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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July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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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tor Cody Gustaf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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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炎/紀婕/ 羅苑青/郭柏堉；司琴：紀婕 

投影片：張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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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全獻上 

Prayer 禱告                                                                                                       

Message 信息           Worshipful Generosity                      Pastor Cody 

                                           Matthew (馬太福音) 6:19-24 

Announcement報告                                                                                                 
 

家務事 Announcement 
 
 

1. 下週日 (8/1) 我們將領受主餐，記念耶穌，祂為我們捨身流血。由蔣觀成、劉 

  寶志預備。 

Next Sunday we will have the Lord’s Supper in remembrance of Jesus who died for  

us. Please be prepared. 
 

2. 下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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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t Sunday we will have small group leaders meeting at 1:30pm. Please invite  

intern group leaders to join. 
 
 

3. 8/14 (週六) 10am to 12pm座談會：由 John and Kelly Attwood帶領。 

    John and Kelly are coming to our church to conduct a seminar. The theme is  

    "Spiritual Warfare in Ministr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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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八月份午餐將由信心組和司提反組負責。謝謝和平組七月份的服事。 

    Group Faith and Stephen will serve lunch in Augus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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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餐是肉鬆炒紅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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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ain, The lunch is free to enjoy it  

and you can support it by loving donation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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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我們教會要聘請一位半職行政同工，主要負責接待、聯繫、文書處理事工，有 

  意願的會友，禱告後有感動的可與教牧同工聯絡。 

     Our church should hire a part-time administrative co-workers, mainly responsible  

     for reception, contact, clerical work. Willing members, after prayer please contact  

     pastoral staff. 
 

9. 聚會人數 Meeting Attendance  
     

    上週小組 (Last Week Small Groups)：181 
              

馬太 7 馬可 10 路加 12 雅各 14 雅歌 11 恩典 5 粵語 提摩太 8   拿但業 11 

仁愛 13 喜樂 18 和平 10 忍耐 16 恩慈 12 信實 9 信心 5 司提反 12 安提阿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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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堂(English) 35；中文堂(Chinese) 54 

   

    上週日主日學 (Adult Sunday School)：44 
   

新生命 9 約翰福音 14 士師記/路得記 13 以斯帖記 6 
 

 

    上週三 禱告會 (Prayer Meeting)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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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021財務奉獻報告 Offering Report    
 

項目 全年預算 

Budget 
六月奉獻 

June 

offering 

六月支出 

June 

expense 

六月 May 

經常費 June 

結存 balance 

七月 July 

奉獻累計 

Offering 

本月目標 
Monthly 

budget 

經常 General 541,528 29,283.26 40,704.82 ($41,900.92) 28844.33 45127 

宣教 Mission 80,600 3,876.30 19,275.00  12695.96 6717 
South Asia  26.00   26.00  
建堂 Building  300.00   399.75  

慈惠 Benevolent  100.00   479.75  

午餐 Lunch  1,045.00 1,045.00  1654.00  
總計 Total 662,128 34,630.56 61,024.82  44099.79 51844 

 
 
 

至六月底經常費累計收入 (Till June General Fund Income total)   :  198,913.64 

至六月底經常費累計支出 (Till June General Fund Expense total)  :  240,814.56 

至六月底經常費累計結存 (2021 Balance till June)  : <41, 900.92> 
 

 
 

11. Happy Birthday!!! (八月) 
 

唐冰 Candice 喜樂組 

甯勝秋 Alice Jeng 信實組 

黃瓊敏 Katy Ho 喜樂組 

  Joy Fu 傅牧師女兒  

高雅男 Nancy Gao 雅歌組 

赖丽梅 Bernice Lai 路加组 

李選玉 Sherry Chen 安提阿组 

張潤琳 Runlin Zhang 和平組 

吴贵前 Carol Wu 雅歌組 
 

12. Happy Anniversary!!! (八月) 
 

张 扬 Yang Zhanng 雅歌組 

朱 虹 Nicky Zhu 雅歌組 

      

