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FC 小组组长 

安德烈一组 李兴琪弟兄 xingqi_li@yahoo.com  

彼得一组 Robert 徐云霖弟兄 robertxu@yahoo.com  

雅各一组 Boxson 廖玡诚弟兄 boxsonliow@gmail.com  

保罗一组 惠维刚弟兄 whui1025@hotmail.com  

约翰一组 曹林刚弟兄 caofrank@hotmail.com  

约翰二组 刘晓弟兄 xiaoliu.dallas@gmail.com 

上周聚会人数 

出席人数 
成人 

(现场/Zoom) 青少年 儿童 

主日崇拜 102/4 23 20 

主日学 87 23 21 

周五小组 暂停一次 

祷告会 16 

主动积极的走入人群，活出生命的见证 

主日聚会：  
中文成人主日崇拜：2:00 PM  

中文成人主日学：3:30 PM  

青少年主日学：2:00 PM  

青少年崇拜：3:30 PM  

儿童主日学：2:00 PM  

儿童崇拜：3:30 PM  

周间聚会：  
教会祷告会：星期四晚7:30 PM  

中文家庭小组：星期五晚7:45 PM  

高中、初中生小组：星期五晚7:30 PM  

儿童聚会：星期五晚7:30 PM 

透过门徒训练，生命影响生命  

2023年教会主题 

务要传道、奋勇作工 

教牧同工： 
带领牧师：吴世平牧师 (214) 267-9891 

中文牧师：莫山牧师  (469) 360-1290        

长老：杨永兴长老  (469) 766-6224 、胡建龙长老 (214)870-7996   

2023年秋季成人主日学课程 
课程 老师 教室 

真理追尋:马可福音 
廖玡誠Boxson、徐龙云、杨英

珍、卢素娟 
Plano 

彼得前后书 胡彥莉、林宜品 The Colony 

舊約概論(二) 陳如鑄、惠維剛、胡建龍 Anna 

不再一样 吴世平、许雁 Big D 

希伯來書、舊約中

的女人、雅各书  
姜国英姐妹(请直接向国英姐妹报

名 214-697-0666 索取 Zoom ID) 

Zoom  

(周六上午
9:30-11:00) 

上周奉献记录 

一般奉献  $     1,032 

建堂奉献  $         200 

上周奉献总额  $      1,482 

二月份奉献总额  $    44,711 

2023奉献总额  $    78,423 

2023建堂 
奉献总额 

 $    16,791 聚会场地(暂租): Frisco Bible Church 
8000 Sanctuary Drive, Frisco, TX 75033 
 

将来堂址: Prosper Fellowship Church  
2480 W. Prosper Trail, Prosper, TX 

丰盛恩友堂网址:  
http://www.prosperfellowship.org  

联络电话: 214-267-9891 吴世平牧师 



主后二零二三年三月五日圣餐主日崇拜 
报告事项：                                                                           

1. 欢迎：欢迎首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崇拜后请
移步至Celina教室与我们彼此有更多认识的机会。新
来宾请您有空时扫描以下的QR Code 填写个人与家
庭成员资料。 

2. 成人主日学合班：个人布道训练(Frisco Room)。神要我们在
这地“广传福音、领人归主”。为了更好的装备我们自己成
为福音的见证人，教会特设此培训帮助大家更有效与完整的
传讲福音。 

3. 复活节水礼：复活节水礼定于4月9日复活节主日。若您或您
12岁以上的青少年已经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个人的救主，并
愿意透过水礼公开见证您跟随主的心志，請与Boxson弟兄或
吴牧师联络報名。请预留3/12、3/19、3/26、4/2主日学时间参
加水礼班。 

4. 儿童夏令营：教会将在七月17-21日举办儿童“信仰+
欢乐”夏令营，名额有限，Early Bird早鸟优惠至三
月31日截止。节目丰富，有按不同年龄层次的 Ro-
botics 乐高机械模型 & Video Game Design电子游戏
编码，活泼的圣经故事，大型冲气弹跳屋，轻松活泼带动作
的歌曲，创意手工、面部彩绘，精美点心与庆贺晚会等。 

5. 福音主日：3/19为春季第三次福音主日，请为我们要邀请的福
音朋友有一颗敞开的心，并接受邀请祷告。为讲员莫山牧师
祷告，求神赐给他能力与智慧来传讲神的福音。 

6. 日光节约时间开始：夏令日光节约时间下主日(3/12)开始，请
记得将您的钟表拨快一个小时。 

7. 春季 Chin缅甸钦族儿童课业辅导：春季学期服务日期如下： 

3/18, 4/1, 4/15, 4/22, 5/6, 5/13, 5/20 ，请已报名的青少年与周六
早上9:00 am 送到CCCFC教会集合(CCCFC 4500 McDermott 

Road, Plano, TX 75024)，12:45 pm 准时接。请家长留意孩子报
名参加的日期。 

8. 祷告会：敬请弟兄姐妹们预留每周四晚上7:30-8:30在线上参与
教会祷告会，为神的国度、神的家与肢体彼此代祷。  

9. 教会奉献：奉献支票抬头请写 PFC (Prosper Fellowship 
Church)，备注写：一般奉献 General Fund、建堂奉
献 Building Fund 或爱心奉献 Love Fund。鼓励扫描
此二维码进入教会网站，注册您的账号后就可直接线
上奉献。 

序乐 安静默祷，以诚以灵敬拜主 司琴 

颂赞 

1. 有一位神 

2. 唯有耶稣 

3.  我们呼求 

4.  为主而活  

敬拜团 

信息 
提摩太前书 2:1-7  

务要传道(3)成为祷告的器皿 
吴世平牧师 

诗歌 为主而活 会众 

奉献祷告  吴世平牧师 

圣餐  会众 

颂荣祝福 荣耀归神 众立 

欢迎与报告  吴世平牧师 

主日服事同工 
     本主日- 3/5  下主日- 3/12 

讲员：    吴世平 牧师  吴世平 牧师 

敬拜团：    冷  刚 弟兄  冷  刚 弟兄 

司琴：    Jason  Lu  葉培馨 姐妹 

音响/灯光：  章灵洪 弟兄  章灵洪 弟兄 

影像：    梁和平 弟兄  梁和平 弟兄 

Zoom 直播：  干  强 弟兄  干  强 弟兄 

网站录像：    Boxson  弟兄  Boxson  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