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12/17/2017 

1. *凌頌恩牧師夫婦暨全體教牧同工及長執敬祝各位聖誕蒙福，

願主基督降臨在每個家中，賜福每人的生命。 

2. 國語堂崇拜目前徵求兩名會友參與 AV 團隊服侍，服侍裝備

訓練將於明年一月進行，請有興趣的會友與秘書 Diana ：

diana.swindler@dcbcsite.org 聯絡。  

3. *聖誕節奉獻封：“上帝愛世人，甚至將獨生子賜給我

們….”(約 3:16)。聖誕節是感謝主並回饋、支持聖工的日

子，今日崇拜程序單中謹附上聖誕節奉獻封，在您歡慶上帝

最寶貴的禮物－救主耶穌的日子，希望您也記念上帝的家的

需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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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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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0 週年教會集體合照：請於今日（12/17）聯合崇拜后參加全

教會集體合照。照片將用於 50 週年紀念刊物等。  

6. 聖誕節講道系列：自聖誕節前四週，講台以“預言的應驗”

為主題： 

12/24 第四主日  天國近了 太 3:1-6 

7. *青少年主日學：放假到 1/7/2018。 

8. 失物招領：請於 12/31 前於失物招領處（交誼廳）認領您的

物品。12/31 之後所有物品將被捐獻。 

9. 今年度奉獻截止日期為 12/31 （主日)，此後收到的奉獻將歸

入明年度奉獻的帳目內。  

10. 2018 福音月曆已運抵教會，請已訂購的弟兄姊妹於崇拜后到

辦公室領取。如仍需購買，6 元一份。 

11. 家庭中心的活動：家庭中心今日開放給籃球，敬請留意。 

 

序樂  Joy Has Dawned 手鈴隊  

降臨節點燭與讀經  馬太 2:13-18  
李祖崴，林惠瑩夫婦 

譚卓賢，毛珈欣夫婦 

獻詩 Still，Still，Still 樂團 

讚美詩 普世歡騰 會眾/詩班* 

讚美詩 以馬內利來臨 會眾/詩班* 

獻詩 馬槽歌 兒童詩班 

讚美詩 聽啊，天使高聲唱  會眾/詩班* 

認證傳道同工  凌頌恩牧師  

牧禱  凌頌恩牧師  

証道  神的兒子 凌頌恩牧師  

回應詩歌 普世歡騰 領詩* 

歡迎與報告  凌頌恩牧師  

三一頌 #256 三一頌  會眾*  

祝福   凌頌恩牧師 * 

阿們頌  會眾* 

殿樂  司琴 

1707 Campbell Trail, Richardson, TX  75082 

972-437-3466  |  dcbcsite.org 

恭祝聖誕國、粵語聯合崇拜程序 

主曆二０一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上午 11 :00 

領詩：劉良駿          翻譯：李宗賢長老           

司琴：曾雪瑩   音響：戴志偉，嚴國存 

       招待：張靜芝， 陳家齊， 詹得裕， 林

惠瑩，  潘有安，盧美玲，蔡瑞如             

育嬰：梁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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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頌恩牧師   主席：鄭丹 領詩：鄭丹 

司琴：龔明愛 音響：戴志偉 ，陳克勤  

招待：潘有安 盧美玲 蔡瑞如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三組       組長：譚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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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93 $5,721 $3,880 

累計(1)預算 $1,343,550 $115,385 $202,500 

累計(1)奉獻 $1,144,300 $72,393 $135,778 

去年同期累計奉獻 $1,010,471 $94,055 $114,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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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威  領詩：劉良駿  

司琴：龔明愛，曾雪瑩  音響：金融， 陳超   

招待：張靜芝，陳家齊，詹得裕，林惠瑩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三組       組長：譚文彬 

上週奉獻  

聚 會 時 間  

 

冬季主日學課程簡介 (2017/12 ~2018/2)  

青少年主日學課程 (2017/12 ~2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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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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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     程 時   間 教  室 

信徒宣教 (國上午 9:30) E-107 

永生的第一年（續一） (國上午 9:30) E-108 

約翰福音 (國上午 9:30) E-109 

傳道書 (國上午 9:30) F-122 

舊約綜覽 (粵上午 11:00) G-124 

Horizontal Jesus (英上午 11:00) G-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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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出席人數  

主日崇拜        粵語： 117   英語： 215    國語： 210  兒童： 55 

主日學           粵成人： 46   國成人： 48  英成人： 52 

           英大專： 42   青少年： 55  兒童： 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