陳子然 Chu Jeang Tan 和平組 

張潤琳 Runlin Zhang 和平組 

      

  Keng Yap 和平組 

  Angel Kuang 和平組 

 

【小組花絮】 
 

《雅歌小组》7/17/2021 

 
今天雅歌小组迎来了新组员 徐昇弟兄和他的妻子 Helene，一对年轻实在

的夫妇。他们与我们分享了他们 的相识、相恋、以及他们的生活。组员

们也彼此介绍了自己。接下来是 Tom哥 带领的打开话题 :你认为人生当

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或追求是什么? 有人认为是爱和智慧。还有人认为认识

耶和华和顺服祂的引领是最重要的。 新来的徐弟兄也分享说: “在基督里

有信心，并追随他，是他看来最重要的。” 还有就是家人也同样有这份信

仰。 是的，能认识耶和华便是智慧的开端。在基督里你的爱会源源不断

流出，这是何等的福份。我们都应当主动去 寻求。《箴言》书它可以对

我们的生命、生活带来光照和反思。它像一口井，必须努力吸取才能得到，

又像一个 宝藏，必须挖掘才能找到宝，只有深思觅寻的人，才能得到属

灵的财富。今天的诗歌敬拜是《爱中相遇》《活出 爱》2首诗歌。非常的

感动。每一天我们渴慕与你在爱中相遇。那是如此的美好。愿我们都能活

出神的爱。越来越像耶稣的样式。接下来 大家分享了《箴言》2章。我们

要有一颗渴慕神话语的心，要用积极主动的心态去寻找， 你就可以寻到。

听从神的人，神的智慧就入我们的心。那么耶和华赏赐智慧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让我们在生活中有足够 的判断力。在人生中遇到事情时，做正确

的决定。这种智慧是从神而来。有神做向导，我们不会走错误的道路， 

不会在黑暗中前行，找不到方向。神赐我们智慧，是要保护我们的。我们

能在困难的事情上做正确的决定，因为 有神而来的智慧。那为什么恶人

要做恶呢! 大多是因为贪婪。明知危险还要去做，只在乎眼前利益。这是

因为自 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而引起的。神的国度是光明的，世界是黑

暗的。愿意为神放弃自己的利益，愿意寻求智 慧的。当你的生命被神掌

管时，神就保护你 和引领你走该走的道路、并赐下平安，喜乐。没有真

理的爱是溺爱, 没有原则的爱。有些人说同性恋爱的生活有什么不对呢？



也是人其中一种爱的表现而已。现今世人的思想越来越远离神的心意。有

些人自己不但大胆公开抵挡神去做恶事，还要试图限制基督徒表达圣经的

立场。这种现象在学校正在蔓延，误导孩 子们的判断力，逐渐腐蚀我们

的下一代。面对这样的环境时、我们更需要有上头来的智慧，有正确而坚

定的判断力。要说正直、神所喜 悦的话。不被同化。在教育儿女上，我

们要多读《箴言》，用神的智慧教导儿女。要认识耶和华，活出耶稣的样

式去影响世人。能认识耶和华，得到生命智慧的引领是何等宝贵的恩典和

福份。感谢主! 为我们预备了小组团契。大家在生活中彼此提醒，守望，

坚固彼此的信仰，不被随波逐流。愿圣灵常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常活在

基督里。“我兒，你若領受我的言語，存記我的命令，側耳聽智慧，專心

求聰明，呼求明哲，揚聲求聰明，尋找他，如尋找銀子，搜求他，如搜求

隱藏的珍寶，你就明白敬畏耶和華，得以認識神。因為，耶和華賜人智慧；

知識和聰明都由他口而出。他給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給行為純正的人作盾

牌，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護庇虔敬人的道。你也必明白仁義、公平、正

直、一切的善道。“ 箴言 2:1-9。”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完全人必在地上

存留。惟有惡人必然剪除；奸詐的，必然拔出。“ 箴言 2:21-22。 

 

《和平小組》7/16/2021 

 

