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11/19/2017 

1. *浸禮聚會共有十位弟兄姊妹參加。 國語堂：傅麗華，劉軍麗，宿象澤，王

婧雅，晏鵬，張恭榮，張雯丹。英語堂： Joseph Jiang, Frank Lau, Heath Swin-

dler。 

2. *感謝神!會友大會於上週順利進行：  

 通過明年度的財政預算 

 選出下列六位新任執事：陳贊忠弟兄，陳澤林弟兄，李祖崴弟兄，敖健

俊弟兄，王先威弟兄，黃偉志弟兄。 

 明年度執事職責如下：主席—敖建俊，副主席/宣道事工—王東亮，兒童

教育事工—黃偉志，司庫/財務—王先威，崇拜－李祖崴，成人教育事

工—陳澤林，粵語事工—陳贊忠，國語事工—詹得裕，秘書/英語事工－

李德良，會友服務—張裕津，總務—古國彬。  

他們將與教牧，長老共襄教會聖工，請為他們的同心事奉禱告。  

3. *AWANA LIT: 因感恩節日, AWANA 將於 11/24 日暫停活動一次。 12 月 1 日

晚繼續。  

4. *冬季成人主日學將於 12/3-2/25/2018 舉行，課程詳情請看附頁，下週主日

(11/26)崇拜後在副堂接受報名，請弟兄姊妹留意並踴躍參加。  

5. 青少年冬季退修會 2017 ：於 12/28-31 在 Lake Baptist Assembly 舉行。報名

費:11/26 前是$225;12/3 是$240。備有助學金。詳情請洽:Clement 

(dcbcyouthministry@gmail.com), Angel (angel.lee@dcbcsite.org)。 

6. *兒童詩班 (1-6 年級) 將於 2018 開始 。今日崇拜後在副堂接受報名，費用每

人 20 元，練詩將於 1/14/2018 下午 12:40 - 1:25 在兒童詩班教室(G110)開始，

歡迎參加。詳情請洽兒童詩班指揮周國華弟兄（isaac.chow@dcbcsite.org）。  

7. *聖誕節講道系列：自聖誕節前四週，講台將以“預言的應驗”為主題 

8. *聖誕主日聯合崇拜：將於 12/17 在家庭中心舉行。英語崇拜於上午 9:30 舉

行，國粵語聯合崇拜將於上午 11:15 舉行，備有嬰孩照顧，三歲以上的孩童

將與父母一同崇拜。午餐暫停供應，聚會後備茶點，歡迎邀請親友參加。  

9. 2018 福音月曆已運抵教會，請已訂購的弟兄姊妹於崇拜后到副堂領取。如

仍需購買，6 元一份，數量有限。 

10. 家庭中心的活動：家庭中心今日開放給羽毛球，敬請留意。 

 12/3 第一主日 童女有喜 太 1:23 

 12/10 第二主日 小伯利恆 太 2:6 

 12/17 第三主日 神的兒子 太 2;13-18 

 12/24 第四主日 天國近了 太 3:3 

1707 Campbell Trail, Richardson, TX  75082 

粵/國語感恩節聯合崇拜程序表 

主曆二０一七年 十一月十九日                                            上午 11:15 

序樂   司琴  

宣召 太 3:16-17   領詩* 

讚美詩 
#276 歡欣感謝 

#388 齊來感謝主 
  領詩* 

祈禱  主席 

浸禮查問  凌頌恩牧師 

見証錄影   受浸肢體  

浸禮  凌頌恩牧師 

獻詩 感謝主 國語詩班 

牧禱  沈圻鋒牧師 

証道  何謂教會? 如何一家? （弗 4:1-6） 沈圻鋒牧師 

回應詩歌 #74 恩典大過我罪   領詩*   

 歡迎與報告   凌頌恩牧師 

三一頌 第 256 首 三一頌    會眾* 

祝福    凌頌恩牧師*  

殿樂    司琴  

主席：鄭航長老                                                  司琴：翁清榮，鄒蔭如  

領詩：劉良駿                                                      音響：金融，譚卓賢  

翻譯：胡藝 

招待：林棟堯，林啟明，王先威，江灝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十一組      組長：李德良                                                                                  

                                                                                                   ＊會眾請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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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小組 領詩： 敬拜小組  

司琴：敬拜小組   音響： 譚卓賢 ，陳克勤  

招待：戚堅賢 毛珈欣 胡藝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十二組       組長：  張上力  

本年度 常費 建堂 宣道 

上週預算需要 $26,872 $2,308 $4,050 

上週實收奉獻 $20,108 $2,980 $2,400 

累計(1)預算 $1,236,066 $106,154 $186,300 

累計(1)奉獻 $928,814 $61,402 $119,393 

去年同期累計奉獻 $865,596 $66,765 $96,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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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粵語堂值理同工  

下週國語堂值理同工  

講員：凌頌恩牧師   主席：鄭航長老 領詩： 郭訓 

司琴：張霞友，鄒蔭如  音響： 陳潤國， 李祖崴  

招待：林棟堯，林啟明，王先威，江灝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十二組       組長：  張上力  

上週奉獻  

聚 會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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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     程 時   間 教  室 

基要真理 (國上午 9:30) E-107 

永生的第一年 (國上午 9:30) E-108 

新約歷史綜覽 (國上午 9:30) E-109 

舊約综覽 (國上午 9:30) F-122 

希伯來書（上卷） (粵上午 11:00) G-124 

The Explicit Gospel (英上午 11:00) G-203 

New Testament Survey (英上午 11:00) G-204 

年級 課程 教室 

7 年級 
What’s Up: Discovering the Gospel, 

Jesus, and who you really are  
E208 

8-9 年級 Genesis E209 

10-12 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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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下午 12:15 

學前 (3-5 歲): F115 

小學 (1st-4th 年級): E100 

小學(5th-6th 年級): E200 

上週出席人數  

主日崇拜         粵語： 105   英語： 267    國語： 205  兒童： 64 

主日學           粵成人： 34   國成人： 51   英成人： 52 

           英大專： 37   青少年： 59   兒童： 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