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蘭諾華人宣道會 

Plano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Sunday, February 13, 2022 

 

5025 Custer Road, Plano, TX 75023 

Tel: (972) 867-2990; http://www.pcactexas.org 
 

Mission Statement使命宣言 
       深度委身於「彼此相愛」、「成全聖徒」以建立神的子民 

We committed to "love another" and  

"equip the saints" to build up God's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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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ordinator聯絡人：趙明淑 Ruth 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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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st hour 兒童主日學  Children’s  Sunday School (In-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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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nd hour 兒童主日學 Children’s Sunday School (In-person & Online) 

11:15AM    青少年生活小組 Youth Life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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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BD) 

 青少年組 Youth Group (Online) 
 

 

中英文堂崇拜講員 (English & Chinese Worship Speaker)： 

鄭彼得宣教士 (Peter Trinh) 

音控組 (A/V Team)：邱垂政/張峻峰/黃英哲/馬少彥/宋高 

敬拜組 (Worship Team)：鄭仙倫/甯勝秋；司琴：李紋徽；投影片：韋梁鈺 

English & Chinese In Person & Live Streaming Worship Services  
 

中英文堂實體崇拜 + Youtube網上直播 
 

Praise in Song讚美敬拜           凡事都有神的美意            Worship Team敬拜組  

                                                 認識你真好/得飽足 

Offertory Song奉獻詩歌                將最好獻主 

Prayer 禱告 

Scripture Recitation 經文背誦 

Message 信息                       The Unfinished Task                            Peter Trinh  

                                                      那未完成的使命                      (鄭彼得宣教士) 

                                               Matthew (馬太福音) 24:14  

Responsive Song回應詩歌          我在這裡我願意 

Announcement報告                                                                        

Doxology三一頌                                                                                          眾    立     

Benediction祝禱                                                                  林牧師 Pastor Ben Lin 

Amen阿們頌                                                                                                眾    立  
 

家務事 Announcement 
  
 

1.歡迎新朋友，一次歡迎，永遠歡迎。上周日新朋友：丁亞麗與家人。 

Welcome new friends. Welcome once, welcome forever .  
 

2. 4/17 (復活節主日) 我們將舉行浸禮和歡迎新會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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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與辦公室聯絡並索取申請表格，牧 

    師會安排上課時間。 

    On 4/17 (Easter Sunday) We will have a baptism and welcome new members. Please  

    contact church office and get an application form. The pastors will arrange classes for  

    you.  
 

3. 春季班成人主日學 3/6開始，請參考課程簡介，課程如下： 

    Chinese adult Sunday school spring quarter will start on 3/6. Here are the classes: 

    (1) 新生活 ~ 講師﹕李友義/阮慧珍 214-435-9626 peterpam77@gmail.com  

    (2) 教牧書信 (三) ~ 講師﹕傅牧師/傅師母 972-693-8476 fuguochao@gmail.com 

    (3) 列王記上 ~ 講師﹕陳義文/張芳麗/傅世昌 972-964-5765  

          david.chen.pii@gmail.com  

    (4) 小先知書 ~ 講師﹕沈晉作 469-859-0318 artechsheen@gmail.com 
 

4. 靈修 QT的材料，「活潑的生命」 

    我們又補定了一些二月份英文及孩子們活潑的生命的材料，若有需要請到禮拜堂 

    拿取。 
 

5. 小組實習組員裝備課程，已於 2/5週六開始。 

    A. 對象：不分性別年齡，有心投入小組生命建造的肢體都歡迎 

    B. 時間：連續七個週六，早上 10-12時 

    C. 地點：教會 120教室 

http://www.pcactexas.org/


         七次主題 

    a. 小組的群體動力的產生及功能 

    b. 小組的核心內容及目標 

    c. 小組的組員生命階段及需要 

    d. 小組的運作引導操練 

    e. 小組員的守望與造就 

    f. 小組的外展實際方案 

    g. 小組的繁殖途徑與步驟 
 

6. 請樂意奉獻參與神國事工的弟兄姐妹將支票投入奉獻箱內或寄到教堂：5025   

    Custer Rd., Plano, TX 75023，或網上奉獻 https://pcac.churchcenter.com/giving           

    For your offering, you may put into the offering boxes in the sanctuary, mail   

    checks o church, or give on-line.  
            