很高興今天小組聚會有老朋友 Johnson和我們一起參與，小組首先用一張

小朋友爬樹圖讓大家分享自己最像圖中哪一個小朋友？分享自己現在在什

麼階段。有人覺得自己目前處於平穩的狀態，有人分享自己喜歡登高望遠

但也很小心謹慎，有人想要去嘗試各種事物，有人希望能做幫助人成長的

人，有人有目標的往上爬，有人覺得最近暈頭轉向。 

接下來我們唱詩歌、禱告。首先我們為感恩的事禱告，接著為弟兄姊妹的

需要禱告，林牧師也提醒我們要在禱告中記念在馬里蘭服事的 Johnson 。 

今天討論的主題是週日的信息「禱告的力量」，有幾位弟兄姊妹分享了自

己禱告的經驗。有位弟兄說，如果禱告是用自己的心意來求，心中就比較

沒有平安。如果求什麼神都給你的話，那很危險耶！另一位弟兄分享自己

第一次禱告的經歷，「求神讓我認識祂」，結果神在他做了這個禱告往後

的幾年讓他經歷神。他說很感謝神「第一次禱告就這麼靈驗」，大家都笑

了。另一位弟兄分享主日服事前與同工一起的禱告，讓他心中有平安，服

事起來輕鬆許多，更能享受在其中，「一切都是在神的掌握中，不是靠我

們自己的聰明。」 

最後我們也一起關心教會的事工，以及我們小組要去關心的福音朋友。 

 

 

 

 

 

《雅各小组》7/17/2021 

 

        银子谁不喜，珍宝谁不爱。亲爱的朋友，主内的弟兄姐妹，你是否已

经寻找到了人生的真银子？你是否已经搜求到了隐藏的真正属于你的真珍

宝了呢？ 

        送走了忙忙碌碌的一周，我们迎来了在 7月 17星期六晚上雅各小组

的查经聚会。《感恩有你》天父！若不是因着你，因着《你的爱不离不

弃》，有谁愿意放弃周末的休息时间 Online一起来相聚呢？若不是因着

你，因着你《充满我（们）》，我们怎么会对你的话语如此渴慕呢？《感

恩有你》天父！我们知道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这一周我们查考的是《箴言书》第二章。你知道在这一章中： 

• 关于智慧的字眼有哪些吗？ 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2：2）；因为耶

和华赐人智慧（2：6）；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 （2：7）；智慧必入你

心（2：10）；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 （2：16）; 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

守义人的路（2：20） 

• 关于道路的字眼有哪些？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 ，护庇虔敬人的道 （2：

8）；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 （2：9）；要救你脱离恶

道（2：12）；那等人舍弃正直的路，行走黑暗的道（2：13）；在他们的

道中弯曲，在他们的路上偏僻（2：15）凡到他那里去的，不得转回，也

得不着生命的路 （2：19）；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2：

20） 

• 恶人有哪些特点吗？（2：13-15）那等人舍弃正直的路，行黑暗的道，

欢喜作恶，喜爱恶人的乖僻。在他们的道中弯曲，在他们的路上偏僻。 

• 智慧人有哪四个追求吗？（2：20-22）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

的路。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惟有恶人必然剪除。

奸诈的必然拔出。 

• 智慧给人应许了哪八个好处吗？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
人作盾牌。（2：7）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虔敬人的道。（2：8）你

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2：9）智慧必入你心。你的

灵要以知识为美。（2：10）谋略必护卫你。聪明必保守你。（2：11）要

救你脱离恶道，（恶道或作恶人的道）脱离说乖谬话的人。（2：12）智

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2：16）智慧必使你行善

人的道，守义人的路。（2：20） 

        哈哈！这些都是弟兄姐妹从《箴言书》第二章的分享所得，你有没有

觉得我们像吃了一顿丰盛的大餐？有没有觉得我们像是一群探宝者，已经

寻找到了人生最宝贵的银子，也搜求到了属于我们的真珍宝了呢？那就是

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2：5）。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