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8/18/2019 

1. 升班日將於今日舉行，每位學前，小學及中學的孩童將在兒童崇拜及主

日學都升一級，請登錄 dcbcsite.org/kids 查看詳情。 

2. *成人主日學新課程將在 9/1 開始，請登錄 goo.gl/JDsEuE 獲取課程簡

介。新課程有： 

 永生的第一年(四)：這是真理 (G-204)  

 何西阿书 (G-124) 

 教會歷史(下)(F-122) 

3. *一年讀經計劃將在下周開始。如果您還沒有開始一年讀經計劃，請登

錄 goo.gl/W9k4X8 獲取讀經計劃表。無論您是否已註冊本教會的讀經計

劃， 當您完成一年讀經計劃時，請在 goo.gl/8CGxQk 填寫您的資料。 

4. 大專院校迎新會(中文)：於週六 (8/24) 下午 5-9 時在教會舉行。請聯絡王

東亮弟兄 214-284-7619，rock2612(微信) 或孔令翔傳道 858-519-4381，

Hellomax0810 (微信) 報名。 

5. 捐助 2019 返校用品：透過 Community Partners of Dallas 我們希望捐助返

校文具用品(嶄新的)，幫助有需要的孩童預備新學年。收集時間為主日

(8/18 和 8/25)下午 12:15-1:00，地點為交誼廳。 

6. 教會管弦樂隊招募團員：如果您演奏樂器並願意在管弦樂隊中事奉，詳

情及報名，請聯絡 Eric Chui (dcbc.orchestra@gmail.com)。8/25 有介紹會

(下午 1:00 在 G-214 教室)，歡迎了解更多信息，練習將於 9/8 開始。 

7. AWANA/LIT 2019-2020 於 9/6 開始，網上報名已開始開始，請登錄

dcbcsite.org/kids 報名。 

8. 教會圖書室在尋找同工來幫忙處理圖書借閱，並整理圖書資料。如果您

願意參與，請登錄 https://bit.ly/2Yt7u0I 申請，我們將與您聯絡 

9. 兒童事工現徵求以下領袖:  

 小學組 (請洽 stephanie.shyu@dcbcsite.org)  

 學前組 (請洽 linda.chen@dcbcsite.org) 

 AWANA (請洽 adam.wong@dcbcsite.org) 

9. 家庭中心體育館今日開放給籃球，下主日：排球，敬請留意。 

1707 Campbell Trail，Richardson，TX  75082 

972-437-3466  |  dcbcsite.org 

國語崇拜程序表 
主曆二零一九年八月十八日                                             上午 11:00 

主席：王志明                                        司琴：張霞友，曾雪瑩  

領詩：杜青樺                                        音響：朱必骋，陳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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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二組  組長：許振宇 
                                                                            

*會眾請站立                                                                           

序樂   司琴  

宣召 詩篇 18:6 領詩 

讚美詩 
#491 榮耀歸神 

#22 耶穌大愛深不可測  
  會眾* 

禱告    主席* 

啟應詩篇 詩篇 41:5-10  主席 

獻詩 榮耀歸主   詩班 

Zuni 短宣分享  鄭丹 

牧禱與讀經 約書亞記 6:1-7， 15-20 凌頌恩牧師 

証道 持續的禱告 凌頌恩牧師 

回應詩歌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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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39 $600 $1,180 

累計(1)預算 $1,107,151 $73,846 $179,116 

累計(1)奉獻 $629,248 $36,435 $79,030 

去年同期累計奉獻 $624,607 $55,761 $72,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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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令翔傳道  主席: 王志明    領詩：杜青樺  

司琴：張霞友，曾雪瑩    音響：朱必骋，陳超 

招待：林棟堯，林啟明，王先威，江灝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一組  組長：李耀宗  

上週出席人數  

主日崇拜 — 粵語： 111   國語： 220   英語： 235   兒童： 44 

主日學 — 粵成人： 25    國成人： 49    英成人： 68 

                  青少年： 55    兒童： 67 

夏季主日學課程簡介 (2019/6—2019/8)   

青少年主日學課程 (2019/6—2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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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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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shua E-209 

10-12年級 World Religion and Cults E-210 

課     程 時   間 教  室 

永生的第一年 (三)：這是聖經(國) (上午 9:30) G-204 

讓全世界都知道 (四) (國) (上午 9:30) G-124 

比翼雙飛在主裡 (國) (上午 9:30) F-122 

以西結書 (上) (粵) (上午 11:00) G-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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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