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7/8/2018 

1. 馬拉松禱告會今日下午 1-1:30 在教會禮堂持續舉行，敬請再接再勵參加。  

2. 大專院校迎新籌備事工：目標是接待 30 位學生，希望弟兄姊妹能踴躍開

放家庭和參與下列事項： 1）1-3 天臨時住宿，2）接機與本地接送，3）

生活協助，4）新生歡迎會。歡迎有意參與或查詢者聯絡羅牧師 (972-437-

3466 x111) 或王東亮執事 (214-284-7619)，也可登入 tinyurl.com/dcbcnew 報

名。 

3. 兒童暑期聖經學校 (VBS) 將於 7/16-19 (週一至週四，上午 9:00-12:15) 舉

行，主題是 “Shipwrecked: Discover How Jesus Rescues Us!” 有意參加者

請儘快登入 dcbcsite.org/vbs 報名。 

4. 主日教室更改：小學崇拜及主日學現在於家庭中心二樓舉行，敬請注意。 

5. *暑期聖經學校家庭聯合崇拜將於主日 7/22 上午 10 點在家庭中心舉行，午

餐暫停供應一次，備有茶點，敬請留意。 

6. *教牧長執合照：請教牧，前任及現任的長老、執事由 7/22 崇拜後立即在

禮堂為 50 週年紀念冊集拍合照。執事應穿戴白色長袖襯衫、深藍或黑色

西褲及紅色領帶，教牧及長老應穿戴全套西裝或正式服裝，敬請留意。 

7. 2018 年美南華人差傳大會將於 12/26 至 12/29 在休斯頓舉行，主題是“心

繫永恆：破繭齊出、同頌主榮”。詳情請登入 cmcsouth.org 或與羅國華

牧師 (972-437-3466 x111) 及王東亮執事 (214-284-7619) 聯繫。前 150 名報名

者教會將支持 90%的報名費。報名將於 7/29 開始，敬請留意。 

8. *家庭中心的活動：家庭中心今日開放給籃球。教會將於 7/14-7/15 以及

7/20-7/22 因兒童暑期聖經學校而暫停所有家庭中心的體育活動， 敬請留

意。 

報名費及膳食 9/9 前  11/11 前  12/12 前  

成人及少年（六年級以上）  $247  $257  $277  

兒童（四歲-五年級）  $153  $163  $183  

兒童（三歲）  $79  $89  $109  

嬰幼兒（兩歲以下） 註册後免費  註册後免費  註册後免費  

1707 Campbell Trail, Richardson, TX  75082 

972-437-3466  |  dcbcsite.org 

粵語主日崇拜程序表 
主曆二零一八年七月八日                                         上午 9 :30 

序樂   司琴  

宣召  領詩 

讚美詩 
#254 讚美！讚美！  

#259 頌讚主聖名  
  會眾* 

祈禱    領詩* 

啟應詩篇 詩篇 21:8-13  領詩 

牧禱  凌頌恩牧師   

讀經 約拿書 4:5-11  凌頌恩牧師 

証道 
十二小先知系列 #1: 

約拿 (主前 820-804): 救恩出於耶和華  
凌頌恩牧師 

回應詩歌 #74 恩典大過我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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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良駿              司琴：龔明愛    

招待：馮玉群、黄嘉莉、鄧萍      音響：李舜宜、嚴國存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六組    組長：戴志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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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圻鋒牧師            主席/領詩：劉良駿   

司琴：翁清榮    音響：譚卓賢、張美鈴          

招待：張偉亮、黄偉興夫婦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七組    組長：徐振賜     

本年度 常費 建堂 宣道 

累計(1)預算 $860,010 $60,000 $129,430 

累計(1)奉獻 $524,941 $49,481 $6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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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206 

使徒行傳 (國） (上午 9:30) G-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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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y 

Room 

8-12年級 Growth Through Serving Varies 

 兒童崇拜 

上午 9:30-10:45 

學前(3-5 歲): F-115 

小學 (1-6 年級): G-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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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203  

小學(5-6 年級): G-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