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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 Statement使命宣言： 

Welcome, Equip, Send歡迎、裝備、差派 
 

                Theme主題：Grow and Build Up in Love在愛中建立自己 
 

 
 

 

Senior Pastor主任牧師：林炳輝牧師 Rev. Dr. Benjamin Lin 

Pastor牧師：傅國朝牧師 Rev. Dr. Samuel Fu 

Pastor傳道：葛強生Cody Gustafson 

Pastor傳道：施瑜琪 Valerie See 
 

聚會時間表 Schedule of Service and Activities 
 

 

週日 (Sunday) 
9:30AM 英文主日崇拜 English Worship (In-person & Online) 

 中文主日學 Chinese Sunday School (Online) 

 兒童崇拜 Children’s  Worship (Online) 

11:00AM    中文主日崇拜 Chinese Worship (In-person & Online) 

 兒童主日學 Children’s Sunday School (Online) 

週三 (Wednesday) 
7:30PM 禱告會 Prayer Meeting (Online) 

7:30PM 職青組 Young Adult Group (Online) 

週四 (Thursday) 
9:30AM 姊妹查經團契 Sister Bible Study Fellowship (Online) 

週五 (Friday) 
8:00PM   成人小組 Small Groups (Online) 
 兒童組 Children Group (Online) 

 青少年組 Youth Group (Online) 

 

本週中英文堂崇拜講員(English/Chinese Worship Speaker)：Pastor Ric Sun 

音控/直播組(A/V Team)：Terry Chen/邱垂政/羅苑青/張峻峰/黃英哲/宋高 

敬拜組(Worship Team)：郭柏堉/羅苑青/張炎；司琴:李紋徽；投影片:陳春玉 

 

English In Person & Live Streaming Worship Service  

中文堂實體崇拜 + 網上直播 

Praise in Song讚美敬拜                                               Worship Team敬拜組 

Prayer 禱告                                                                                        

Message信息                                                                          Pastor Ric Sun 

The Great Wrestle: From Self-reliance to God-reliance 

(Genesis 32:22-31) 

Announcement報告                                                                                                 

Benediction祝禱 
 
 

家務事 Announcement 
 

 
 

1. 本週日下午一點舉行小組長會議，可以到教堂或是在線上一起來參與，若是當天 

    會到教堂來聚會，請事先告訴林牧師，以便預備午餐飯盒。 

    This Sunday we will have small group leaders meeting at 1pm. You may join in-person at  

    church or on-line. If you like to join in person at church, please let pastor Lin know. A  

    lunch box will be prepared for you.  
 

2. 2021年同工會各委員事工分配 GB Assignments： 

 Allen Jeng鄭仙倫: Worship, Asst. Building Management敬拜，教堂管理助理 

 Donny Xue薛曉東: Missions, Family差傳，家庭  

 David Chiu邱垂政: Treasurer, Creativity, Asst. Worship財務，創新，敬拜助理 

 Jane Liu鄒秀珍: Membership & Bylaw Revision, Special Ceremony Coordinator 

                 會籍&章程，特別儀式聯絡 

 Mitchell Wu吳明友: Building Manager教堂管理 

 Shikang Guan關世康: Secretary, Advisor to the Vice Chair秘書，副主席顧問 

 Terry Chen: AV & Website, Asst. Building Management 音控&網路，教堂管理助理 

 Tianteng He何天騰: Hospitality & Retention, Vice Chair迎新留舊，副主席  

 Wenbao Wang王文寶: Asst. Treasurer, Community Service財務助理，社區服務 
 

3. 下週日(1/31)上午 10時開始舉行聯合慶祝，是為見證分享主日，歡迎不分年齡提 

    供 5分鐘的短片或親身到教會分享神最近在你們生命中的工作以及你們的喜樂和負 

    擔，見證神的恩典，同時也可鼓勵其他會友的信心並為你們禱告。如你樂於見證， 

    請與兒童事工 Valerie See 聯絡(vsee@pcactexas.org, 817-980-8208)或其他牧者。 
 

    Next Sunday (1/31), we are looking for individuals or families to submit a video or come  

    in person to share a 5 minute testimony of how God has recently been working in their  

    lives. The purpose of these testimonials is to encourage faith in other members of our  

    congregation and give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an opportunity to pray for you and share in  

    your joy or burdens!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sharing a testimonial, please contact Children's Minister Valerie  

    See or any other member of the pastoral team.  