7. 何守杰的母亲，主内姊妹刘明珍，于二月六日傍晚因心脏功能衰竭急救无效，被 

    主接去，安息主怀。享年九十岁。因疫情严重，家人决定不安排追思礼拜。家人 

    已于二月九日向遗体告别。在此期间教会牧者们及弟兄姐妹们给予了很多关心、 

    追思纪念和安慰，家人表示深深地感谢。感谢弟兄姐妹们从神而来的爱心表达。 
 

8. 聚會人數 Meeting Attendance  
     

    上週小組 (Last week small groups)：182 
               

馬太 8 馬可 11 路加 11 雅各 16 雅歌 11 恩典 6 安提阿 8 提摩太 11 拿但業 11 

仁愛 11 喜樂 19 和平 8 忍耐 8 恩慈 12 信實 9 信心 10 司提反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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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堂 (English) 22；中文堂 (Chinese)  61 

    上週日主日學 (Adult Sunday School)：36 
   

新生命 4 教牧書信 14 撒母耳記上 12 小先知書 6 
   

    週日詩班練習 (Adult Choir )  18 

  上週三 禱告會 (Prayer Meeting)  13 

    週四 姊妹會查經班 (Sisters Group) 28，2/17查考约翰福音第 17章   

 

 

9. 2021財務奉獻報告 Offering Report    
 
 

項目 十二月奉獻 

December 
offering 

十二月支出 

December 
expense 

到十二月底 

累計結存 

Balance till 

end of 2021  

一月 Jan. 

經常費結存 

GF Balance  

Tentative 初定的 

二月奉獻 

February 
Offering 

經常 General 60,200.33 53,013.68 -24,078.2 23752.46 12260.92 

宣教 Mission 9,446.25 21,487.53 23,743.92  1377.73 

Retreat   -882.44   

建堂 Building 99.92 0 25,616.28  200.00 

慈惠 Benevolent 1,624.78  3874.89  1266.00 

愛心 Love Fund 15,332.64 15,300 32.64   

午餐 Lunch 794 840 507.37  70 

月曆 Calendar 66  63   

Special In (books) 57 1170 -1113  205 

Special In   25   

總計 Total 87,620.92 91,811.21 27,789.46  15379.65 

至十二月底經常費累計收入 (Till December General Fund Income total)   :  490,991.64 

至十二月底經常費累計支出 (Till December General Fund Expense total)  :  515,069.84 
 

   

 

【為一顆柔軟的心禱告 Pray for a soft heart】     
 

親愛的主耶穌， 

我為________ (人名) 獻上許多感謝。 

我們知道祢比我更愛他/她，並且祢希望他/她的心迴轉向祢。 

我求祢使________ (人名) 剛硬的心變成肉心，來軟化他/她不信的心。 

請讓________ (人名) 的心可感受到祢， 

並感受聖靈在他/她生命中的激勵和感動。 

求祢賜給他/她一顆新心，一顆潔淨的心，以及一顆跟隨祢的心。 

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Dear Lord Jesus, 

My thanks go to ________ (name). 

We know you love him/her more than I do, 

and You want his/her heart to turn back to You. 

I ask Thee to turn the hardened heart of ________ into flesh, 

to soften his/her unbelief. 

Please let the heart of ________ (name) feels You, 

and feels the inspiration and touch of the Holy Spirit in his/her life. 

Please give him/her a new heart, a clean heart, and a heart that follows you. 

Pray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Amen. 

 

講員(Speaker)：【鄭彼得宣教士】          
 

Peter Trinh - An oversea Chinese born in Vietnam, went to college in US (1970), 

started a computer software business (1980), and called to mission ministry (1990). 

In 1998, Peter moved his family of 5 to China for 2 years. Since then, Peter has 

traveled around the world to mobilize Christians, churches & organizations to heed 

the Great Commission, and to challenge believers to invest into eternity. Peter & 

Sarianne travel extensively among 

China, Indonesia, Panama & Hong 

Kong. For the past 10+ years, Peter 

has focused his ministry on a special 

vision – “Indonesia for God’s Glory”.  

