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蘭諾華人宣道會 

Plano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Sunday, June 6, 2021 

 

5025 Custer Road, Plano, TX 75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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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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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文堂崇拜講員 (English & Chinese Worship Speaker)：林炳輝牧師 (Pas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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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創國/周聖娟/垂政/垂治/宜萍/雅晴/顯暘/顯浩/晨恩/                    

                     喜恩；司琴：邱垂弘；吉他：邱垂政     投影片：陳春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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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ship Team敬拜組 

Offertory Song奉獻詩歌     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 

Prayer 禱告                                                                                                       

Lord’s Supper主餐 

Message 信息        什一奉獻？還在守律法？    林炳輝牧師 (Pastor Lin) 

                        創世記(Genesis)14:17-24；路加福音(Luke)11:42-44 

Responsive Song回應詩歌   若非耶和華建造房屋 

Announcement報告                                                                                                 
 

 

家務事 Announcement 
 

1. 中英文堂崇拜沒有 Zoom鏈接，但仍有 Youtube 網上直播。 

We will not have Zoom for English and Chinese worship, but Youtube live  

streaming is still available. 
 

2. 本週日開始重新開放：教會的疫情醫療小組開會後，建議教會六月份可以全面 

    的開放，進會仍然會量體溫，考慮到小孩尚未打疫苗，所以仍要戴口罩，如有 

變動會再通知。 

Reopening: PCAC pandemic medical team after meeting suggested that the church   

will be fully open starting today. Temperature taking at the entrance is required.  

A mask is required also because the children are not vaccinated yet. 
 

3. 本週日下午 1:30舉行小組長會議，在教堂實體開會。 

This Sunday we will have small group leaders meeting at 1:30pm. Please join in- 

person at church. 
 

4. 六月份午餐由提摩太組和恩典組一起服事。 

    Group Timothy and Group Grace will serve lunch in June. 
 

5. 6/12 (本週六) 異象尋求特會地點：ABC Day School, 4845 Hedgcoxe Rd, Plano。  

    請預留時間參加。 8:30 – 9am 早餐；9am – 4:30pm聚會；提供午餐。 

    6/12 the special meeting for vision seeking will be at the above location.  

8:30 – 9am breakfast；9am – 4:30pm meeting；the lunch will be prepared. 
 

6. 兒童事工 Children’s Minstry (Valerie See) 

    兒童學前班至五年級 配合教會的計劃今天開始在教會實體上課。 

    第一小時：9:30 AM 家庭敬拜 

    第二小時：11:00 AM主日學，希望繼續參加網上課程者，仍可由 Zoom學習。 

    參加教堂實體上課者應注意的事項及其他安全措施，我們會與你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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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ong with the rest of the church, PCAC Children's Ministry hopes to restart in-     

     person Sunday meetings (PreK - 5th grade) beginning today.  

     . 1st hour Family Worship Service @ 9:30 AM  

     . 2nd hour Sunday School @ 11:00 AM - Those who would like to stay online may    

     continue to join their classes via Zoom.  

     For those who will be coming in person, precautions and safety measures will be      

     communicated and taken! 

 

7. 夏季班成人主日學本週日開始，向任課老師報名。 

Chinese adult Sunday school spring quarter starts today.  

    (1) 新生命  講師﹕金成光/趙明淑 682-248-6297alonzokim@gmail.com 

    (2) 約翰福音 (四)   講師﹕傅牧師/傅師母 972-693-8476 fuguochao@gmail.com 

(3) 士師記/路得記  講師﹕陳義文/張芳麗/傅世昌  

      972-964-5765 david.chen.pii@gmail.com        

    (4) 以斯帖記  講師﹕沈晉作 469-859-0318 artechsheen@gmail.com 
 

8. 達拉斯華人基督徒青少年營會將於 6/16-20在營地舉行，請盡快向 Pastor Cody 

    報名。詳情請參閱網站 http://www.dccyc.org。 

     6/16-20 is the in-person Youth Camp DCCYC! Please register with Pastor Cody  

     ASAP! Here is the website for more information: http://www.dccyc.org  
 
 

