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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5 Custer Road, Plano, TX 75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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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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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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line) 

 青少年組 Youth Group (Online) 
 

本週中文堂崇拜講員(Chinese Worship Speaker)：林炳輝牧師 

本週英文堂崇拜講員(English Worship Speaker)：Pastor Ben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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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郁翔/張美卿/肖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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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ertory Song奉獻詩歌               獻上活祭 

Prayer 禱告                                                                                        

Message信息     Living in Grace (1): Foundation of Grace - the Love of God                              
                        活在恩典中(一)恩典的基礎 – 神的愛     林牧師(Pastor Ben Lin) 

                                      (Romans羅馬書 8:37-39)                                    

Responsive Song回應詩歌    豐盛的應許 (By Faith, I Receive) 

Announcement報告 

Benediction祝禱 
 
 

 

【信息大綱Message Outlines】  
 

1 神最重要的___ The most important attribute of God is ____________________ 

2神的愛是___得到的？How to receive the love of of God?__________________  

3神的__與___對信徒的意義 The ______and ______ of God and what they mean  

   to the believers 

4神的愛在___的影響 The influence of God’s love in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務事 Announcement 
 
 

1. 本週日下午一時，有治理同工月會，歡迎會友旁聽，但事先需要讓牧師們知道。 

G.B. will meet today at 1pm. Members are welcome to sit in, but please let the pastors  

know first.  
 

2. 下週日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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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t Sunday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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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2 (週五) 晚上 8時將舉行受難節聯合主餐禮拜(實體敬拜+直播)，請預備心參 加。 

    4/2 (Fri.) 8:00pm: Good Friday joint Service (in-person+livestream) with the Lord’s  

    Supper. (中文堂小組查經暫停) 
 

4. 4/4復活節將舉行洗禮和接受新會友，弟兄姊妹歡迎加入會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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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aster Sunday we will have baptismal Service and welcome new members. Please  

contact pastors. You may get the application form from the church office. 
 

5. 4/4 週日為見證分享主日，歡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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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繼續下頁，Continue to next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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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April 4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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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see@pcactexas.org, 817-980-8208) or any other member of     

the pastoral team.  
 

6. 春季班成人主日學已經開始，歡迎任選一課參加。 

    Adult Sunday school spring quarter has started. Here is the list of classes: 

    (1) 基要真理  講師﹕王文寶/孔令華  drwangw@gmail.com 

    (2) 如此我信《新生活》 講師﹕金成光/趙明淑 alonzokim@gmail.com 

    (3) 約翰福音 (三)   講師﹕傅牧師/傅師母  fuguochao@gmail.com 

    (4) 約書亞記  講師﹕陳義文/張芳麗/傅世昌  david.chen.pii@gmail.com 

    (5) 小先知書   講師﹕沈晉作  artechsheen@gmail.com 

    (6) 個人佈道法  講師﹕ 趙丹博 (Daniel Zhao)  eldanielzhao@gmail.com 

    (7) 親密之旅成長小組  聯絡人：甘霆、吳貴前，欲上此課者，請先報名。 

          甘霆 (972-342-2254) tinggan@yahoo.com 

          吳貴前 (469-301-5513) wuguiqian@yahoo.com 

(8) Share the Gospel  Teacher (講師): Forrest Dillon  forrest_dillon@yahoo.com 
 

7. 請樂意奉獻來參與神國事工的弟兄姐妹可投入禮拜堂的奉獻箱內或將支票寄到教 

  堂：5025 Custer Rd., Plano, TX 75023，也可網上奉獻 

    https://pcac.churchcenter.com/g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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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rch, or give on-line. 
 

8. 聚會人數 Meeting Attendance  
     

    上週小組 (Last Week Small Groups)：204 
        

馬太 7 馬可 10 路加 13 雅各 15 雅歌 11 恩典 19 粵語 3 提摩太 11 拿但業 15 

仁愛 9 喜樂 17 和平 6 忍耐 14 恩慈 11 信實 11 信心 8 司提反 16 安提阿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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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堂(English) 16；中文堂(Chinese) 19  
     

   上週日主日學 (Adult Sunday School)：64 
   

新生活 9 約翰福音 11 約書亞記 14 小先知書 6 

個人佈道法 親密之旅 23 Share the Gospel  1  
 
 

   上週三 禱告會 (Prayer Meeting) 20；上週四 姊妹會查經班(Sisters Group) 27 
 

  9. 2021財務奉獻報告 Offering Report    
 

項目 全年 

預算 

Budget 

一月奉獻 

January 
offering 

一月支出 

January 
expense 

一月份 

經常費 

累計結存 

三月 March 

奉獻累計 
Offering 

本月目標 

Monthly 

budget 

經常 General 541,528 23618.67 38234.80 (14,616.13)    39737.60 45127 

宣教 Mission 80,600 2250.49 0  1976.44 6717 

South Asia  26.00   26.00  

建堂 Building  664.83   22107.03  

慈惠 Benevolent  100.00   2000.00  

總計 Total 662,128 26659.99 38234.80  65847.07 51844 

10. Happy Birthday!!! (三月) 
 

金新  Serena  拿但業组  

杨石在 Valentina Yang 雅歌組 

翁文章 Wen-Chang Weng 信實組 

張美卿 Amy Mei-Ching Huang 喜樂組 

劉勃松 Bosong Liu 路加組 
 
 

