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9/10/2017 

1. 特別會友大會: 按照教會會章, 執事會定於 2017 年 9 月 17 日（星期日）

下午 1 時在禮堂召開會友大會，投票表決續聘凌頌恩牧師繼續在我們教

會擔任主任牧師，和我們一起事奉神。請代禱並預留時間參加會友大

會。倘若不能參加，請向教會秘書索取缺席投票申請表。 

2. 哈維颶風基金:由於哈維颶風造成的巨大損失，執事會已批准教牧同工的

建議，開設救災基金募捐。上週我们收到$4,800 募捐。該基金將只在今

日最後一天開放。請在備忘欄註明“颶風救濟基金”。 

3. *接納新會友於 10/22 崇拜中舉行，會友班將於 9/30(週六)上課。歡迎重生

得救、受過水禮、並在本教會經常聚會六個月以上的肢體參加，願意者

請到資料桌填寫報名表後交回辦公室，9/24 截止報名。  

4. *浸禮聚會將於 11/19 在崇拜中舉行，浸禮班於 10/1 至 10/29(連續五個主

日) 崇拜後舉行。有意參加者請到資料桌填寫報名表後交回辦公室，以便

聯絡與約談，9/24 截止報名。  

5. 管絃樂隊召募團員: 有興趣在該行列事奉者，請洽 Eric Chui 弟兄 

(dcbc.orchestra@gmail.com)申請。 成員年齡需在 9 年級以上，9 月 17 日起

開始練習。  

6. AWANA 徵求 2017-2018 年度同工：歡迎加入該行列陪伴學前至六年級的

孩童在基督裡成長，現需要以下同工： 

--主日學（11AM): 小學：低年級組長（1 名），高年級男孩小組長（1

名） 

--主日歡迎小組: 招待（2 名） ( 9:30 或 11:00 崇拜) 

--育嬰部: 幫手兩名（9:30 或 11:00 崇拜） 

有興趣者請登入網頁 dcbcsite.org/kids 登記或聯絡程天欣傳道

sherry.cheng@dcbcsite.org. 

7. 青少年家長座談會： 今日下午 1-3 點。歡迎青少年家長來與我們見面，

禱告，並更多的了解教會青少年事工。請洽 clement@dcbcsite.org 或 Angel

-angel.lee@dcbcsite.org 獲取更多信息。 

8. 培靈研經大會: 本月 22 至 24 日(週五、六 7:30PM ；主日 3:00PM)在

Hunters Glen Baptist Church, Plano 舉行，講員：康來昌牧師。聚會對象為

主内肢體，請廣邀已信主弟兄姐妹參與。敬請留意，因受借用場地責任

保險之限制，大會無法提供嬰兒看顧及兒童節目。     

9. 家庭中心的活動：家庭中心今日開放給排球，敬請留意。 

1707 Campbell Trail, Richardson, TX  75082 

粵語主日崇拜程序表 

主曆二０一七年 九月十日                                            上午 9 :30-10:45 

序樂   司琴  

宣召  袮是王 敬拜小組  

讚美詩 袮是王/歡欣   會眾* 

祈禱     主席*   

讚美詩 心曲   會眾* 

啟應經文  詩 24:1-6  主席/會眾  

獻詩 耶和華是我的倚靠  敬拜小組 

牧禱   沈圻鋒牧師  

讀經 約 1:1-5  粵語職青 

証道 你為何要信 （1） 沈圻鋒牧師  

回應詩歌 因著信  會眾* 

特別報告  李國鋒長老 

報告    主席  

三一頌 第 256 首 三一頌   會眾* 

祝福  沈圻鋒牧師* 

阿們頌    會眾* 

殿樂   司琴  

主席：敬拜小組     司琴：敬拜小組  

領詩：敬拜小組     音響：譚卓賢， 陈克勤   

招待：張偉亮 黄偉興夫婦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十二組，組長：張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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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語诗班  領詩：粤語诗班   

司琴：粤語诗班     音響：李舜宜 ，張美鈴  

招待：張偉亮 黄偉興夫婦    

育嬰：梁柳清   膳食： 第二組      組長：許振宇   

上週出席人數  

主日崇拜 粵語： 103   英語： 289    國語： 191    兒童： 45 

主日學 粵成人： 38    國成人： 36   英成人： 46 

 英大專： 46    青少年： 60    兒童：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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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47 $4,430 $1,568 

累計(1)預算 $967,356 $83,077 $145,800 

累計(1)奉獻 $719,974 $49,552 $80,025 

去年同期累計奉獻 $630,711 $50,430 $6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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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季主日學課程簡介 (2017/9 ~2017/11)  

青少年主日學課程 (2017/9 ～ 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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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結束後留步在 F122 室共進午餐 

 

課     程 時   間 教  室 

基要真理 (國 9:30am) E-107 

永生的第一年 (國 9:30am) E-108 

新約歷史綜覽 (國 9:30am) E-109 

舊約综覽 (國 9:30am) F-122 

希伯來書（上卷） (粵 11:00am) G-124 

The Explicit Gospel (英 11:00am) G-203 

New Testament Survey (英 11:00am) G-204 

Grade Topic Room 

Grades  7 
What’s Up: Discovering the Gospel, 

Jesus, and who you really are  
E208 

Grades  8-9 Genesis E209 

Grades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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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5th-6th 年級): E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