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6/10/2018 

1. 差遣禮: 教會將於今日下午 1:00 在禮堂為余更力弟兄與陳祈吟姊妹舉行

差遣禮。他們計劃 6/24 遠赴德國長期向華人宣教。請預留時間參加。 

2. 孩童祝福禮將於 6/17 下主日崇拜中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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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資料架領取並填寫報

名表，於今日交回辦公室，以便安排約談時間。 

3. *2018 年聯合青少年夏令營將於 6/13 星期三開始。請在本週三早上 10 點

將孩童送到 Collin County Chinese Fellowship Church (4500 McDermott 

Rd, Plano, TX 75025)，並為他準備一份午餐便當。 

4. *父親節慶祝: 為慶祝父親們，教會將於 6/17 早上 11 點至下午 1 點在體

育館前廊提供冰淇淋及攝影機會，18 歲以上的弟兄們並可領取禮物一

份。歡迎大家當天留步，一同慶祝父親節。 

5. 50 週年感恩音樂會練習將於 6/17 下主日下午 1:30-2:00 在 F-121 詩班室舉

行，邀請前詩班員及有興趣的弟兄姊妹一同參與獻詩。詳情可聯絡(972) 

437-3466 x104 或 irene.lau@dcbcsite.org。 

6. 暑期聖經學校成人班將於 6/22-24 舉行，主題是「基督徒在末世的行事

為人」，由達拉斯神學院中文部教授徐偉智牧師擔任講員。今日崇拜後

在教會交誼廳接受報名，也可登入網站 tinyurl.com/dcbcadultvbs 報名，

請踴躍參加。    

7. 浸禮聚會將於 8/12 主日舉行，浸禮班將於 6/24-7/22連續五個主日進

行，6/22截止報名。如果您已接受耶穌基督為您的個人救主，現願接受

洗禮，請到資料桌填寫報名表並交回辦公室。 

8. 兒童暑期聖經學校 (VBS) 由今日至 6/24 每主日在交誼廳接受報名，報名

費由 7/1 增加。主題是 “Shipwrecked: Discover How Jesus Rescues Us!” 

歡迎四歲至六年級孩童參加。 

9. *特別會友大會: 為選舉執事提名委員，教會將於 6/24 下午 1:30 在禮堂

舉行特別會友大會，請教會會員們預留時間參加。 

10. 家庭中心的活動: 家庭中心今日開放給羽毛球，敬請留意。 

1707 Campbell Trail, Richardson, TX  75082 

972-437-3466  |  dcbcsite.org 

粵語主日崇拜程序表 
主曆二０一八年六月十日                                         上午 9 :30 

序樂   司琴  

宣召   領詩 

讚美詩 
#510 先求神的國  

#412 當轉眼仰望耶穌  
  會眾* 

祈禱    領詩* 

啟應詩篇 詩篇 19:1-6  領詩 

差遣宣教士禱告  凌頌恩牧師 

讀經  路加福音 10:25-37  凌頌恩牧師    

証道 憐憫：上帝良善的屬性  凌頌恩牧師   

回應詩歌 #342 主，我願像祢   領詩*   

報告    領詩 

三一頌 #256 首 三一頌   會眾* 

祝福    凌頌恩牧師* 

殿樂    司琴  

領詩：鄭慧賢               司琴：龔明愛     

招待：陳美娟，毛珈欣，鄒鄺慧珠            音響：戴志偉，張美鈴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二組     組長：許振宇                                                                                      

                                                                                               *會眾請站立 



聚 會 時 間  

教會有六個粵語團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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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值理同工  

上週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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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頌恩牧師         主席/領詩：劉良駿  

司琴：翁清榮   音響：戴志偉，陳克勤        

招待：戚堅賢，黃嘉莉，馮玉群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三組     組長：譚文彬    

本年度 常費 建堂 宣道 

累計(1)預算 $727,700 $50,769 $109,518 

累計(1)奉獻 $444,581 $44,351 $53,730 

(1)累計至上週           *請參閱走廊佈告欄當月結算明細 

夏季主日學課程簡介 (2018/6 ~2018/8)  

青少年主日學課程 (2018/3 ~2018/5) 

學前及小學生家長須知 
家長領回學齡前孩童時必須出示相同的孩童名牌。 

一至四年級的孩童必須由家長接回。 

家長們，請在下午12:15接回孩子。謝謝！ 

課     程 時   間 教  室 

永生的第一年 (這是聖經) （國） (上午 9:30) E-108 

使徒行傳 (國） (上午 9:30) E-109 

教會歷史 (國） (上午 9:30) F-122 

耶利米書與哀歌(下) (粵） (上午 11:00) G-124 

Band of Brothers (Men) (英） (上午 11:00) G-110 

Tapestry (Women) (英） (上午 11:00) G-214 

年級 課程 教室 

7年級 
What’s Up: Discovering the Gospel,  

Jesus, and who you really are  
E208 

8-12年級 Growth Through Serving E209 

 兒童崇拜 

上午 9:30-10:45 

學前(3-5 歲): F115 

小學 (1-6 年級): E100 

兒童主日學 

上午 11:00-下午 12:15 

學前 (3-5 歲): F115 

小學 (1-4 年級): E100 

小學(5-6 年級): E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