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蘭諾華人宣道會 

Plano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Sunday, September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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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國朝牧師(Rev. Dr. Samuel 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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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貴前/薛曉東/陳蒔/周聖娟；司琴：阮慧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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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天敞開                   Worship Team敬拜組 

能不能/一生愛祢；一顆謙卑的心 

Offertory Song奉獻詩歌             一切全獻上 

Prayer 禱告                                                                                                       

Lord’s Supper主餐 

Message 信息                                 半夜歌聲                                   傅國朝牧師 

                                                  Song in Midnight                  (Pastor Samuel Fu) 

                                            使徒行傳 (Acts) 16:25-40 

Responsive Song回應詩歌   唱一首天上的歌 

Announcement報告                                                                                                 
 

家務事 Announcement 
  

1. 本週為主餐主日，記念耶穌為我們捨身流血。謝謝蔣觀成、劉寶志預備。 

This is the Sunday for  the Lord’s Supper in remembrance of Jesus who died for us.  
 

 

2. 下週日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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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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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週五 (9/17) 小組查经暂停一次，請參加 9/17-19的達拉斯地區華人教會聯合培 

    靈會，請參考第 9項報告。No small group bible study this Friday. 
 

4. 宣教 Missions 

    如果您要参与资助缅甸 30个因冠状病毒瘟疫而离世的牧者或传道人的家庭，请在   

    支票的备注栏注明：宣教基金。特别感谢您的祷告并参与支持我们有需要的   

    弟兄姐妹们！ 

     For donations to help the 30 families of deceased pastors/ministers due to the current   

     pandemic in Myanmar, please note on your check memo: Missions Fund.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prayers and support to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need!  
 

5. Youth Parent Town Hall青少年家長會議 

    Pastor Cody 480-466-4349; crgustafson25@gmail.com 

    我們邀請青少年家長在本週日下午 1時至 3時到教育樓樓上 201教室參加會議，   

聽取青少年事工，同時可問問題或者建議/談論此事工。備有點心，請盡快回覆你 

是否參加，不能實體參加者，Zoom 鏈接：https://us02web.zoom.us/j/81075431635 。 

    We’d like to invite you to attend a Youth Parent Town Hall this upcoming Sunday in-   

    person and online. We plan to have these annually for parents to hear about the Youth   

    Ministry as well as a time to ask questions or dialogue about the ministry! 

    When: Sunday, September 12th, 1pm-3pm 

    Where: PCAC Education building, Room 201 (youth room, upstairs) 

    If you can’t make it in-person, here’s the online link:  

    https://us02web.zoom.us/j/81075431635; Please RSVP if you can make it!  

    Light refreshment will be provided!        (Continue to next page 請繼續下頁) 

http://www.pcactexas.org/
https://us02web.zoom.us/j/81075431635
https://us02web.zoom.us/j/81075431635


6. 兒童事工 Children’s Ministry (Valerie See at vsee@pcactexas.org; 817-980-8208) 

    九月開始每個週五晚上 8:00-9:30兒童將在教會實體聚會，我們將暫時採用混合課  

    程，我們鼓勵家長帶小孩來教會，老師將帶領他們更加認識主的愛與計劃。我們 

    仍然提供網上課程，兒童仍可有部份的參與。    

    We will begin our transition to in-person weekly gatherings at church from 8:00-9:30     

    PM for our Friday night CM program. We will offer a temporary hybrid program where     

    we will host our children’s program, but will continue to log onto Zoom for the time    

    being so that our online kids can attend with limited engagement. We encourage our    

    parents to start bringing your children in person, so that they can better engage with their    

    teacher and receive the best learning experience as we discover more about God’s love  

    and plan for His people! 
 

