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4/30/2017 

1. 歡迎鍾國權牧師蒞臨本教會並於粵語崇拜中証道。 

2. *青少年父母今曰下午 2-4 點在 E210 開會。 

3. 聯繫登記：請還未填寫聯繫登記的弟兄姐妹登記，填好後

將卡交还給招待，歡迎掃描登記卡上的四維碼在網上登

記。 

4. *母親節（5/14): 教會備有特別的母親節講道和兒童節目，午餐時在副堂也為

弟兄姊妹預備了蛋糕和水果，並有禮物送給姊妹們（包括單身的姊妹），請

大家留步，一同慶祝母親節。 

5. *聯合青少年夏令營(DCCYC)將於 6/14-18(週三至主日)舉行，今年的主題為

“Clutch”。 即日起中午在副堂接受報名，費用： 5/7 前為 300 元，5/8-28 為

325 元，之後為 350 元 。歡迎七年級至高中的學生參加。詳情請洽周望毅傳道

clement@dcbcsite.org 或致電 972-437-3466  x121，更多詳情請參看 www.dccyc.org。 

6. 暑期聖經成人班將於 6/23-25(週五－主日)舉行，由國際真愛家庭協會會長，

家庭教育與協談專家葉高芳牧師夫婦主講。今年的主題是“將心歸家”。 

16/23(週五晚上)  7:30             將心歸家享最愛 (團契聯合聚會） 

26/24(週六上午)  9:30             (1) 屬天的召命－經營我們的家 

                        (2) 夫妻溝通有要領     

          （下午）1:00              (3) 親子溝通有要訣 

                        (4) 回憶的博物館 

          （以上國語講授，粵語耳機翻譯） 

6/25(主日上午)  粵語 9:30       全家蒙恩証主愛 

            國語 1:00        全家蒙恩証主愛 

報名費每位 10 元，夫婦 15 元（含週六午膳），提供嬰幼及兒童照顧，歡迎

弟兄姊妹在網上或崇拜後在副堂報名參加。 

7. 徵求學前班和小學教師(6 月- 8 月主日上午 10:45-下午 12:30)：想在夏天對孩

子的生活產生影響嗎? 學前班聯繫人:  張佩琳姊妹 linda.chen@dcbcsite.org 。

小學聯繫人: 程天欣姊妹 sherry.cheng@dcbcsite.org。歡迎在 

www.dcbcsite.org/kids/volunteers/報名。 

8. 暑期聖經學校(VBS)將於 7/17-21(週一至週五, 上午 9:00-12:15 )舉行，主題：

“Galactic Starveyors VBS（星空之旅）”。歡迎四歲至六年級孩童參加，請

登入 www.dcbcsite.org/vbs 網上報名，教會將於 5/7-28 崇拜後在副堂接受報

名，歡迎網上報名加入義工。 

9. 家庭中心的活動：今日開放給籃球活動，敬請留意。  

1707 Campbell Trail, Richardson, TX  75082 

972-437-3466  |  dcbcsite.org 

粵語主日崇拜程序表 
主曆二０一七年四月三十日                       上午 9 :30-10:45 

序樂   司琴  

宣召    主席   

讚美詩 #253 榮耀是主聖名  會眾* 

祈禱     主席*   

讚美詩 #334 我心之樂,我主耶穌  會眾  

啟應經文  詩 24:1-10  主席/會眾  

獻詩  最知心的朋友  恩光團契  

牧禱   李國鋒長老 

讀經 路 12:13-21 鍾國權牧師  

証道 金錢怪獸  鍾國權牧師  

回應詩歌 #7 祢的信實廣大 會眾* 

歡迎與報告    主席  

三一頌 第 256 首 三一頌  會眾* 

祝福  李國鋒長老  

阿們頌   會眾* 

殿樂   司琴  

主席：夏永康          司琴：翁清榮 

領詩：劉良駿                                                         音響：李舜宜，張美鈴  

招待：潘有安 ， 盧美玲 ，蔡瑞如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七組，組長：戴志偉 

                 ＊會眾請站立 



聚 會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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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五下午 7:30 

下週值理同工  

講員：凌頌恩牧師 主席：王東亮  領詩：周國華 

司琴：翁清榮  音響：戴志偉 

招待：黃偉興夫婦 ，  鄧萍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九組，組長：徐振賜 

上週出席人數  

主日崇拜 粵語： 123   英語： 231    國語： 204   兒童： 50 

主日學 粵成人： 39   國成人： 39  英成人： 47 

 英大專： 50   青少年： 45   兒童： 70 

上週奉獻  
本年度 常費 建堂 宣道 

上週預算需要 $26,871 $2,308 $4,050 

上週實收奉獻 $12,611 $400 $860 

累計(1)預算 $456,807 $39,231 $68,850 

累計(1)奉獻 $344,165 $19,845 $39,494 

去年同期累計奉獻 $300,647 $23,440 $30,035 

1.累計至上週           *請參閱走廊佈告欄當月結算明細 

教會有六個粵語團契，十三個國語團契，歡迎參加。 請上網 

dcbcsite.org 查詢聚會時間地點，或參閱教會簡介。 

春季主日學課程簡介 (2017/3 ~2017/5)  

青少年主日學課程 (2017/3 ～ 2017/5) 

學前及小學生家長須知 

  六年級及以下的孩童參加聚會前須先登記及帶上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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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由家長於接回 

歡迎第一次與我們一同崇拜的朋友 

崇拜結束後請參加主日學 

並留步在副堂共進午餐 

 

課     程 時   間 教  室 

基要真理 (國 9:30am) E-107 

尼希米記 (國 9:30am) G-124 

啟示錄 (粵 11:00am) G-124 

Grade Topic Room 

Grades  7 What’s Up? E208 

Grades  8-9 The Book of Revelation E209 

Grades 10-12 Theology and Doctrine E210 

 兒童崇拜 

上午 9:30-10:45 

學前(3-5歲): F115 

小學 (1st-6th年級): E100 

兒童主日學 

上午 11am-下午 12:15 

學前 (3-5歲): F115 

小學 (1st-4th年級): E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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