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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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v. Dr. Benjamin Lin) 

音控組(A/V Team)：Terry Chen/邱垂政/羅苑青/張峻峰/黃英哲/馬少彥 
敬拜組(Worship Team)：甯勝秋/劉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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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ship Team敬拜組

Offertory Song奉獻詩歌             主祢犧牲的愛 

Prayer 禱告                                                                                                       

Message 信息       活在恩典中(四) 恩典的記號---愛           林炳輝牧師 

              約翰福音(John)13:34,35；加拉太書(Galatians)5:6   (Pastor Ben Lin) 

Responsive Song回應詩歌            你愛使我甦醒                           影片(Video) 

                                             (Your Love Had Woken Me Up) 

Announcement報告                                                                                                 
 

家務事 Announcement 
 
 

1. 本週日下午 1:30治理同工月會，歡迎會友旁聽，但請先讓牧師們知道，需簽 

    PCAC NDA (CONFIDENTIALITY AGREEMENT)。 

    G.B. will meet this Sunday at 1:30pm. Members are welcome to sit in.  
 
 

2. 8/1下午 1:30將舉行小組同工月會，請小組長邀請實習組長一起前來參加。 

8/1 we will have small group leaders meeting at 1:30pm. Please invite intern group  

leaders to join. 
 

3. 8/29將舉行洗禮和接受新會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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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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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感謝留下午餐，一起交誼。我們也用小飯盒預備較小孩子的午餐，本週日的兒 

    童餐是台灣炒麵 ，請父母親留意自己孩子身體的狀況，取用食物時先問飯食同 

    工餐盒內容。午餐免費，你可以愛心奉獻來幫助此事工。 

Thanks to the Lord and to those who stay for lunch after service. We are preparing  

kids meals (small boxes) for your young kids. Parents, for your children’s health,  

please ask first the meal workers the content of children lunch box. Again, it is free  

to enjoy it and you can support it by loving donations.  
 

5. 請樂意奉獻參與神國事工的弟兄姐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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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繼續下頁，Continue to next page) 
 

 
 

http://www.pcactexas.org/
https://pcac.churchcenter.com/giving


6. 聚會人數 Meeting Attendance  
     

    上週小組 (Last Week Small Groups)：168 
              

馬太 7 馬可 13 路加 9 雅各 13 雅歌 7 恩典 7 粵語 提摩太   8 拿但業 9 

仁愛 12 喜樂 16 和平 6 忍耐 13 恩慈 12 信實 10 信心 9 司提反 10 安提阿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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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堂(English) 40；中文堂(Chinese) 56 

   

    上週日主日學 (Adult Sunday School)：41 
   

新生命 11 約翰福音 12 士師記/路得記 12 以斯帖記 6 
 

 

    上週三 禱告會 (Prayer Meeting) 16 

    週四 姊妹會查經班 (Sisters Group): 暑期暫停 (Summer Break) 
 

   7. 2021財務奉獻報告 Offering Report    
 

項目 全年預算 

Budget 
五月奉獻 

May 

offering 

五月支出 

May 

expense 

五月 May 

經常費 GF 

結存 balance 

七月 July 

奉獻累計 

Offering 

本月目標 
Monthly 

budget 

經常 General 541,528 36,737.10 43,729.05 ($6,991.95) 26297.49 45127 

宣教 Mission 80,600 3,364.74 250.00  12695.96 6717 
South Asia  26.00   26.00  
建堂 Building     399.75  

慈惠 Benevolent  100.00 2,000.00  100.00  

午餐 Lunch     1249.00  

總計 Total 662,128 40,227.84 45,979.05  40768.20 51844 
 
 

 
 
 
 

至五月底經常費累計收入 (Till May General Fund Income total)   :  169,630.38 

至五月底經常費累計支出 (Till May General Fund Expense total)  :  200,109.74 

至五月底累計結存 (2021 Balance till May)  :  <30,479.36> 
 
 
 

 

【信息大綱/筆記】  

 

活在恩典中(四) 恩典的記號---愛 

約翰福音 (John) 13:34,35；加拉太書 (Galatians) 5:6 

 

基督徒生命的_____________ 

 

 

是一個外展的_____________ 

 

 

聖徒團契對傳福音的______________ 

 

 

