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7/29/2018 

1. *2018 年美南華人差傳大會將於 12/26 至 12/29 在休斯頓舉行。前 150 名報名

者教會將支持 90%的報名及膳食費 。請閱讀以下註冊說明： 

1)  登錄你的 AFC 賬戶，掃描右側二維碼。選擇 GENERAL 并輸

入 Mobilizer code (Wong803)獲取折扣。註冊后請在 48 小時

內通過 https://goo.gl/forms/8uiqSJe25Oj7K2zW2 告知我們。

您也可在主日於交誼廳註冊。 

2)  今天開始：我們幫助無法在電腦上註冊的會友於交誼廳註冊(下午 12:30-

1:15)。請準備好現金或支票註冊(成人: $247/每人以及餐費)。教會將在大會

結束后支付 90%的費用(12/30 前)。 

3)  希爾頓酒店：請掃描右側二維碼預定房間(每晚$99+稅$17.5)。

酒店費用自理。停車費用每晚$8。 

4) 宣道部將每週公佈報名情況直到 150 名滿額。之後的 20 個名

額教會將支付 50%。 

2. *彭家業博士將於 2018 年 8 月 10，11 及 12 日在費斯可基督徒中國教會舉行

四堂粤語免費講座。首兩講是介紹死海古卷及昆籣社團，後兩講關於利未記

和獻祭。今午可在交誼廳報名或聯絡巫嘉賢弟兄 (frankmo@friscocbc.org)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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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0 週年感恩晚宴： 1）今日起至 8/26 售票。請於中午在交誼廳買票，所有年

齡統一票價每人$10，教會承擔大部分費用，無退款。2）晚宴接送巴士也於

今日開始售票，每人$10（往返）。 

5. 資產規劃研討會將於本週六(8/4)上午 9:30-下午 3:30 在教會舉行，目的是學

習如何按照聖經原則創設資產規劃。 研討會將用英語進行，並免費提供午

餐。有意參與者請今日崇拜後在交誼廳報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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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教會 50 週年標誌運動衣：有意購買者可登入 tinyurl.com/dcbc50shirt 或在交

誼廳（7 月份的主日下午 12:30-1:00、1:30-2:00）訂購，8/1 前訂購有優惠價。

如有任何問題，請聯繫 Elise Sung (sungeutd@yahoo.com)。 

7. 家庭中心的活動今日開放給籃球， 敬請留意。 

1707 Campbell Trail, Richardson, TX  75082 

972-437-3466  |  dcbcsite.org 

粵語主日崇拜程序表 
主曆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五日                                         上午 9 :30 

序樂   司琴  

宣召 敬拜上帝  領詩 

讚美詩 天地讚美    會眾* 

祈禱    領詩* 

啟應詩篇 詩篇 22:9-18  領詩 

獻詩 弟兄姐妹  粵語職青 

牧禱  沈圻鋒牧師 

讀經 約翰福音 1:35- 42 沈圻鋒牧師 

証道 家在何方？  沈圻鋒牧師 

回應詩歌 回家    領詩*   

報告   領詩 

三一頌 #256 首 三一頌   會眾* 

祝福    領詩* 

殿樂    司琴  

領詩：粵語職青               司琴：龔明愛      

招待：蔡瑞如，盧美玲，鄒鄺慧珠      音響：戴志偉 ，陳克勤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八組    組長：蘇國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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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暫停) 

講員：沈圻鋒牧師            主席/領詩：周國華 

司琴：翁清榮  音響：N/A       

招待：蔡瑞如，盧美玲，鄒鄺慧珠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九組    組長：林燕 

本年度 常費 建堂 宣道 

累計(1)預算 $959,241 $66,923 $144,364 

累計(1)奉獻 $583,608 $51,981 $68,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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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6 ~2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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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三) （國） (上午 9:30)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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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