9. 請樂意奉獻參與神國事工的弟兄姐妹可將支票投入禮拜堂的奉獻箱內或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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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教會急需徵召「志工」，協助提昇並整全教會的行政事工，若你有感動，請 

      直接與行政同工聯繫！ 
 

 

11. 聚會人數 Meeting Attendance  
     

      上週小組 (Last Week Small Groups)：151 
        

馬太 7 馬可 9 路加 12 雅各 11 雅歌 13 恩典 4 粵語 提摩太 4 拿但業 10 

仁愛 喜樂 12 和平 5 忍耐 16 恩慈 11 信實 11 信心 4 司提反 14 安提阿 8 
       
 

      上週日戶外聯合崇拜 (Last Sunday Worship In-person)：150 
   

      上週日主日學 (Adult Sunday School)：47 
   

新生活 5 約翰福音(n/a)  約書亞記 16 小先知書 6 

個人佈道法 親密之旅 19 Share the Gospel  1  
 
 

    上週三 禱告會 (Prayer Meeting) 16 
 

 12. 2021財務奉獻報告 Offering Report    
 

項目 全年預算 

Budget 

四月奉獻 

April 
offering 

四月支出 

April 
expense 

四月 April 

經常費 GF 

結存 balance 

五月 May 

奉獻累計 
Offering 

本月目標 

Monthly 
budget 

經常 General 541,528 36,041.48 39,794.31 ($3,752.83) 7605.07 45127 

宣教 Mission 80,600 9,759.95   349.81 6717 

South Asia  26.00   26.00  

建堂 Building  550.00     
慈惠 Benevolent       

總計 Total 662,128 46,377.43 39,794.31  7980.88 51844 
 
 
 

至四月底經常費累計收入 (Till April General Fund Income total)   :  132,893.28 

至四月底經常費累計支出 (Till April General Fund Expense total)  :  156,380.69 

至四月底累計結存 (2021 Balance till April)  :  <23,487.41> 
 

 

 

13. Happy Birthday!!! (六月) 
 
 

陳宏一 Tony Chen  安提阿组 

纪婕 Jie(Janice) Ji 提摩太组 

高鈺洁 Vicky Gao 雅各組 

徐苏 Sue Xu 路加组 

傅媽媽 Helen Fu 喜樂組 

何律 Geroge Ho 喜樂組 

鄭仙倫 Allen Jeng 信實組 
 

 
 

15. Happy Anniversary!!! (六月) 
 
 

林聖偉 Sam Lin 和平組 

甯美雯 Judy Ning 和平組 
  

《提摩太小组》5/28/2021 
 

达拉斯连续的下雨让这个夏天凉爽了不少。本周的小组聚会弟兄姊妹分享

了近期生活的点点滴滴，但大家似乎都在为未来的事情在做计划/规划，

有的要参加考试，有的要换工作，有的要考虑回国探亲的事宜，希望大家

可以多多祷告，让神为我们开路。 

随后的团契继续分享上个主日的牧师的讲道内容，大家都觉得教育子女或

者说服事家庭也是一种服侍神的方式，其实更重要的事情是抓住 timing。 

很多时候我们在家中的交流沟通都是无效的，如果可以在适当的时机说适 

当的话语，就会有很大的帮助。弟兄姊妹们也分享到应该好好培养自己好

的习惯，因为在家庭中好的习惯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身边的家庭成员。 

虽然我们小组的弟兄姊妹很多都还很年轻，没有自己的子女，但也不妨碍

我们发散思考，憧憬以后对自己孩子的教育和家庭生活。希望主继续帮助

我们，带领我们的每一步。 
 

    (請繼續下頁，Continue to next page) 

 

mailto:alonzokim@gmail.com
http://www.dccyc.org/
http://www.dccyc.org/
https://pcac.churchcenter.com/giving