鄭彼得弟兄 - 越南華僑，早年留學

美國 (1970)。創業電腦軟件公司 

(1980)，並蒙召投身普世宣教 

(1990)。一九九八年順服主的引

導，一家五口搬遷到中國 两年。 

過去十多年，鄭弟兄在世界各地傳

遞宣教異象及鼔勵信徒，教會與機構 積極合作參與大使命，一同投资永恒。

https://pcac.churchcenter.com/giving


鄭弟兄夫婦目前經常到中國、印尼、巴拿 馬及香港事奉。過去十多年，鄭弟

兄委身推動 "褔音遍傳印尼" 的異象。 

 

林牧師：【今日經文】 
 

 

第一個金句 約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節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

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合和本）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把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給你們的，跟世人所給的

不同。你們心裏不要愁煩，也不要害怕。（現代中文譯本） 
 

如果心裡沒有深沉的寧靜，人將會被緊張、不安和病痛吞噬。詩歌、夕陽、

月光、沙灘上此起彼落的波浪，這些都可以做為醫治心靈的鎮靜劑，但卻欠

缺浸透心靈的力量。真正能讓心靈得醫治的「靜」是必須能到達心底的。時

常反覆背念金句，不久完全的平安將浸透到你心中。緊張、坐立不安的時

候，好好思考這個金句，想像從金句散發出來的醫治的芳香擴張到你心中的

每一個角落。 

 

林牧師：【十二籃零碎分享】 
 

約沙法便懼怕，定意尋求耶和華，在猶大全地宣告禁食。於是猶大人聚會，

求耶和華幫助。猶大各城都有人出來尋求耶和華。（歷代志下 20：3-4） 

 

你是否曾處於似乎完全沒有希望的情況？感到被周圍的挑戰所困擾和壓抑，

沒有任何出路，甚至是暫時的喘息機會？也許在敵對情況的累積下，你感覺

好像整個生命正在失控崩解。 

 

這正是約沙法王和猶大支派發生的事情，當時他們被三支強大且嗜血的軍隊

圍攻，敵人迅速向耶路撒冷前進（歷代志下 20章）。他們的敵人毫不留情

地全力以赴，為要殲滅他們和耶路撒冷所有居民，他們面臨著孤獨無望的局

面，看起來他們似乎陷入了悲慘的結局。 

 

當約沙法被告知有很多敵人時，他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恐懼！我不知道你怎麼

想，但這給了我希望！我很高興上帝的話語，給了我們一個關於約沙法的真

實圖像。他不是一個勇敢的戰士國王，總是充滿信心，並擁有不成比例的火

熱勇氣，隨時準備擊敗他的敵人。不，他是一個普通人。他和你我一樣，會

驚慌失措。 

 

但是，約沙法與眾不同的是，即使他害怕，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定意尋

求耶和華」（歷代志下 20：3）。每當我們害怕時，這就是你和我需要學會

的事情。不要再深陷自己失敗的深淵，而是要知道當你感到被環境壓倒時，

那就是你需要定意尋求主的時候。而不是逃避上帝，或對祂產生苦毒、憤

怒、沮喪和失望的時候。嘿，上帝不是你煩惱的製造者。祂是你的信心、勝

利和成功的創始者和完成者。 

 

約沙法的故事告訴我們，恐懼會發生。當你害怕時，上帝不會定罪你。但是

當你收到負面的醫療報告，或者有關你的家庭或事業的壞消息時，你要定意

尋求主。耶穌是你的答案！祂對你完美的愛，將消除所有的恐懼。 

 

林牧師：【與恐懼絕交書】 
 

恐懼，我鄭重宣告跟你絕交！你糾纏我已經夠久，我被你害慘了！我要向你

說夠了、夠了、夠了！ 

 

從今以後，你來敲門我絕對不給你開門！你賴著不走，我要打電話「報警」

（聖靈）他一定會發下保護令！不准你靠近我 30公尺之內！ 

 

你打電話來我絕對不會接聽，我會把話筒轉交給耶穌基督。 

 

你來信、傳 email我絕對不會看！我要晝夜思想神的話！不容許你任何一句

話存在心中、留在腦海裡。 

 

我會天天領受聖經中記載的 365個不要怕！ 

 

我要常常保守自己在神的愛中、在愛裡沒有懼怕、沒有一點懼怕的時間、空

間、情緒！ 

 

我不會跟你說再見，因為我們永遠不再見面！在此與你訣別！！ 

 

但願你能夠跟我一起宣告，這一封與「恐懼」絕交書！ 

 

周神助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