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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道-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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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道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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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 1:1-5,14,18; 約翰一書 1:1-4;
猶大書 20; 詩篇 1:2
太初有“道”——
道與父神的關係，
道與創造的關係，
道與世人的關係。
舊約猶太人的耶和華—— 自有永有
希臘人的“logos”—— 永恆不變
英文譯為 “Word”——神的話誠信可靠
中國老子的“道德經”——陰陽兩回 智能兼備
約翰一書的“生命之道”——
如何讓門徒們去經歷，
“生命在祂裡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至聖”the most holy，“造就”build up，
用神的話來建立自己的屬靈生命，
愛讀聖經，常默想神的律法！

默禱散會
證道: 梁瑞龍牧師

主席: 萬自弘

崇拜領詩: 黃玲真

司琴: 王敏霓/陳懋德

音響: 王天林/賈紅梅

迎新: 真愛小組

招待/司獻: 真愛小組

耶和華的律法全備，能蘇醒人心；
耶和華的法度確定，能使愚人有智
慧；
詩篇 1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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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歡迎首次來參加崇拜的朋友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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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編印一個新的教會通訊錄， 只限於教會內部使用。如果
您的資料沒有在現行的通訊錄中，或您需要更新您的聯繫資料，
如地址或郵箱，請填寫一份通訊錄登記表，于 4 月 15 日之前電
郵至 raleighccc@gmail.com，標題: 教會通訊錄。通訊錄登記
表格已經用電郵寄給您，也放在大堂桌上。如有任何問題，請發
電郵 siumanting@gmail.com 與丁少文執事聯繫。
3.感謝主帶領 Jerry Miller 牧師於 2013 年 8 月 1 日來我們教會擔
任青少年輔導牧師之職。Pastor Jerry 目前的兩年聘約將於
2015 年 7 月 31 日期滿。教會議會一致推薦與他續約 5 年（2015
年 8 月 1 日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教會牧養團問答時間如下:
(1）今日及 4 月 26 日牧養團列席接受意見（Jerry Miller 牧師
不參加);(2）4 月 19 日 Jerry Miller 牧師做分享。問答時間都
在下午 1:00 – 2:00，祈禱室舉行。教會將於 5 月 10 日為此事
召開會員大會，請大家代禱，一同來印證神的心意。弟兄姊妹若
對續約有意見，請用書面具名向長老們表達。
4.今年兒童暑期聖經夏令營 VBS“JOURNEY OFF THE MAP”將於 6
月 29 – 7 月 3 日舉行。歡迎三歲至小學五年級的小孩參加。已
經開始接受報名，學前兒童 3-5 歲(半天)報名費是$25，小學至
五年級(全天)是$100。5 月 24 日後報名費將分別提高至$30 及
$110。請有意參加 VBS 的義工和家長們至大堂外 VBS 攤位領取
報名表格或詢問，你也可以至教會網站 Raleighccc.org 在
announcement 點擊 vacation bible school 就可以網上報名，
報名費請寄至教會或交到 VBS 攤位，並請為各籌備事宜禱告。
5.第九屆籃球大賽正在積極籌劃當中。比賽日期如下：初級組 4 月
19 日，進階組 4 月 26 日。按照去年的辦法，比賽將以四對四、
半場的方式舉行，時間是比賽日期當天下午 1:30 到 5:30 或
6:00。您和您的球隊只能選擇參加初級組或進階組，不能同時報
名兩組。我們希望讓初學者有機會發揮他們的潛力。我們鼓勵大
家以小組為單位組隊報名。請將您球隊的球員名單送給林承勳弟
兄(Peter Lin)，報名截止日期是 4 月 17 日。若有任何疑問，請
以電郵與 Peter 聯絡(chpeterlin@gmail.com)。預定的隊數有
限，請及早報名！
6.教會資訊部重新設計教會網站，網站首頁的主要位置會連續播放
有關教會基督徒生活的圖片。資訊部決定收集弟兄姐妹們自己拍
攝的照片使我們的網站更活潑，反映我們教會基督徒生命的成長
和在耶穌基督裡的生活。你的照片應該清晰，完全出自你手，高
分辨率。如果你的照片有人物，你提交照片給教會之前必須確定
徵得照片中人物的同意。我們每個季度刷新網站一次。請把你的
照片發給李彤弟兄 email4tong@yahoo.com.

主日 聚會時間

7.基督教音樂會—英文堂弟兄 Shawn Odendhal 將於 5 月 9 日(週六)
晚上 7:00 在教會分享歌曲（包括原創作品）。當晚的歌曲都環繞
一個主題：與耶穌基督的個人關係。這是藉著音樂傳福音的好機

國語崇拜/教會主堂/MPR

9:30am-10:45am

粵語崇拜/5-Flex

9:30am-10:45am

English Worship/教會主堂/MPR

11:15am-12:30pm

會。鼓勵弟兄姊妹邀請朋友和鄰居參加。歌詞有中文翻譯。
8.基督僕人更新中心將於 4 月 23-25 日舉辦培訓退修會，主題是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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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禱告會

每週三 7:30-9:00pm

教會教室

婦女禱告會

每週六 8:30am

陳莼/919-848-4441

退修會和欲知詳情，請聯絡葉季港長老(www.clrcrenewal.org 或

姐妹禱告會

每月最後週六 8-9:30am

Aparche House/車潔玲/919-460-0663

919-847-2064;919-345-8949)