【小組花絮】 
 

《雅歌小组》7/10/2021 

 
今天的聚会开始，组员们都在教会发给每个小组关于同工造就内容上选择

了对小组最重要的、最迫切想要得到改善和造就的事。薛晓东哥有感动，

在昨天 与狗狗一起吃西瓜时，感觉无比的单纯喜乐。从而让他想到平日

里弟兄姐妹之间真诚的相处、关爱很难得宝贵。神就借着这份爱给他启

示 ，弟兄姐妹之间要有更多的接触，彼此敞开心的交流，大家都回到起

初的爱，在爱中彼此间得造就。这也正是神的心意。组员们也一致认 为

这份起初的爱何其珍贵。这正是我们应该在生活中活出来的。接下来

Tom哥开始了今天的打开话题:如何落实 “敬畏耶和华” 在我们的 生活中? 

大家都认同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那我們有沒有下决心靠主去活

出來呢? Tom哥分享了在生活中如何敬畏耶和华。 把神的事放在首位，学

习去看重上帝所看重的，去关心上帝所关心的。愿意把难得休假的时间奉

献给神，去完成教会所托付的事工。基督徒的价值观与世人不同，学习顺

服圣灵的感动，愿意去付出，从小小的牺牲开始，操练靠信心的生活，与

神建立 好的关系。薛晓东哥分享了一个真实故事，让他很感动。一个美

国家庭，在收养一位残障儿童时。这位姐妹激动流泪，担心自己是 否可

以照顾好这个孩子。她知道这个生命是神所造的，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尊重，

值得去爱。虽然生命有残缺，但这是神所托付的。不敢有 一点轻视和怠

慢。这份爱心和敬畏神的态度，是太值得我们学习了。贵前姐最近在买卖

房屋、装修、准备搬家。每天都很忙碌，有时也会 遇到很多的困难。但

她无时无刻与神交流、连接。神便看顾她的家庭每一天，来自于神的智慧

就帮助她解决各种困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表达方式去敬畏神，有的用

诗歌表达，有的用文字表达，有的用美食关怀他人，有的在家庭教导上。

神给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大家都 用不同的方式去敬畏神。也借着神

给的恩赐去造就、关怀、鼓励彼此。神的爱就浇灌我们，纯净我们的心，

使我们回到起初的爱。大家都带 着这份敬畏神的心开始了今天的敬拜。

感谢刘嘉姐选的《耶和华喜乐的灵》、《圣灵请你来》这 2 首欢快的诗歌。

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压 力中脱离出来。欢喜地来到神面前，喜乐的

膏油涂沫在我们身上，浇灌我们的心，我们的灵。这是何等的喜乐和恩典。

神的灵在我们当中运 行。每次与组员相聚时，我都倍感温暖。每个人都

很谦卑，愿意接纳彼此的软弱，互相造就。每个人身上都有神的样子，值

得我去学习。神 的爱就在小组里流淌。把我们连接起来。大家都放下防

备，对彼此敞开心扉。我们有爱的同在、是神要我们的心意。这就是我为

什么被雅 歌小组深深吸引的原因。成光哥很感动看到小组的弟兄姐妹们

如此相爱。他分享说小组是彼此分享生命，并行出来。每个人都有一颗敬 

畏神的心，愿意顺服神的话语。不同生活背景、不同属灵背景的人进来，



大家都愿意去彼此忍耐，包容、克制、彼此牺牲。每个人都被造 就、鼓

舞。小组应当是这个样子，地上的教会也应当是这个样子。每个人都是小

基督。这正是我们的神所期盼看到的。敬畏耶和华要从顺 服开始，爱人

如己，要经历耶稣基督，而不是形式上。真正的认识耶和华，在生活中经

历他，我们的生命就会翻转。使我们内心改变，过敬 畏耶和华的生活。

箴言 1:24 "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 我伸手，无人理会;" Tom 哥分享说当

人开始远离神，神迫切的呼唤人回到智慧的源头，生命的主宰，可是世人

很冷漠，不愿意听神的话语。回应的人非常少。我们要回应神迫切的呼唤，

离开愚昧人的道路。1:32"愚昧人背道，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

命。" 在我们的生命中难免会遇到灾祸，但如果听从神的话，行在天父智

慧的指引和保护中，心里有平 安! 神会保守看顾。晓东哥也分享了一个基

督徒学生在面临妈妈癌症晚期时，神的智慧带领他做了正确选择，儿子休

学半年陪伴了妈妈最后时光。在孩子的心中没有留下任何遗憾，我们的神

是又真又活的的神，现在的年轻人更多的应该在神面前寻求智慧，就必得

神的祝福。 箴言 1:7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

" 1:33 "惟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 敬畏耶和华

使我 们得智慧，在生活中做对的决定。顺服耶和华的话语，蒙神祝福，

使我们的生活充满平安喜乐! 感谢主! 