《雅歌小组》5/29/2021 

 
5/29 周六的聚会 是 雅各小组 与 雅歌小组 一起联合户外聚会。大家相约

来到了林牧师的公寓室外聚餐。当天刚好是林师母的生日，大家很高兴 

一起为林师母庆祝生日。因疫情 已经有一段时间 未见面的一些弟兄姐妹

也来参加了这次的实体聚会；久违重逢的相见 让彼此间格外亲切。每个

家庭都带来了自己的拿手好菜。天南地北的美食汇聚一起，好像天国的宴

席，无比的美味。大家彼此问候，聊天，分享生活中的点滴。孩子们在游

泳池中嬉戏打闹，一片欢声笑语。不知何时大家都摘掉了口罩，那来自于

神的平安和喜乐就充满了我们。大家尽情地享受着神带来这一切的美好。

餐后，大家围绕在一起，刘嘉姐以《我们又在一起》和《用主爱真诚来爱

你》两首诗歌带我们进入敬拜。在刘嘉姐的带领下，大家一边唱，一边用

动作 来把歌词表达 对主和弟兄姐妹的爱。此刻的我们，彼此的心更加的

靠近，享受在神的爱里。然后，我们分 3组 以箴言 18章来学习圣经 如何 

教导我们与人沟通。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引导，启示和亮光。从学习和讨

论中我们意识到 讲智慧的话语 能够带给别人安慰，造就和劝勉 并可以滋

润人心。就如 18:4 “人 口 中 的 言 语 ， 如 同 深 水 。 智 慧 的 泉 源 ， 

好 像 涌 流 的 河 水 ”。但讲话不慎时，也会造成生命的破口，就如 18:7 

“愚 昧 人 的 口 ， 自 取 败 坏 。 他 的 嘴 ， 是 他 生 命 的 网 罗 ”。更严

重的是，一个人舌头所讲出来的话 会决定他的生或死; 就如 18:21 "生 死 

在 舌 头 的 权 下 。 喜 爱 他 的 ， 必 吃 他 所 结 的 果 子 " 。所以我们需

要留意所说的话，句句带着威力，无论是正面的 或是负面的。感谢神，

为我们预备了这么美好的夜晚。弟兄姐妹们彼此连接，心灵相交，大家不

仅品尝了美味的食物，还 以圣经话语 彼此交通和分享，喂养了我们，使

我们的灵里得以饱足。 
 

《雅各小组》5/29/2021 

 

今天雅歌和雅各小组联合聚会，一起在牧师公寓的游泳池边一起 BBQ和

potluck。大家好久不见，一起吃饭好亲切。 

 敬拜赞美：大家唱了两首歌《我们又在一起》和《用主爱真诚来爱

你》。牧师和刘嘉还带领大家一边唱一边做动作。 

 打开话题：读箴言 18章 1-6。每读一节，跟旁边人小声说，再跟另一

边人讲。游戏旨意在于让大家体会沟通的重要性，快快听，慢慢说。

第二个游戏是看图片用话表达出来，再讲给下一个人。每个人看图片

会有不同的看，再讲给别人后，别人听出来又不一样了。结合今天学

习经文体会沟通中容易产生误解。从图片中看到的信息不一样。我们

读圣经也一样，需要靠着圣灵帮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看见的。 

 今天学习箴言 18章 1-20。从箴言中学习到很好的教导， 比如

18:10 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18:11 不要向富人一样喜爱金钱过于看重

神 18:12 骄傲使人失败 求神赐给我们谦卑的心 18:13 的教导让我们更

能体会倾听就是爱，了解中有医治。18:14 忧伤痛悔的灵神不轻

看 18:17 恶人先告状，但真相总会大白 18:18 难的决定 需要合一

18:20 说造就人的话，圣灵所结的果子造就人，也造就自己。 

 最后在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中大家为师母庆祝生日。 
 
 

【信息大綱/筆記】  

 

1. 什一奉獻不同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林後(2 Corintians)9:1,7 

 

 

 

 

 

 

2. 什一奉獻為堅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申(Deuteronomy)8:12-18 

 

 

 

 

 

 

3. 什一奉獻為使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箴(Proverbs)3:9-10 

 

 

 

 

 

 

4. 什一奉獻為使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羅(Romans)11:16 

 

 

 

 

 

5. 什一奉獻為使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來(Hebrews)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