 

(請繼續下頁，Continue to next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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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下週日(1/31) 洗禮和接受新會友，已受浸但還不是 PCAC會友的弟兄姊妹歡迎加入 

    會籍，以及有心受浸者請與牧者聯絡，牧師會安排上課時間，可向辦公室索取申請 

    表格。 

    1/31 we will have baptismal Service and welcome new members. Please contact pastors if  

you like to be baptized or become a new member. You may get the application form from  

the church office. 
 

5. 請樂意奉獻來參與神國事工的弟兄姐妹將支票寄到教堂：5025 Custer Rd., Plano,  

    TX 75023，也可網上奉獻 https://pcac.churchcenter.com/giving 

    For your offering, you may mail checks to church or give on-line. 
 

6. 聚會人數 Meeting Attendance  

    上週小組 (Last Week Small Groups)：201 
        

馬太 7 馬可 13 路加 13 雅各 12 雅歌 16 恩典 20 粵語 3 提摩太 11 拿但業 10 

仁愛 10 喜樂 15 和平 6 忍耐 15 恩慈 13 信實 10 信心 8 司提反 11 安提阿 8 
       

   上週日實體崇拜 (Last Sunday Worship In-person)： 

   英文堂(English) 21；中文堂(Chinese) 33     
               

            上週日主日學 (Chinese Adult Sunday School)：48 
   

新生命 17 約翰福音 (上) 13 申命記 12 以斯帖記 6 
 
 

   上週三 禱告會(Prayer meeting) 22；上週四 姊妹會查經班(Sisters Group) 33 
 

         7. 2021財務奉獻報告 Offering Report    
 

項目 全年預算 

Budget 

上月奉獻 

Last Month 

Offering 

上月支出 

Last Month 

Expense 

本月奉獻累計 

Offering this 

Month 

本月目標 

Monthly 

Budget 

經常 General 541,528 169,376.94 65,144.15 14940 45127 

宣教 Mission 80,600 5820.82 18,391.00 1151 6717 

South Asia    26  

建堂 Building    665  

感恩 Thanksgiving      

慈惠 Benevolent      

總計 Total 662,128   16782 51844 
 

 

十二月份經常費收入 (December General Fund Income)   :  169,376.94 

十二月份經常費支出 (December General Fund Expense)  :    65,144.15 

十二月份結餘 (December Balance)                                                    :  104,232.79    

2020累積結餘 (2020 Year End Balance) :    85,875.25 

 

 

【小組花絮】 
 

 

 

《雅歌組 (1/15) 》 
 

這個週五有新朋友加入我們，歡迎 Jialin來到雅歌小組的家！ 由於新朋友的加

入，聚會在互相認識中開始。在牧師的建議下，不同於以前的自我介紹，組內

的兄弟姐妹開始了相互介紹。認識新朋友的同時 也了解到組員之間如何彼此

介紹對方。 

在貴前姐妹的代領下，小組開始了敬拜讚美。美妙的旋律，敬虔的禱告，將我

們很快帶入神的"家"。 接下來的是讀經禱告和主日信息分享。在朱紅姐妹精

心的準備下，牧師上週日信息的重點，在五分鐘的時間裡，在所有組員的腦海

裡被重新喚起。 隨後小組分成了兩個小小組，圍繞著主日的信息，大家一個

個分享了自己的感悟。有為司提反所感動的，有對他的行為提出問題的，還有

對於殉道的討論，etc。最後聚會在向外行動代禱中結束。 

 

《司提反小组感恩花絮》 
 

 感恩 神，上周天气虽寒冷，天父恩典保守小组弟兄姐妹一周工作生活的平安

顺利，有 神暖暖恩典大爱呵护；继续大能看顾保守小组弟兄姐妹继续在网路

上敬拜诗歌和查经，灵里联结团契，有美好丰盛的查经团契分享！ 

 感恩 神，感谢劉弟兄在繁忙工作与生活中辛勤地准备诗歌敬拜与带领查经，

很系统的带领小组弟兄姐妹查考经文，并第一次用高科技系统朗读查经资料，

让小组弟兄姐妹可以全面学习领会经文与牧师查经资料整理；感谢善华晓珊

精彩的补充，小组弟兄姐妹热情分享，回答问题；最后小组弟兄姐妹同心合

意地为美国下周 1/20日即将进行的政府总统换届，祈求祷告天父保守换届过

程的平安顺利，并天父继续大能抑制疫情，疫苗得到快速广泛接种！ 

 感恩 神，满满恩典引领小 Michael上周有美好的表现与进步！ 

 感恩 神，恩典看顾善华上周学期授课顺利开始，继续网路授课，天父赐能力

智慧与善华！ 

 感恩 神，继续恩典看顾小 Amos健康喜乐成长，天父继续大能看顾劉弟兄车

姐妹充足的体力看顾小 Amos；时时与 神同在，有 神满满恩典看顾！ 

 

