9. 關懷與代禱 
       1) 為到教會的新朋友周林進, 洪鐳代禱, 求主幫助他很快能

夠融入屬靈的大家庭, 進入團契和教會的教会唯一的根
基生活。 

1. 青少年團契星期五聚會– 歡迎參加 7/22 周五晚上 7:30 的聚會，我們

將繼續“Road Trip to Truth”系列。 

2. 新的青少年靈修計劃—Winning the War in Your Mind— 7/11-17– 人

生大部分爭戰都是心思意念上的輸或贏。 那麼我們如何開始贏得更

多的爭戰呢？ 在這個為期 7 天的靈修計劃中，我們將發現如何以神

的真理作為我們的作戰計劃來對抗不好的思想，克服失控的意念，

並開始在我們的思想中贏得爭戰。 聯繫 Jerry 牧師加入這個計劃。 

3. 青少年新信徒/ 洗禮—如果你已經接受耶穌為你個人的救主，但尚未

受洗，請聯繫 Jerry 牧師。7/22 及 8/5 周五下午 6:45-7:30 在 A201 教

室我們有青少年新信徒/ 洗禮班。 

4. 週三青少年線上禱告會 –歡迎參加我們 7/20 週三晚上 7:00-7:40 經

由 Zoom 舉行的禱告會。 

5. 每個主日 9:30 –10:45am 在新堂的二樓有實體主日學，也有線上課
程 9:00-9:45am. 。 

6. 青少年事工需要主日學老師和負責門徒訓練的人，請與 Jerry 牧師
或 Ed Lam 聯繫。 



7/17/2022       報  告  

青少年事工報告 

兒童事工報告 

兒童部提供實體 K-5 年級的主日學課程和沒有線上教學。周五
AWANA 課程暑假暫停。兒童部 11:15am-12:30pm 開設 3 、4 歲實體

學前班。期待您的孩子參加。 

    地點在舊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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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VBS（暑期聖經夏令營）將於 7/25-29 舉行，請儘速報名並至
https://www.raleighccc.org/main/zh/rccc-activity-registration/ 下載表格參
考詳細內容。注意: 今年沒有學前班, 請為 VBS 籌畫準備禱告。 

使徒信經第十講： 
我信罪得赦免 

7/17/2022  粵語堂潘柏滔教授 

證道題目  

粵語成人主日學課程 2022 夏季班(6/5-8/28)11:15am – 12:30pm 

課程  教室 Zoom ID 

(粵) 福音班  A134  

(粵) 基督教靈修神學初探 教會圖書館 854 6433 7540 

(粵) 系統神學導論 II 星期四 晚上 7:30-8:30 pm 859 3037 3259 

1. 我們歡迎所有參加聚會的人，請第一次來的人使用我們線上表格填寫您的
資料和需要代禱的事項。我們會儘快與您聯繫。鏈接如下 https://
www.raleighccc.org/main/contact-us/ 

2. 參與室內聚會戴不戴口罩，按個人需要自行決定。但仍鼓勵大家戴口罩 。  
3. 2022 學年度的新生將於八月初開始陸陸續續地抵達北卡，今年我們採取讓

個人直接向 NCSU 學生會報名接機的                                                                      
方式。如果你有意願接待新生，請至                                                              
https://forms.gle/jsLNcFNf5wAGs3kA6 報名                                                          
(或掃描以下 QR Code)。如果有問題請聯繫                                                           
傅宗浩弟兄 tsunghaofu@gmail.com 

4. 教會議會通過 Rob 牧師作為半職英語堂牧師的合約延長 2 年，從 2022 年 9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止。 

5. 林春騰牧師將於 7/31 華/粵語合堂主日講道, 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
加。 

6. 粵語培靈會 8/26-28, 與綠堡華人基督教會合辦, 主題：重新連結．從心連
線。講員:洪善丰弟兄; 地點: RCCC 副堂及 YouTube/Zoom                                                                             
8/26 (週五) 7:30-9:30 pm ：你們是我的門徒（約十三 34-35） https://
www.raleighccc.org/main/cworship                                                                       
8/27 (週六) 愛的研習班（約十五 4-5）10:00am - 12:00pm 觀察與感受; 1:30
-3:30pm 需要與請求; Zoom ID: 201 977 8052 Password: 3740684                                                                              
8/28 (週日) 9:30 am -10:45 am 圓滿的愛（約壹四 7-12） https://
www.raleighccc.org/main/cworship   請弟兄姊妹預備心,一同參加。 

7. 洛麗中文學校，將於下週一至週五(7/18 一 7/22），借用教會舊堂，舉行
中華文化夏令營活動，時間是 8am-6pm。 

8. 關懷與代禱 
  1) 2022 年教會主題: 在基督的根基上重建教會  
  2) 弟兄姊妹願意天天靈修讀經，實行神的話，在基督的根基上重建自己與

教會。  
  3) 實體主日崇拜巳開始，禱告更多弟兄姊妹到教會一起敬拜。 
  4) 為新一年事工祈禱，包括崇拜、主日學、團契、關懷及傳福等。 
  5) 肢體需要： 
     * 為新朋友的適應祈禱。 
     * 為鄧鐵強弟兄的健康禱告。 

1. 青少年團契星期五聚會– 歡迎參加 7/22 周五晚上 7:30 的聚會，我們將繼

續“Road Trip to Truth”系列。 

2. 新的青少年靈修計劃—Winning the War in Your Mind— 7/11-17– 人生大

部分爭戰都是心思意念上的輸或贏。 那麼我們如何開始贏得更多的爭戰

呢？ 在這個為期 7 天的靈修計劃中，我們將發現如何以神的真理作為我

們的作戰計劃來對抗不好的思想，克服失控的意念，並開始在我們的思

想中贏得爭戰。 聯繫 Jerry 牧師加入這個計劃。 

3. 青少年新信徒/ 洗禮—如果你已經接受耶穌為你個人的救主，但尚未受

洗，請聯繫 Jerry 牧師。7/22 及 8/5 周五下午 6:45-7:30 在 A201 教室我們

有青少年新信徒/ 洗禮班。 

4. 週三青少年線上禱告會 –歡迎參加我們 7/20 週三晚上 7:00-7:40 經由

Zoom 舉行的禱告會。 

5. 每個主日 9:30 –10:45am 在新堂的二樓有實體主日學，也有線上課程 9:00

-9:45am. 。 

6. 青少年事工需要主日學老師和負責門徒訓練的人，請與 Jerry 牧師或 Ed 

Lam 聯繫。 

日期 華語 粵語 英語 

7/24/2022 Rob 牧師 陳百鍊傳道  丁少文傳道 

請為下週主日講員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