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2/10/2019 

1. * 讀經計劃 ：無論您是否有預先註冊 DCBC 的一年讀經計劃, 當您完成

一年讀經計劃時, 請在以下網站填寫您的資料: goo.gl/8CGxQk 或發送電

郵, 主題 "讀經計劃完成" 和您的名字至 adult.school@dcbcsite.org。  

2. 同工變動：教會行政助理 Diana 姊妹於 2/3-3/3 請假，期間國/粵語事宜

請聯繫林堅容姊妹(megan.wong@dcbcsite.org)；英語事宜請聯絡 Crystal 

Lee 姊妹(crystal.lee@dcbcsite.org)，敬請留意。 

3. 姊妹會：將於 2/14/2019 在詩班房(上午 10:00 至午餐畢) 舉行專題活

動：姊妹健康碎碎談。講員程姚鎂醫生。備幼兒看䕶，歡迎參加 。  

4. 情人節： 2/14 (週四)晚上 5:00-9:00 家庭事工將提供免費托兒服務 (小學

及以下)，好讓夫婦能外出享受甜蜜時刻。 今日起請到副堂登記孩童的

數目及年齡。 我們將為您的孩子們提供晚餐(比薩餅)。 希望大家善用

這個特殊的節日，並約會你的配偶。 

5. 孩童祝福禮：將於 3/17 主日崇拜中舉行，凡立志遵照聖經之原則教養

子女的基督徒父親或母親，都可為子女報名參加。請在資料架領取並

填寫報名表，交回辦公室，以便安排約談時間。3/3 截止報名。 

6. 浸禮聚會：將於 4/21 在復活節崇拜中舉行，浸禮班於 3/3 主日崇拜後

舉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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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聯絡與約談。浸禮班報名於 2/24 截止。 

7. 加入學前班主日學：兒童事工現徵求兩名春季學前班主日學老師。請

登錄 www.dcbcsite.org/kids 或洽張珮琳姊妹 (linda.chen@dcbcsite.org)獲取

詳細信息。 

8. 國語堂崇拜現徵求： 4 名招待和 2 名 A/V 成員，有興趣者請聯絡李祖

崴 gordon.lee@dcbcsite.org，我們會提供培訓。歡迎大家踴躍參與。 

9. 圖書館更新：圖書館已重新開放。前 2-3 個月將進行圖書重新編排，

故暫不會有書籍借閱。如有任何問題，請聯絡李舜宜姊妹: ja-

netli123@gmail.com 或陳澤林弟兄: jerry.chen@dcbcsite.org。  

10. 家庭中心體育館今日預留給籃球，敬請留意。 

 

1707 Campbell Trail, Richardson, TX  75082 

972-437-3466  |  dcbcsite.org 

國語崇拜程序表 
主曆二零一九年二月十 日                                          上午 11 :00 

主席：蔡得遜                           司琴：張霞友，曾雪瑩                     

領詩：劉瑞音                                                      音響：金融，陳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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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樂   司琴  

宣召 El Shaddai (全能神)    手鈴隊* 

讚美詩 
#241 齊來同敬拜  

#107 萬口歡唱  
  會眾* 

禱告    主席* 

啟應詩篇 詩篇 33:13-17  主席 

牧禱  凌頌恩牧師*  

讀經 歌羅西書 1:15-18 孔令翔傳道* 

証道 基督里的豐盛（三）  孔令翔傳道 

回應詩歌 #64 信靠耶穌真是甜美     會眾* 

 歡迎與報告   主席 

三一頌 第 256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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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45 $1,170 $3,490 

累計(1)預算 $172,992 $11,538 $27,987 

累計(1)奉獻 $79,641 $5,905 $10,855 

去年同期累計奉獻 $71,179 $4,471 $6,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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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凌頌恩牧師 主席：蔡得遜    領詩：劉瑞音 

司琴：張霞友，曾雪瑩                     音響：金融，陳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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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出席人數  

主日崇拜 粵語： 140  國語： 220  英語： 267   兒童： 50 

主日學 粵成人： 26  國成人： 44   英成人： 63  兒童： 64 

                  青少年： 61   英語大專 ： 57 

冬季主日學課程簡介 (2018/12 ~2019/2)  

青少年主日學課程 (2018/12 ~2019/2) 

學前及小學生家長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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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回。 

家長們，請在下午 12:15 接回孩子。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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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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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8-9年級 Judges E-209 

10-12年級 Dating, Relationships & Marriage E-210 

課     程 時   間 教  室 

哈該書, 撒迦利亞書, 瑪拉基書（國） (上午 9:30) G-205 

哥林多前書 (國） (上午 9:30) F-122 

永生的第一年:這是救恩 (國） (上午 9:30) G-204 

所羅門的智慧與現代人（粵） (上午 11:00) G-124 

Christian Living in a Post-Christian 
Culture  

(上午 11:00) G-201 

Engaging the Culture  (上午 11:00) G-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