《雅各小组聚会花絮(1/19)》 

 

1. 神给小组带来了新姐妹 Vicky,。组里的姐妹们很高兴有新朋友的加入，而且

感觉 Vicky和大家尽管刚刚认识，却没有初次见面的陌生感，倒有一种虽未谋

面，却已熟识的默契。可能是因为很多姐妹和 Vicky都是来自同样的故乡河南，

也可能是圣灵能把姐妹的心都连在一起吧。 

2. 甘霆的 PPT非常的棒，她的总结条理清晰简明扼要，让我们又一次把主日

信息好好的回顾了一遍。 

3.小组很感恩能有两个大牧师同时参加我们的聚会。所有的疑问都能当场有答

案。我们的小组长在带领小组的领导能力和祷告等方面都有很大的长进，受到

了牧师们的肯定。为晓东的进步而感谢主！ 

 

(下頁接《2020年路加组感恩寄语》，Continue to next page) 

 

 

 

https://www.youtube.com/redirect?redir_token=NxDJhMtFSB0vmA2qP-i6viTcLB98MTU4NDQ1NzQ2NEAxNTg0MzcxMDY0&event=video_description&v=aD5ghA96D3s&q=https%3A%2F%2Fpcac.churchcenter.com%2Fgiving


《2020年路加组感恩寄语》 

 

 何勇石洁家庭  

 姜学明何倩家庭  

 Justin & 婷婷家庭  

 徐苏家庭  

 王健易丽家庭  

 许治行赖丽梅家庭  

 袁杰鲍正英家庭  

 郑威徐瑞家庭  

 杨盛宏李漪英家庭  

 

〈数算神在 2020 年里带给何勇石洁一家人的恩典 〉 

元月二号第一天上班得知公司有重大裁员，所在部门从老板到同事都离开了公

司，但蒙神保守何勇很快在公司内部其它部门入职。本该八月移居加州，但疫

情原因得以在家工作至今。 

侄女春节期间回国探亲，赶上突发疫情，美国颁布禁令所有中国航班不能入境，

所幸侄女在禁令生效前成功绕道首尔安全飞回 Dallas，不久后不仅顺利得到一

份正式工作而且拿到工作身份，感谢 BSF 小组长为她的祷告。 

疫情开始期间国内口罩短缺，美国也断货，得知需要后海燕姐妹毫不犹豫把自

己家里的口罩拿来分享， 解了燃眉之急。  

今年秋天 81 岁的母亲身体出现不适需要手术，感谢主的怜悯并保守手术及术

后恢复一切顺利， 母亲及家人都没有经厉波折和痛苦。 

今年外甥在美国求学，虽然整个春季课程都是网上进行，但毕竟顺利拿到学位，

并在中美通航后安全回国，而且顺利拿到一份中信银行的工作。 

疫情缘故大女儿可以一直在家上班，不仅节省了交通时间，而且解决了一直困

扰她的宠物狗的分离焦虑问题。  

疫情期间小女儿因学业要求必需每周两天在医院实习，感谢主保守她一直平安

建康，而且实习课业成绩优良。 

今年九月经海燕姐妹介绍开始尝试学习跑步，意外发现居然可以在短短两个半

月之内成功突破了十公里，感谢姐妹分享信息以及不断的勉励支持。更感谢教

练也是教会主内王弟兄的耐心辅导，而且分文不取。 

感谢主，在这么困难的环境下，居然所有的出租房和房客（自己的和帮人管理

的）都没有受疫情的任何影响。简直是超乎所想所求。  

2020 一年虽然不能去教会参加敬拜与小组查经，但全家人都没有停止过主内

的团契，特别是看到孩子们在疫情期间仍然线上参加聚会及 retreat，听到她们

的小组分享十分欣慰。  

今年的圣诞节虽然没有了以往的外出度假，但一家人聚在 Austin女儿处同样

享受了一周温馨美好的时光，与女儿们有了深入的沟通，认识到成年子女希望

从父母得到的不再是引导教训，而是信任，理解和支持。  

感谢牧师和组长鼓励大家将一年的恩典时刻记录下来，年末之际再次提醒自己

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神以外。愿一切荣耀都归我主我神。 

 

