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01/26/2020 

1. *凌頌恩牧師夫婦暨全體教牧同工及長老執事向大家恭賀新禧，願主

基督在新一年賜福每位的生命和家庭。 

2. 孩童祝福禮：將於 2/9 主日崇拜中舉行，凡立志遵照聖經之原則教

養子女的基督徒父親或母親，都可為子女報名參加。請在辦公室外

資料架領取報名表，填好後交回辦公室，以便安排約談時間。報名

今日截止。 

3. 農曆新年團拜：粵語團拜於 2/1(週六)下午 5:45 在交誼廳舉行，今日

崇拜後在交誼廳報名。每人五元，12 歲以下孩童及 65 歲以上長者免

費。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一同出席，並邀請親友參加。 

4. *約會之夜： 2/14 (週五)晚上 5:30-9:30 家庭事工將提供免費托兒服

務(小學及以下)，好讓夫婦能外出享受甜蜜時刻。下主日起請到交誼

廳登記孩童的數目及年齡。我們將為您的孩子們提供晚餐(比薩餅)。

希望大家與你的配偶善用並享受這個特殊的節日。 

5. *姊妹會特別研討會(國語) “基本手機設定與簡單應用”將於 1/30 週

四，上午 10:30-中午 E-100 教室舉行，講員：周永華姊妹，歡迎參

加。 附註：姊妹團契聚會在每個月的第二、四個週四上午十時舉

行；詳情請參閱張貼在公佈欄上姊妹會的行事曆。  

6. *家庭短宣：今年 5/30-6/6 在 Zuni (新墨西哥州)。2/16 下午 1-2 時在

G-203 教室有短宣介紹，歡迎參加。詳情請洽唐大智牧師(david.tang

@dcbcsite.org)。 

7. 奉獻收據： 2019 奉獻收據將於今日繼續派發。收據號碼將張貼在廊

道內的牆壁上。為便於操作，請先查看自己的號碼，然後於交誼廳

領取收據。 

8. 歡迎粵語堂弟兄姊妹：參加每個主日早上 9:00-9:25 在圖書室的禱告

會，為教會守望及肢體需要代禱。 

9. 家庭中心體育館今日開放給羽毛球(下午 2:00-5:30)。下主日：籃球。 

10.*劉鳳鳴老姐妹於 1 月 6 日在 Bryan 安息主懷。孤哀子劉昌松弟兄及

家人謝謝大家長時間以來的代禱和關懷，因路途遙遠辭謝前來追悼

及花圈、奠儀。敬請代禱，願主安慰親屬。喪禮詳情如下： 

2 月 1 日(週六)上午 11 時瞻仰遺容 

下午 1 時追思禮拜 

地點:Callaway Jones Funeral Center.3001 S. College Ave., Bryan, Texas 77801 

1707 Campbell Trail,  Richardson,  TX  75082 

972-437-3466  |  dcbcsite.org 

粵語主日崇拜程序表 

  主曆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六日                      上午 9:30 

序樂   司琴  

宣召   領詩* 

讚美詩 主賜福你  

願主賜福給你  
 會眾* 

祈禱   領詩* 

啟應詩篇 詩篇 53 領詩 

獻詩 歡呼獻歌韻  敬拜小組 

牧禱與讀經 瑪拉基書 1:6-9  凌頌恩牧師 

証道 
十二小先知系列(十二上) 
三大叮嚀之一：領袖的責任  

凌頌恩牧師 

回應詩歌 #418 耶穌領我  會眾* 

歡迎與報告   領詩 

三一頌 #256 三一頌    會眾* 

祝福  凌頌恩牧師* 

殿樂   司琴  

領詩：鄭丹                          司琴：曾雪瑩   

招待：戚堅賢，鄧萍，劉劍虹          音響：李舜宜，陳克勤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一組 組長：李耀宗 

*會眾請站立                                                                           



英語崇拜、兒童崇拜 週日上午 9:30 

粵語崇拜、國語成人主日學 週日上午 9:30 

國語崇拜 週日上午 11:00 

英語、粵語成人主日學 週日上午 11:00 

兒童主日學、青少年主日學 週日上午 11:00 

禱告會(英/國/粵) 週三晚上 7:30 

AWANA.LIT(兒童團契) 週五晚上 7:30  

講員：沈圻鋒牧師        領詩：葉沛權  

司琴：林宏恩  音響：譚卓賢，張美鈴    

招待：戚堅賢，鄧萍，劉劍虹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二組 組長：許振宇  

上週奉獻  

下週值理同工  

聚 會 時 間  

教會有五個粵語團契, 十二個國語團契並印尼語團契, 歡迎參加。 請上

網 dcbcsite.org 查詢聚會時間地點, 或參閱教會簡介。 

本年度 常費 建堂 宣道 

累計(1)預算 $104,896 $6,923 $17,200 

累計(1)奉獻 $57,315 $2,265 $5,650 

(1) 累計至上週           *請參閱走廊佈告欄當月結算明細 

上週出席人數  

主日崇拜 —粵語： 111   國語: 230   英語： 279   兒童： 38 

主日學 — 粵成人: 34   國成人: 52   英成人： 68  

英大專： 68   青少年： 60 兒童： 54 

冬季主日學課程簡介(2019/12—2020/02)   

青少年主日學課程(2019/12—2020/02)   

學前及小學生家長須知 

嬰幼兒至四年級的孩童必須由家長在下午 12:15 前接回。 

接回育嬰室及學前班孩童時必須出示相同的孩童名牌。謝謝！ 

課     程 時   間 教  室 

以弗所書和歌羅西書 (國) (上午 9:30) G-124 

小先知書概論 (國) (上午 9:30) F-122 

新約綜覽 (粵) (上午 11:00) G-124 

OT Survey (Young Adults) (上午 11:00) G-201  

Titus (Adults Class)  (上午 11:00) G-203  

Basic Concept on Parenting Skill  

(Adults Class)  (上午 11:00) G-204 

 兒童崇拜 

上午 9:30-10:45 

學前(3-5 歲): F-115 

小學(1-6 年級): E-100 

兒童主日學 

上午 11:00-下午 12:15 

學前(3-5 歲): F-115 

小學(1-4 年級): E-100  

小學(5-6 年級): E-200 

年  級 課          程 教  室 

7年級 What’s Up E-207 

8-9年級 Spiritual Warfare E-209 

10-12年級 World Religion and Cults E-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