7. 秋季班成人主日學本週日開始，課程如下： 

    Chinese adult Sunday school fall quarter started today. Here are the c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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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教牧書信 (一)  講師﹕傅牧師/傅師母 972-693-8476 fuguochao@gmail.com 

(3) 撒母耳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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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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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17-19：達拉斯地區華人教會聯合培靈會 

    時間：週五 (9/17) 晚上 7:30-9:30； 週六、日 (9/17, 18) 晚上 7-9 

    地點：Hunters Glen Baptist Church, 4001 Custer Rd, Plano, TX 

    主題：活出全新的生命；講員：陳世欽牧師 

    由于疫情影响，联合培灵会要求与会弟兄姐妹戴口罩，也不再提供儿童节目。谢 

    谢配合！ 

 

10. 聚會人數 Meeting Attendance  
     

     上週小組 (Last week small groups)：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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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文堂戶外聯合崇拜 (English and Chinese outdoor joint worship)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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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三 禱告會 (Prayer Meeting) 13  

     週四 姊妹會查經班 (Sisters Group): 33 (下週四：約翰福音 導論) 
 

 11. 2021財務奉獻報告 Offering Report    
 
 

項目 七月奉獻 

July offering 

七月支出 

July expense 

七月份 July 

結存 Balance 

九月 Sept. 

奉獻 Offering 

經常 General 36,887.94 39,617.17 (2729.23) 5927.66 

宣教 Mission 14,944.89   978.71 
South Asia 26.00   26.00 
建堂 Building 399.75    

慈惠 Benevolent 929.75    

午餐 Lunch 1,820.00 1,623.00  60.00 

總計 Total 55,008.33 41,240.17  6992.37 
 
 

 

至七月底經常費累計收入 (Till July General Fund Income total)   :  235,801.58 

至七月底經常費累計支出 (Till July General Fund Expense total)  :  280,431.73 

至七月底經常費累計結存 (2021 Balance till July)  : <44, 630.15> 
 

 
   

 
【小組花絮】 
 
 

《提摩太小組》9/10/2021 
 

本周五我们以讨论大家中文和英文名的由来作为破冰话题，大家愉快

地分享了记忆中有关自己名字的趣事，也发现很多英文名都是来自于

圣经，来自于希伯来文。在后来的查经分享中我们回顾了退休会牧师

的讲道，也选取了几个印象深刻的话题来讨论，比如大使命和 Simple 

life。查经结束后，我们小组一起祷告，也特别地为世界各地的宣教

士祷告，求主的看顾。 
 

《林牧師的分享》 
 

 

在賓州的羅塞托這個城市裡， 55岁以下的居民当中，没有一例死于心脏病

发作，甚至连一例显示出心脏病症状的病人都没有。该地区 65岁以上男性

的心脏病死亡率只有全美国心脏病死亡率的一半左右。而该地区各种原因造

成的死亡概率也比预期低 30%至 35%。沃尔夫请来了他在俄克拉荷马的好

友—社会学家约翰·布鲁恩来协助调研。“我雇来医学系和社会学系的学生，

在罗塞托挨家挨户登门拜访，对所有年龄超过 21岁的成年人做问卷调查。”

布鲁恩回忆道。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 50多年，但提到调研的发现，布鲁恩

还是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这里没人自杀，没人酗酒，没人吸毒，犯罪率

也很低。他们没有人领救济金。我们甚至没有发现任何人患上胃溃疡。生活

在这里的人大多都是自然死亡，就这么简单。”可以用沃尔夫的专业术语来

形容罗塞托这样的地方—它超出了我们的日常经验，惯例已不再适用于此—

罗塞托是一个“异类”（Outlier）。超越个体寻找原因一开始，沃尔夫以为，

罗塞托人保留了旧时代的健康食谱，这使得他们比美国其他地区的居民都更

健康。但很快他就发现这个假设不正确。在美国的罗塞托人做菜时喜欢用猪

油，而不是像从前在意大利的罗塞托人那样，食用更有利于健康的橄榄油。

意大利人做比萨时，他们会在薄薄的表面酥皮上抹油、撒盐，再加上西红柿、

凤尾鱼或洋葱。而宾夕法尼亚的罗塞托人则用香肠、辣香肠、腊肠、火腿和

鸡蛋来制作比萨；意大利脆饼和塔拉利饼干一般是为圣诞节和复活节准备的， 

(Continue to next page 請繼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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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美国的罗塞托，人们一整年都这么吃。沃尔夫请来营养师对典型的罗塞