〈姜学明何倩家感恩话语〉  

2020年就要谢幕了！在此新旧交替之际，  

我要感谢天父赐给我们与家人的所有平安与恩典。  

感恩天父让我们在肆虐的疫情中得以保全和康健。  

让我们奋战在医疗第一线的孩子们在尽全力抢救  

病者的同时也蒙受您的仳佑与安慰。  

我们也莫大的感恩您保守我们病榻上的父亲  

与病痛相对时的毅力与隐忍，让他能不懈的坚持，  

使他能对生有极大的渴望。  

我们更是蒙福于神，让我们在家里安心的工作，  

让女儿安全的返美和顺利的找到纽约的住处。  

耶和华是万能的神，他所赐予的恩典无所不在，数述不尽。  

就像大卫诗篇歌颂的那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我赞美我们这位至圣的神，今在永在的神！  

我愿与你同在，我愿与你同心，与你同行，  

在您所指的道路上前行而不疲乏，信实而不虚怕。  

感谢您的恩慈永存，颂扬您的荣耀永世！  

 

〈Justin & 婷婷家庭〉 

感恩全家人身体健康！  

 

〈徐苏姐妹的感恩话语〉  

2020的三月份隔离初期，我们跟风买了多种不同的蔬菜种子....育苗移栽都很

顺利，我每天都在院子里浇水除草，很忙的样子. 尽管期间有几种不知不觉中

找不到了：比如百里香，和一种杂草很相像，估计被当作杂草除掉了；比如小

葱苗，细弱头发 ，在太阳的暴晒下逐渐消亡……你依然忙得不亦乐乎. 

就这样半年过去了 ，在朋友圈不断地看到别人晒各种收获，我们院子里除了

一片绿色没什么任何成果，于是我开始有了放弃的想法.刚好九月的达拉斯连

下了几场雨 .下雨以后我连去后院都懒得去了，也不再照顾它们.我觉得我以后

不会再浪费时间种什么菜了.... 

时间又慢慢过去 ，十月中的某一天，我无意去后院，竟然看见满满的辣椒 西

红柿 豆角...在我已经放弃它们的一个多月里竟然硕果累累 . 这突然的一幕让我

感动....感谢我们的主！在人不能的事在神都可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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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易丽家〉 

在 2020年即将结束的时刻，回顾这一年，确实有很多值得感恩的时刻。我想

说的是圣经每天都在教导我们如何享受生活，圣经也在教导我们如何面对逆境。

我要感恩慈爱天父每天的看顾保守。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在疫情最严重的武

汉，慈爱的天父时时刻刻在看顾保守我们的父母和家人。正如罗马书所说的，

信主的人，就是在患难时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

老练生盼望。父母隔离时，形势特殊，我无法回到家中照顾，只好每天发圣经

金句给父母。靠着天父的看顾保守，我的父母在隔离时也是心情平和，抱着盼

望，最终顺利结束隔离，生活恢复正常。神的大能无处不在彰显。神的厚恩，

主的深爱及圣灵的大能每天都在看顾保守着我们。感恩慈爱的天父！ 

 

〈许治行，赖丽梅感恩寄语〉 

2020 是我们家经历了许多病痛及困难的一年。在这些过程中，我们随时都感

受到神的同在。祂的同在带领我们走过这段路。为此，我们献上感谢。 

 