以諾 (粵語)

每隔週五(2,4)7:30pm

教會/周佩儀/919-649-6978

基恩 (粵語)

每隔週六(2,4)10am

教會/鄧鐵強/919-337-3938

廣東 Cantonese

每隔週六(2,4)10am

教會/林文彪/919-460-6195

Grace (English)

每隔週五(1,3) 7:30pm

教會/Mo-Yuen Chow/919-467-0220

Alpha Omega

每週五 7:30pm

NCSU,UNC-Tim

Young Adults

每週六 4:30pm

Rachel Yip/919-609-1676

Young Family

每隔週六(2,4) 4pm

教會/Ed Lam/919-329-0458

Men of Grace

每隔週六(2,4) 7:30am

教會/Don Hong/919-539-4056

師指引與門徒訓練"，講員是周功和牧師和郭振游教授。如要參加

青少年事工報告
1.M-Fuge 需要成人輔導員 – 我們仍需 3 位姊妹輔導員和青少年短
宣隊從 7 月 13-17 日一起去 Charleston ，SC。如果您可以參與，請
和 Pastor Jerry 聯繫。
2.“水挑戰” - 饑饉 30– 我們今年籌款目標是 2000 美元，用來幫
助 Samaritan's Purse 開鑿水井，使沒有乾淨水源的村莊有水
喝。我們鼓勵青少年接受“水挑戰” - 只喝“自來水”14 天（4
月 10 日至 23 日），你可以將喝可樂或瓶裝水或咖啡所花費的金
額，捐出$ 23。成人也可以接受挑戰，並捐出$23，我們就可以很
容易地籌集$2000。今天開始接受“水挑戰”的報名。支票請寫給
"Samaritan's Purse."
3.饑饉 30– 將定於 4 月 24 日至 25 日舉行，青少年若想參加，請至
www.raleighccc.org/youth 報名並交責任豁免表。
4.青少年團契 2015 年度高中畢業宴會將於 6 月 6 日下午 6:30 至
9:30 舉行! 地點:RCCC。門票每人 8 美元。如果您需要門票，請與
Ariel Chien 聯絡。

每週五 7:30pm

二零一五年教會主題：同心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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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810-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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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隔 週 聚會

神州 Shenzhou

徐品武/919-367-8511

週四 10am 長青團契

李蓓華/919-518-8308

讚美 Praise

董望祖/919-319-6945

週五 7:30pm 雅歌

舒瑞亞/919-380-9789

真愛 Agape

劉

週六 4pm 青草地

徐介樂/919-457-8586

信心 Faith

葉毅志/919-387-0717

每隔 週六 7:30pm

真理 Truth

宋

更新 Renewal (1,3)

鄒顯正/919-388-8935

長老

湯傑偉

詹其泰

陳國強

清心 Pure

戴東華/919-402-7147

以琳 Elim (1,3)

黃曉梅/919-846-9690

執事

文書:丁少文

財務:梁柏強

宗教教育:萬自弘

希望 Cary Hope

陳煌輝/919-462-3109

磐石 S. Rock (2,4)

林聖貴/919-267-9246

團契:李劍影

宣道:賀群

崇拜:葉受恩

和平 Peace

周逢閂/317-270-0175

週間姐妹查經班

學生團契 NCSU

譚

每週一 9:30am

朱佩君/919-386-9345

設備維修:李珉

總務:方宇軒

本地宣道:黃禮文

每週二 9:30am

康敏瑀/919-219-5410

關懷:黃泰然

資訊科技:李彤

每週三 9:45am

周奕婷/919-468-9738

岳/980-225-4320

晨/919-559-5487

卓/919-561-4488

教牧同工 顧問牧師:梁瑞龍 中文牧師:林春騰

粵語牧師:陳家榮

青少年輔導牧師: 兒童事工輔導:鄭燕 行政助理:朱佩君
Jerry Miller

肢 體 關 懷
1.李標榮及謝美隆夫婦的女婿 Tim Lei 有大腸癌。Tim 已於 3 月 27 日
開始做化療，請在禱告中記念，希望神醫治的大能臨到他。謝美隆
一般/General

請為主日講員代禱:國語堂講道主題—同心同行

Bud.Gen.Income to Date

$242,639.11

宣道/Missions

$21,462.56
$477.00

Actual Gen. In. to Date

$239,685.10

建堂/Building

$1,086.00

Bud. FPO Income to Date

$16,774.66

Actual FPO In. to Date

$18,221.00

Actual Building YTD

$21,290.04

愛心/Benevolent

日期

國語

粵語

英語

其它/Misc.
上週總計/Total

4/19

林春騰牧師

陳家榮牧師 Dr.Scott Hildreth

9266 Chapel Hill Rd,

奉 獻 報 告/Offering Report (4/5/2015)

夫婦及謝媽媽已於 3 月 28 日回來，暫定 4 月 18 日回 Ohio 。

出席人數

$23,025.56
國語: 288

Actual Benevolence

粵語: 54

英語: 278

$200.00

Cary, NC 27513
Tel: (919) 834-3815
www.raleighccc.org
Email: info@raleighccc.org

Office Hours: M-F 10am-4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