托人的饮食习惯进行分析，竟然发现当地人身体热量的 41%来自饮食中的脂

肪成分。在这里，人们并没有早起做瑜伽或者小跑锻炼的习惯。恰恰相反，

这里的人们喜欢吸烟，而且很多人过度肥胖。既然饮食与锻炼都无法揭开罗

塞托之谜，研究人员很容易就想到遗传基因因素。在美国的罗塞托移民和意

大利的罗塞托人有着紧密的亲缘关系，所以沃尔夫设想，是不是他们有特殊

的耐受基因保护他们远离疾病。为此，沃尔夫开始调查生活在美国其他地区

的罗塞托人的情况，看看他们是不是和宾夕法尼亚的亲戚一样百毒不侵。但

结果并非如此。于是，沃尔夫又开始考虑罗塞托人所处的地理位置，是不是

宾夕法尼亚东部的山麓环境给人们带来了健康？班戈城是离罗塞托最近的镇

子，就在山脚下，另一个比较近的镇子是几英里外的拿撒勒。两个镇子与罗

塞托面积相当，人口结构也差不多，都是从事重体力劳动的欧洲移民。然而，

沃尔夫将 3个镇子的医疗报告相比较后发现，班戈和拿撒勒 65岁以上男性

心脏病死亡率，是罗塞托的 3倍。这一条线索也断了。慢慢地，沃尔夫开始

意识到，罗塞托的秘密不在于饮食，不在于运动，也不在于遗传基因和地理

位置，而在于罗塞托社会自身。当沃尔夫和布鲁恩漫步在这个小镇的时候，

他们终于明白了其中的奥秘。他们看到这里的人们如何走访亲友，如何在半

路上停下来用意大利语拉家常，如何在院子里为家人做饭；他们了解到这里

的不同姓氏如何拓展家族规模。这里有许多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长辈在家族

中享有绝对权威。居民们都参加圣母圣衣堂的弥撒，教会在团结社会和安抚

伤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这个人口不到两千的小镇上，竟然存在 22个相

互独立的社会团体。这里的人们崇尚平等理念，富人不会浮夸炫耀，整个社

会都愿意帮助失败者走出困境。在罗塞托人将意大利南部的本土文化移植到

宾夕法尼亚州山区的过程中，他们建立起一种强大的社会结构，这使得他们

免受现代社会的压力。罗塞托人之所以健康，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自给自

足的山区小镇。“我记得第一次去罗塞托，看到祖孙三代共进晚餐，看到街

边许多惬意的小面包店。那里的人们经常在街上散步，有空就会坐在门廊聊

天。妇女们在制衣厂工作，而男人们则在采石场里劳动。”布鲁恩说，“这真

是一幅和谐的图景。”可以想象，当布鲁恩和沃尔夫带着这种观点第一次步

入医学研讨会时，他们会受到多少人的质疑。同行们当时正用冗长的数据分

析遗传因素，或用复杂的图表分析生理原因，他们压根就没想到当街驻足聊

天，或者三代同堂的生活方式是揭开罗塞托之谜的关键。当年主流的观点是

长寿与否取决于我们是谁—也就是个体的基因，还仰赖个体做出的选择—选

择吃什么，选择锻炼多长时间，以及我们受到医疗体系照顾的程度。在此之

前，还从来没人从“社区”的角度研究人体健康问题。沃尔夫和布鲁恩的研究

结果使医学界最终认识到，孤立地考虑个人选择和个人行为，根本无法解释

罗塞托的人们如何保持健康。这为医学界研究心脏疾病和健康问题提供了一

条全新道路：那就是超越个人的范围寻找原因—要理解人们所处的文化背景，

要考虑他们的家庭和朋友状况，要追踪其家族渊源。人们必须认识到，人类

栖身其中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人的发展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