〈袁杰，鲍正英〉 

时光飞逝，2020年的新年钟声好像就在耳畔，却在不知不觉间，就这样接近

尾声了。回想这一年，觉得收获甚微，年初时的种种计划安排以及对于各个假

期的种种期盼也都因为病毒流行而化为泡影最终成为遗憾，以至于让我觉得

2020年就这样几乎没有什么记忆地匆匆从指缝中流走了。 

然而，在年终的这一日，当我回味这看似乏善可陈的 2020年的时候，我不由

得要向神大声感恩，因为这病毒的流行虽然让我们少了很多属于世界的快乐，

却可以更加专注于神的恩典和保守。 

在这一年里，我的大女儿上了大学，虽然心中有无限的不舍和担忧，我们依然

决定送她到千里之外的大学校园去享受大学时光。在上学期间，她身边的很多

的同学一个个感染病毒，她却在每周一次或者两次的检查中一直保持阴性，直

到不久前她的一位外州同学来访过后，她主动去医院做了一系列检查，除了所

有项目全都是阴性以外，竟然发现她已经有了抗体。我不知道要怎么解释一个

人在一直的病毒检测中呈阴性，还能产生抗体这件事，只有惊叹与大声感恩。 

实际上，要为健康而感恩的又岂止是我的大女儿呢。开学以来，我作为老师一

直在学校上课，我的小女儿也每天到学校上学，而我的先生更是常常出差，甚

至即使在不出差，也要常常下班以后到工地监理夜间工程进度和质量。在这病

毒流行的一年，我们一家可以健康如常地工作，这是神多么大的恩典。 

2021年即将来临，我要向我们的神献上赞美与感恩，因为我知道，我的天父

看顾我们于岁首年终，他的大能与慈爱必与你我和这个国家同在，创造奇迹，

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 

 

〈郑威 徐睿〉 

2020年只剩下最后一天了. 回顾即将过去的一年, 感慨万千却又一言难尽. 由于

新冠疫情的爆发和传播，这一年无论是在我们个人生活中，还是在人类历史上，

都要算做非同寻常的一年。我们的心情也随着疫情的发展变化起起落落曲曲折

折。  

虽然我们在这一年中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回顾过

去还是有许多感恩和感动的时刻可以与大家分享。由于疫情的原因，我们有更

多的与家人共处的时间，收获与家人同享日常生活点滴的满足与快乐。这种满

足与快乐在过去是不常有的，相信在未来也是难得的。疫情中的居家生活，让

我们更加体会到家人之间的亲情和温暖，是我们心中爱的源泉, 给予我们战胜

困难的勇气和激励我们不断前进的力量。有爱，就有希望，就有光明。有爱，

我们即使在黑暗中也不害怕不迷失。2020 年，我们感恩我们不仅有家人的爱，

也有教会朋友的关心，更有神的大爱和指引。2020年，带给我们很多难以言

说的无助，伤痛，甚至绝望，但是也让我们义无反顾地成长，留下了弥足珍贵

的回忆。让我们带着这份回忆，迎接一个充满希望的 2021。 

 

〈杨盛宏 & 李漪英〉 

当 2020 如约而至之时，谁曾想迎来的是时代大事，见证的是前所未有的历史。  

年初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不知情的高龄母亲还在住院治疗，父亲和姐姐每天

家里医院两头奔波照顾，1/22在治疗未结束的情况下，医生建议出院回家继续

自我疗养恢复。23日清晨，武汉戒严。当得知所住医院前期都已经接受新冠

病人时，不仅担心母亲病情的恢复，更是焦虑期间是否会被传染。  

接下来谁能想到口罩消毒液手套等防疫物质成了最紧俏的日用品，小组谢高莲

姐妹送来口罩，袁杰兄弟帮忙购买口罩。 

从东到西的疫情，横扫荆楚大地, 肆虐牛仔之乡, 从三月中开始, 美国疫情严重, 

盛宏每天去办公室上班, 公司先后有多人感染, 办公区域数次深度消毒。美东疫

情爆棚, 老大所在费城儿童医院有数十位病人因新冠去逝, 医疗团队的一名主治

医生被感染进 ICU抢救, 且病情十分严重。秋季小女儿练芭蕾的学校也沦陷了, 

收到通知之前, 她每周都去练芭蕾.发生在家人和朋友间这样的Moments还有许

多……. 

感恩，在疫情里有神的保护，看顾和怜悯，使身体软弱的得以康复；使处于被

封区域之内父母亲朋的心灵平安，在孤单时得着你的陪伴。在缺乏时，有你的

供应和恩惠。  

感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 在这样的时刻用他的大爱托着我们; 在乌云密布的日子

里，依旧使我们透过云层看到束束光亮; 在患难中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信心; 

在无助时, 作我们随时的帮助。  

感谢神, 藉着祂的大能, 我们小家庭和我们远在万里之外的亲人, 在疫情中都平

安康健。神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中得以完全。  

同时为着路加组的兄弟姐妹们感谢神，在 2020年, 有风雨同行的，默默付出的，

彼此关爱的、心存顺服的，顾全大局的，勇担重担的，无论是近在眼前还是远

在天边，都足以丰富人生，震撼心灵；感动的同时，心怀深深的感恩。  

时光流逝，岁月依然，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告别 2020，为珍惜，为经历，为

拥有；携手迎接 2021，为初心，为撒种，为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