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10/6/2019 

1. *下主日 (10/13)是宣道主日。該日邀得達拉斯神學院教授韓錦

章牧師擔任講員，傳講鼓勵宣道信息，敬請參加。 

2. *事工座談會：教會事工座談會將於 10/20(主日)下午 1:00 在禮

堂舉行。座談會將咨議 2019 年度預算，執事候選人及教牧報

告。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参加，共襄聖工。  

3. 加入兒童事工，現需要以下 2019-2020 學年同工：  

 週五晚：一名 Cubbies (3-4 歲)領袖 

 主日： 一名簽到招待 (上午 9:30) 

  兩名學前班老師 (上午 9:30) 

如有興趣加入，請登錄 dcbcsite.org/kids 報名，或聯絡程天欣

傳道(sherry.cheng@dcbcsite.org)。 

4. 2020 福音月曆接受預訂：此月曆印有聖經金句，農曆及美國節

日等資料，美觀實用。訂購者請到副堂佈告欄登記，每份五

元。請把費用交到辦公室，支票抬頭請寫 DCBC。 僅 100 份，

欲訂從速。 

5. 家庭中心體育館今日開放給排球(下午 2:00-5:30)。下主日：羽

毛球。 

1707 Campbell Trail，Richardson，TX  75082 

972-437-3466  |  dcbcsite.org 

國語崇拜程序表 
主曆二零一九年十月六日                                             上午 11:00 

主席：王俊哲長老                                    司琴：張霞友，何暢  

領詩：杜青樺                                            音響：陳潤國，陳李素欣 

聖餐：許馬可，施錫民 

招待：賀健行，王夢璇，于嘉莉，魏翠華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九組  組長：林燕 

*會眾請站立                                                                           

序樂   司琴  

宣召 撒迦利亞書 9:16 領詩 

讚美詩 
#8 歡樂平安的聖日 

#259 頌讚主聖名  
   會眾* 

禱告    主席* 

啟應詩篇 詩篇 44:17-26  主席 

牧禱與讀經 
 撒迦利亞書 9:9-12，11:12-13，

12:10-13:1，14:4,5,9，9:16-17a  
凌頌恩牧師 

証道 
十二小先知系列(十一下） 

主必再來 
凌頌恩牧師 

聖餐詩歌 #390 同來擘餅 會眾* 

聖餐  凌頌恩牧師 

主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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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98 $2,308 $5,597 

上週實收奉獻 $11,737 $3,610 $1,000 

累計(1)預算 $1,349,322 $90,000 $218,283 

累計(1)奉獻 $785,361 $46,525 $94,420 

去年同期累計奉獻 $783,102 $66,831 $98,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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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錦章牧師   主席: 王俊哲長老  音響: 陳潤國，陳李素欣  

領詩: 杜青樺  司琴: 張霞友，何暢        

招待: 賀健行，王夢璇，于嘉莉，魏翠華 

育嬰: 梁柳清           膳食: 第十組  組長：蔡靜騰 

上週出席人數  

主日崇拜 — 粵語: 106  國語: 212   英語: 277   兒童: 48 

主日學 — 粵成人: 30    國成人:  46  英成人: 68 

                     英大專: 55    青少年: 56    兒童: 64 

秋季主日學課程簡介 (2019/9—2019/11)   

青少年主日學課程 (2019/9—2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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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esis   E-209 

10-12年級 World Religion and Cults E-210 

課     程 時   間 教  室 

永生的第一年(四) ：這是真理 (國) (上午 9:30) G-204 

何西阿書 (國) (上午 9:30) G-124 

教會歷史(下) (國) (上午 9:30) F-122 

以西結書 (下) (粵) (上午 11:00) G-124 

Discipleship 101 (Young Adults) (上午 11:00) G-201  

Pathways - from Providence to Purpose 

(Adults) 
(上午 11:00) G-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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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