11. Happy Anniversary!!! (三月) 
 

赵丹博 Daniel Zhao 提摩太組 

 Eunice Lee Zhao 提摩太組 

陳義文 Yih-Wen Chen       喜樂組 

張芳麗 Fangli Chen 喜樂組 

   

李婷婷 Grace Li 路加组 
 

 

 

【小組花絮】 
 

 
 

《雅歌小组》3/13/2021 
 
 

 

感谢主 今天 3月 13日，雅歌小家庭添了最新，最小的成员，上帝保守赐给张

雁东 家庭 一位可爱健康美丽的新生小女儿。张雁东 弟兄发自肺腑，感慨：感

恩那创造生命的神！感谢主一路保守妻子怀孕的过程，所得到的宝贝是耶和华

所赐的礼物。  
 

打开话题以一幅图片开始，一位悲哀落泪的女子在描绘一幅自己开心喜乐的画

面，弟兄姊妹纷纷就这图片敞开心扉，分享内心感受。 “全新的你” 和 “十架

的爱” 两首诗歌带领大家进入敬拜赞美 并为小组每个家庭感恩和代祷。  
 

3月 7日 崇拜信息的主题 “又新又活的路” 希伯來書 10 章 19-23 節 引进了 我

们今晚讨论的焦点。有家庭分享上帝 如何 透过 新的渠道 带领夫妻 和另一位

组员 走出华语舒适区，一起去参加 跨教会的英语《圣经》专题培训班，认识

到跨族群的基督徒 (包括主内的印度人，美国白人的弟兄姊妹 等等) ，与他们

建立了有意义的生命连接，扩宽了生活关系网 (Oikos)。有弟兄鼓励大家拓展

自己，去参加 PCAC 主日学 , 例如：“亲密之旅” 等课程。在婚姻和家庭生活上

更多地彼此建造，踏出舒适区，步入水深之处。有姊妹分享主日学的内容越来

越贴近主内弟兄姊妹的实际需要。大家愿意有崭新的看见，从老我中突破自己，

让圣灵带领我们和主有更多的亲密连接。 

 

《雅各小组》3/16/2021 
 

(請繼續下頁的小組花絮，Continue to next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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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小组》3/16/2021 

 
 国文带着大家回忆“童年的梦想”，有“发明家”、“公主”、“老师”、“市

长”、“音乐家”、“主持人”、还有“打酱油”的等等。 

 在诗歌敬拜中我们来到天父面前，再次把我们的人生和梦想交在神的

手中，渴慕“更深经历祂”。 

 在经文和信息分享中大家回顾了杨牧师和杨师母用生命见证神的震撼

证道“每天靠主得胜”。我们看到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量身定做的奇妙

计划和带领，也被杨牧师夫妇对神的单纯热烈的爱以及顺服的心而激

励。 

 聚会后大家还闲聊，咨询诸如保险和过敏等等信息，最后三个多小时

才依依不舍地互道晚安了。 

 

《提摩太小组》3/19/2021 

 
当心里没有特别有感动的破冰的话题的时候，该怎么办？聊当下，聊新闻！针

对最近的 Asian Hate的事情，大家心情都很沉重，已经为此祷告了几天了。 

大家分享了一些好用的胡椒喷雾，能发出巨响的钥匙扣等，希望能在危险的时

候，为自己争取时间逃生，少受伤害。 我们基督徒借着耶稣的爱，会做很多

好事和善事，希望影响别人的生命，荣耀主的名。但是不是做的越多，神越喜

悦，神看中的是我们的悔改的心意。做个不是很恰当的类比，我们作为亚洲人，

不是越懂礼貌，越约束自己，规范自己，成为所谓的“模范”，就越能得到他人

的认可。从排华法案到 China Virus, 我们一直都是仇恨，偏见，傲慢的受害者。

我们一直都是罪的受害者。 

 

大家都觉得上周日杨牧师夫妇的见证讲道很有意思。他们非常的真诚，真诚的

面对自己的内心，真诚的面对自己的欲望，他们能坦白的和神说，自己想要打

麻将多挣一些钱，也能坦白的悔改，神，我做错了，我想多赢钱是不对的。杨

牧师甚至能在与神的直接对话里，直面血淋淋的事实，主，我不爱你！有时候，

他们像敢爱敢恨的江湖儿女，直来直去，干脆利落，没有虚伪。但是，他们不

是江湖儿女，他们是神的儿女，是神所拣选的子民。他们的改变不是自发的，

是主的一步步带领。主会用自己的方式让你悔改，来接受救恩。 

在主里，愿我们不受试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