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9/1/2019 

1. 成人主日學新課程今日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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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何西阿書 (G-124) 

 -  教會歷史(下)(F-122) 

2. 一年讀經計劃已經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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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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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國語部成人英文班(ESL) 將於 9/8 開始上課 (G-204) 教室，屆時接受報

名，上課時間為每主日下午 1-3 時。如有任何問題，請聯絡許馬可弟

兄： m_hsu01@yahoo.com。 

5. 接納新會友將於 10/20 崇拜中舉行。會友班於 9/15 舉行，9/13 截止報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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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電郵至 office@dcbcsite.org 報名會友班。 

6. *崇拜禮堂新購置耳機系統，方便長輩更清楚聆聽主日訊息，請有需要

的長輩於主日崇拜前與 AV 招待聯繫。面對講台右方前三排座位，預留

給年長以及需要的人士，可使用右方逃生門進出。  

7. *加入兒童事工，現需要以下 2019-2020 學年同工：  

 AWANA-LIT (週五晚) ： Cubbies (3-4 歲)老師(兩名) 

 主日：兩名學前班老師(上午 9 時) 

兩名學前班助手(上午 11 時) 

一名小學組長(上午 11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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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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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教會辦公室因勞動節，於星期一(9/2)放假一天。敬請留意。 

10.家庭中心體育館今日開放給羽毛球(下午 2:0-5:30)。下主日：籃球，敬

請留意。 

1707 Campbell Trail，Richardson，TX  75082 

972-437-3466  |  dcbcsite.org 

國語崇拜程序表 
主曆二零一九年九月一日                                             上午 11:00 

主席：林啟明                                                 司琴：鄒蔭如，杜青樺  

領詩：劉良駿                                                 音響：陳自揚，施奕強 

招待：張靜芝，陳家齊，詹得裕，林惠瑩   聖餐：許馬可，施錫民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四組   組長：鄧澤湘  
                                                                            

*會眾請站立                                                                           

序樂   司琴  

宣召 希伯來書 11:8, 17, 19 領詩 

讚美詩 
#491 榮耀歸神 

#401 永恒君王  
   會眾* 

禱告    主席* 

啟應詩篇 詩篇 42:1-5  主席 

牧禱與讀經 創世記 12:1-2; 22:1-2  凌頌恩牧師 

証道 宣教路上的吾珥 vs 摩利亞  曹姿孋傳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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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2 $160 $110 

累計(1)預算 $1,176,348 $78,462 $190,310 

累計(1)奉獻 $695,751 $37,695 $81,680 

去年同期累計奉獻 $678,363 $59,581 $89,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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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啟明    領詩：劉良駿 

司琴：鄒蔭如，杜青樺     音響：陳自揚，施奕強  

招待：張靜芝，陳家齊，詹得裕，林惠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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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國語： 242   英語： 320   兒童： 50 

主日學 — 粵成人： 32  國成人： 62  英大專： 67 

                     青少年： 60    兒童：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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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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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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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