 

《雅各小组》7/10/2021 

 
1. 7月 10号星期六晚上的小组聚会是在介绍新朋友的欢声笑语中拉开序

幕的。 我们这一周的新朋友叫王勤毅（Jonathan Wang）。 他是勤中的弟

弟。由于工作关系他被疫情搁浅在了泰国。受勤中姐妹的邀请 Online和

我们一起学习《箴言书》。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呢？用这

种方式我们可以打破地域的限制，邀请在其它地区的亲朋好友来一起学习

神的话语呢！ 

2. 接着是我们小组的诗歌赞美时间。我们是属他的子民，每天不管我们在

何种境地，他都引领看顾着我们，保守着我们，我们不赞美他赞美谁

呢？ 我们不称谢他称谢谁呢？《每一次我赞美主》的时候，心中就充满

喜乐。《每一次我赞美主》的时候，他就会成就大事，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每一次我赞美主》的时候，仇敌的攻击就变成胜利的凯歌。他的儿女就

会《如鹰展翅上腾》，飞越所有的艰难和风暴。他的儿女就如暴风《雨后

的天空》，清澈无比，心中的眼睛必会看到：是谁不离不弃地在风雨中与

他们同行。哈哈。。。大家猜到我们小组的三首赞美诗是什么了吗？ 

3. 再接着是勤中姐妹带领的圣经《箴言书》的学习时间。我们采用的是

Facilitator-Guided Discussion 的方式，就是根据不同的问题带领小组开始

了对《箴言书》第一章的查考学习。在学习过程中，组员积极参与讨论，

用心聆听其他组员的分享，也坦诚分享自己的看法，承认我们需要上帝的

恩典。期盼圣灵亲自引领我们每一次的学习，我们的分享都是从他而来，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学习和锻炼美好的品格，离开一切邪恶的事儿。。。 

4. 最后在 Tina姐妹的带领下，我们为每一位在 7/4/2021参加我们小组聚

餐聚会的朋友提名祷告。祷告他们也能和我们一样认识这位有怜悯，有慈

爱，威严又圣洁的天父！祷告他们有朝一日能和我们成为一家人！阿门。 

 

《提摩太小组》7/16/2021 
 

 

这一周的小组团契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在一开始的破冰中，大家分享了各

自最喜欢的金庸武侠小说。因为童年生活类似，大家对于金庸武侠都十分

喜欢。很多小伙伴表示自己对于金庸武侠是从电视剧开始的，但也有小伙

伴是先看的小说，因为电视剧需要等电视台播放，但小说可以一口气读完。 

 

在分享完大家对于金庸武侠的记忆后，我们分成两个小组讨论了牧师上周

日的讲道内容。有弟兄对于扫罗的相关描述记忆犹新。因为当我们做错事

情的时候，往往也会去寻找理由，好减轻自己的负罪感。就像扫罗，在回

答撒母耳的提问时，不断的推卸责任。但其实圣经中已经明确说了，扫罗

自己也喜欢从亚玛力人那里缴获的战利品。因此，这是我们需要不断祷告

并改正的地方。还有弟兄分享了关于“后悔”的意思。有组员问到为什么自

有永有的神会后悔。我们的讨论结果是，这个“后悔”不是表示神做错了事，

而是表示一种忧伤的心情，对于人做错事情的伤感。因为上帝是爱我们的，

哪怕他已经知道我们会犯错，依旧会在我们犯错时十分伤心。此外，我们

还讨论了对于真实的悔改的看法。有小伙伴表示真实的悔改的关键在于避

免走过场，走形式。真实的悔改是有外在的表现形式的，其中尤其包含着

人对上帝的爱。 

 

在讨论结束以后，团契的小伙伴们分享了各自一周的生活。感谢主的看顾

和保守，不论是工作、生活、还是学习，主都一直与我们同在。最后，在

彼此代祷后，我们互道晚安，结束了这一次的团契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