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奧斯汀磐⽯石教會

Rock Chinese Church of Austin

我們的主⽇日
中文主日敬拜

歡迎您 
Welcome 

主⽇日敬拜時間 Sunday	service：	

2：00 - 5：00pm

教會地址 Church address: 

10511 Salt Mill Hollow, Austin, TX  
78750
教會的網址 Church website:

www.rcc-austin.org

電話Phone：512-5376514

英文主日敬拜English	Service

The  English  Ministry  at  RCCA  seeks  to  include  all 
brothers and sisters inside and outside of Jesus Christ to 
come to know Him in a real and authentic way that is 
relevant  for  personal  growth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Simply  in  three  words,  we  believe  in 
Theology, Community, and Service to have real impact.  
In our relationships at church, we strive to be a safe and 
healthy  family.  Thru  different  open  events  and  each 
connection  opportunity  in  our  daily  life,  we  desire  to 
show the greatest  hope and love is  found in  God our 
King.
My wife, Larina, and I have a passion for overseas born 
and American born Chinese to rise to their  God given 
potential in a healthy church family.  We look forward to 
welcoming  you.   Please  do  come  and  join  us.  All  are 
welcome.

Youth Sunday Service ：2：15pm
Youth Training Hour   ：4：00pm

English Minister：Paul Wang

中文主日敬拜:	

2:00-3:15   詩歌敬拜，主⽇日信息

3:15-3:45   休息、茶茶點。

3:45-5:00   主⽇日學

聖經學習，以聖經原則教導如何在
家庭夫妻關係、兒女教育、在職場、
在社區活出基督耶穌的⽣生命。

中⽂文代理理牧師：黃德牧

我們的故事：	

很高興您能來到我們當中，願我們
能夠成為您生命中的祝福。磐石教

會成立於2007年9月。我們立足於

奧斯汀大西北地區，以傳播基督福
音為導向，服務本地華人社區，建

立基督的身體。我們歡迎您加入我

們，⼀一起來來敬拜和服事神。



我們的團契小組我們的兒童

常青樹：	
每個主日下午3：45-5：00在教會
聚會。有詩歌敬拜，聖經學習，
生活分享，適合本地居住年長弟
兄姐妹和來美探親的父母。我們
的異象：往下扎根，向上結果。
我們的使命：唱出耶穌、談論耶
穌、活出耶穌。	讓我們活出更
豐盛的生命。

儿童主日学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事

工，我们的主日学老师都是以基督的

愛去教导儿童。儿童主日学的宗旨是

为了帮助孩童從小能敬畏	神，学习神

的话，使他们可以敬拜讚美神，并且

学习祷告，谦卑，顺服，有愛心，分

享福音等	各项美德。儿童主日学中也

教唱诗歌，作手工，背经文，各种遊

戏活动，使他们享受彼此相愛，很多
樂趣。

我們的團契小組

教會⼩小組團契聯聯絡

恩泉 王    峰 512-2993753

恩溪 章沙雁 512-9551075
永⽣生 遲⺠民利利 512-7618778

青草地 呂呂⼦子廈 512-7160030

迦南地 胡衛東 512-2669628
常青樹主⽇日學 ⽅方師⺟母／徐薇 512-2870888

姐妹團契 王    蕾 512-7506468

禱告會 遲⺠民利利 512-7618778
Youth Paul Wang 512-7887881

姐妹團契： 
“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
胜过珍珠。（箴31：10）” 
磐⽯石教会姐妹团契为職場及在家的姐妹们
⽽而设。不管你是在⼯工作，婚姻关系，⼉儿女
教养上有任何困惑，或是初来乍到渴望友
谊，姐妹团契欢迎你的加入。姐妹团契是
姐妹们灵⾥里里的温馨⼩小站，温暖的娘家和爱
的团体。我们每⽉月聚会⼀一次，⼀一起学习分
享神的话语，彼此⿎鼓励学习如何做丈夫的
帮助，如何教养⼉儿女，如何成为合神⼼心意
的器⽫皿。姐妹团契欢迎你！



恩溪：恩溪小组，歡迎您加入。一同
在神的恩典中成長，咱們這的家庭大
部分住在奧斯汀的西北區、我們看重
家庭的溫暖、兒女的成長、品格的塑
造、人生的意義和生活的聯結。我们
每个月两次週五晚聚会，欢迎您來
呦！

我們的團契小組我們的團契小組

各區小組：	

磐石教會為了促進弟兄姐妹
彼此之間建立美好愛的關係，
在奧斯汀西北不同地方成立
了不同的小組，小組聚會時
有上帝話語的學習，彼此代
禱，生活和生命的分享。不
定期的聚餐，享受世界各地
美食。如果您是新到奧斯汀，
可以選擇一個適合您的小組
參加，您一定會找到一個適
合您聚會和屬靈的家。讓我
們一起在主愛中連結，在主
裡喜樂同分享，苦難共擔當，
活出在基督裡的豐盛生命。

我們的團契小組

青草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
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领我在可
安歇的⽔水边。” 圣经中诗⼈人所描述的那幅
美丽图画正是我们青草地⼩小组追寻的。
青草地⼩小组⼤大多数家庭居住在奥斯汀⻄西
北区，每⽉月的第⼆二第四周的周五有聚会。
⼤大家在⼀一起学习查考圣经，祷告，分享
⽣生活⻅见证，在主内⼀一起成⻓长。真诚欢迎
你加入我们。



迦南地：我们迦南地⼩小组的名字取⾃自圣经
中提到的＂迦南美地，流奶与蜜的地⽅方

＂。⼩小组成员绝⼤大部分居住在Austin⻄西
部，Lake Travis 附近有⼭山有⽔水的Steiner 
Ranch. 我们⼩小组⼤大部分家庭都有⼀一到三个
孩⼦子，从两三岁的⼩小朋友到上⼩小学，初中，
⾼高中甚⾄至⼤大学年年龄段的孩⼦子都有。我们是
⼀一群在美国安居乐业，关爱邻舍，关注⼉儿
童青少年年健康成⻓长，⼼心灵有追求，愿意学
习圣经，寻求真理理的华⼈人家庭。我们不仅
在⼀一起学习探讨，也经常会在⼀一起有各项

室内和户外的活动，比如Potluck 聚餐，
Hiking, Camping等等。欢迎你加入我们。

我們的團契小組我們的團契小組我們的團契小組

永生：永生小組是一個⼤大家庭，有來探親
或居美國的長輩，也有兩歲到十幾歲的孩
子，每月聚會一次。地點：家里／教會，
時間是週六晚上，有簡單晚餐5:30-6:45，
大家彼此認識，互相了解；7:00-9:00是活
動時間，有活潑豐富的兒童活動；也有成
人的聖經學習，通過認識耶穌來改變自
己，建立健康美好基督化家庭。	
「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
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歡迎您和家
人一起來加入我們吧！	

									得著永生，幸福一生！

恩泉：恩泉小组，是一个你可以分

享家庭生活和工作中酸甜苦辣的团
契，是一个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和

相互鼓励的团契。福音朋友在这里

可以认识主耶稣基督，得到世上最

美的祝福；主内弟兄姐妹在这里可

以得到建造，不断成⻓长。恩泉小组
就是你、我属灵的家。我们每个月

两次星期六聚会，学习神的话语，

欢迎你的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