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2/16/2020 

1. *親愛的弟兄姊妹，自下主日起(2/23)，為確保健康衛生，減少交叉

感染，亞伯拉罕款待事工將停止在主日上午接受已經開封或沒有個

別包裝的食物，直至教會另行通知，敬請各位理解。如有任何問題，

請洽潘有安弟兄或胡江暉傳道。 

2. 家庭短宣：教會今年計劃於 5/30-6/6 去 Zuni (新墨西哥州)短宣。今

日下午 1-2 時在 G-203 教室有短宣介紹，歡迎參加。詳情請洽唐大

智牧師(david.tang@dcbcsite.org)。 

3. 接納新會友將於 3/15 崇拜中舉行，會友班於 2/23 下午 1:00-4:00 進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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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參加者請到辦公室外資料架領取報名表填好交回辦

公室，報名 2/21 截止。 

4. 浸禮聚會：將於 4/12 在復活節崇拜中舉行，浸禮班於 2/23 開始(下

午 12:30-1:30，連續五個主日)。有意參加者請到資料架領取報名表

於今日填好交回辦公室，報名於 2/21 截止。 

5. 國語團契查經培訓： 2020 年第一次的國語團契查經培訓將於 2/29 

(週六)舉行。本期的題目為《正意釋經 vs 私意解經》，講員：張練

能牧師。時間為上午 9:30 至下午 4:00，備有午餐，請弟兄姊妹預留

時間參加。備有兒童看顧，今日起午餐時間在交誼廳報名。* 

6. *成人主日學新課程：於 3/1 開始。新課程有： 1). 約書亞記(G-124) 

2). 新約綜覽(F-122) 3). 基要真理(G-204) 4). 教養兒童-基本概念 (G-

203)。請登錄 goo.gl/JDsEuE 獲取課程簡介。 

7. *一年讀經計劃：將於兩周後開始。如果您還沒有開始一年讀經計劃，

請到前門內垂幅旁邊，或登錄 goo.gl/W9k4X8 獲取讀經計劃表。 無

論您是否有預先註冊 DCBC 的讀經計劃，當您完成一年讀經計劃時，

請登錄 goo.gl/8CGxQk 填寫您的資料。 

8. 教會現征求幫手，在主日幫忙保持各處門戶把手清潔消毒。教會將

提供消毒濕巾，請有意幫忙者電郵至 office@dcbcsite.org 報名。 

9. 奉獻收據： 2019 奉獻收據將於今日繼續派發。收據號碼張貼在廊道

內的牆壁上。為便於操作，請先查看自己的號碼，然後於交誼廳領

取收據。 

10.家庭中心體育館今日開放給羽毛球(下午 2:00-5:30)。下主日：籃球。 

11.*祝賀費斯可基督徒中國教會新堂落成，獻堂禮主日崇拜將於 2/23 

上午 10:30 舉行，同慶主恩。教會地址： 10055 Warren Parkway, 

Frisco 75035。 

1707 Campbell Trail，Richardson，TX  75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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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主日崇拜程序表 

 主曆二零二零年二月十六日                          上午 11:00 

主席：詹得裕                         司琴：張霞友，鄒蔭如  

領詩：吳蕙萍                         音響：陳自揚，施奕強                     

招待：林棟堯，林啟明，王先威，江灝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十組 組長：蔡靜騰   

*會眾請站立                                                                           

序樂   司琴  

宣召 雅歌 1:13-14 領詩 

讚美詩  #245 聖徒齊來歌唱 

#156 耶穌必做萬國君王  

 會眾*  

禱告   主席* 

啟應詩篇 詩篇 55:9-19  主席 

獻詩 每一天所渡過的每一刻  手鈴隊 

牧禱與讀經 彼得前書 1:8  凌頌恩牧師 

証道 大公教會書信系列 (二)：  凌頌恩牧師 

回應詩歌 #445 祂使我歡樂歌不停   會眾*  

 歡迎與報告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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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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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奉獻  

本年度 常費 建堂 宣道 

上週預算需要 $34,965 $2,308 $5,733 

上週實收奉獻 $12,530 $950 $750 

累計(1)預算 $209,792 $13,846 $34,400 

累計(1)奉獻 $115,528 $5,265 $9,473 

去年同期累計奉獻 $92,805 $6,405 $12,470 

(1) 累計至上週           *請參閱走廊佈告欄當月結算明細 

教會有五個粵語團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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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馮永召傳道             主席：詹得裕      領詩：吳蕙萍 

司琴：張霞友，鄒蔭如 音響：陳自揚，施奕強  

招待：林棟堯，林啟明，王先威，江灝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五組 組長：路承浩/張福生  

上週出席人數  

主日崇拜 —粵語： 98   國語: 183   英語： 267   兒童： 40 

主日學 — 粵成人: 32   國成人： 34   英成人： 74 

英大專： 58  青少年： 60   兒童： 51 

冬季主日學課程簡介 (2019/12—2020/02)   

青少年主日學課程(2019/12—2020/02)   

學前及小學生家長須知 

  嬰幼兒至四年級的孩童必須由家長在下午 12:15 前接回。 

接回育嬰室及學前班孩童時必須出示相同的孩童名牌。謝謝！ 

 兒童崇拜 

上午 9:30-10:45 

學前(3-5 歲): F-115 

小學(1-6 年級): E-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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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100  

小學(5-6 年級): E-200 

年  級 課          程 教  室 

7年級 What’s Up E-207 

8-9年級 Spiritual Warfare E-209 

10-12年級 World Religion and Cults E-210 

課     程 時   間 教  室 

以弗所書和歌羅西書 (國) (上午 9:30) G-124 

小先知書概論 (國) (上午 9:30) F-122 

新約綜覽 (粵) (上午 11:00) G-124 

OT Survey (Young Adults) (上午 11:00) G-201  

Titus (Adults Class)  (上午 11:00) G-203  

Basic Concept on Parenting Skill 
(Adults Class)  

(上午 11:00) G-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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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