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8/12/2018 

1. *感謝陳宏博博士今日在國語和英語崇拜中証道。 

2. *浸禮聚會今日下午 1:00 在教會禮堂舉行，請參加觀禮。今日有以下四位受

浸：國語堂：黃錦珍 

 英文堂： Alexander Sou, Rachel Ou, Ruth Huang（黃思環）。 

2. 馬拉松禱告會今日與浸禮合併，下主日在禮堂繼續舉行，請再接再厲參加。 

3. 50 週年感恩音樂會：於 9/8 晚上 7:30 在教會禮堂舉行，歡迎參加。 

4. 50 週年感恩聯合崇拜：於 9/16 上午 10 時在教會禮堂舉行，敬請參加。 

5. 50 週年感恩晚宴： 於 9/16，在寶珠軒大酒樓(The Pearl:2625 W Pioneer Pkwy 

Grand Prairie)下午 5 時開始。請崇拜后於副堂購票。晚宴：每人$10 ；(選項)

接送巴士：每人$10(往返)。 

6. *達福地區聯合佈道會訂於 9/21-9/23 在 Hunter Glen Baptist Church 舉行，歡迎

有負擔弟兄姊妹參與陪談事工， 陪談訓練在 9/2 下午 1:30/ F122 室舉行。有意

者請與羅牧師聯絡(pastorlo@yahoo.com )，或在交誼廳佈告欄上報名表登記。 

7. *升班日將於 8/19 舉行，每位學前，小學及中學的孩童將在兒童崇拜(上午

9:30)及主日學及主日學(上午 11:00)都升一級。 

8. 兒童事工歡迎加入該行列陪伴學前至六年級的孩童在基督裡成長，現需要以下

同工： 

--兒童崇拜(上午 9:30): 學前班老師(2 名)，領詩(1 名)。 

--主日學(上午 11): 學前小組組長(2 名)，小學小組組長(3 名) 

--育嬰(上午 9:30): 幫手(1 名) 

--主日歡迎小組(上午 9:30): 招待(1 名)  

--Awana-LIT (週五， 晚上 7:30): 3、4 年級 T&T 指導，遊戲組長，3-4 歲

Cubbies，(K-1 年級)Sparks，以及 T&T 手冊領袖 若干。 

歡迎大家踴躍加入，願事奉者請登入 dcbcsite.org/kids 登記或聯絡程天欣傳

道 sherry.cheng@dcbcsite.org. 

9. 2018 年美南華人差傳大會將於 12/26 至 12/29 在休斯頓舉行。我們在副堂(下

午 12:30-1:15) 接受報名。前 150 名報名者教會將支持 90%的報名及膳食費 。

目前註冊人數： 33(還剩 117 名額)請閱讀夾頁中的詳細註冊說明。 

10. 大專院校迎新籌備事工：目標是接待 30 位學生，希望弟兄姊妹能踴躍開放家

庭和參與下列事項： 1）1-3 天臨時住宿，2）接機與本地接送，3）生活協

助，4）新生歡迎會。歡迎有意參與或查詢者聯絡羅牧師 (972-437-3466 x111) 

或王東亮執事 (214-284-7619)，也可登入 tinyurl.com/dcbcnew 報名。 

11. 教會 50 週年標誌運動衣：可登入 tinyurl.com/dcbc50shirt 購買，每件$10-15。詳

情請洽 Elise Sung (sungeutd@yahoo.com)。 

12. 家庭中心的活動今日開放給羽毛球， 敬請留意。 

1707 Campbell Trail, Richardson, TX  75082 

972-437-3466  |  dcbcsite.org 

國語主日崇拜程序表 
 主曆二零一八年八月十二日                                         上午 11 :00 

主席：周令璇                                 司琴：鄒蔭如，曾雪瑩  

領詩：杜青樺                                                         獨唱： 

招待：林棟堯，林啟明，王先威，江灝        音響：金融,陳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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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西結書 1:26-27 領詩 

讚美詩 
#16 神妙聖愛 
#14 真神之愛   會眾* 

禱告    主席* 

啟應詩篇 詩篇 23:1-6  主席 

獻詩(獨唱) 我知道誰掌管明天 陳純慈博士 

 讀經與牧禱 以西結書 1:4，15-20  凌頌恩牧師    

証道  以西結的輪子與上帝的榮耀  陳宏博博士 

回應詩歌 #35 只要相信  會眾* 

歡迎與報告  凌頌恩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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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暫停) 

下週值理同工  

上週出席人數  

主日崇拜 粵語： 118 英語： 263 國語： 210 兒童： 38 

主日學 粵成人： 34 英成人： 60    國成人： 44 

 英大專： NM  青少年 ： 51  兒童： 60 

上週奉獻  

本年度 常費 建堂 宣道 

上週預算需要 $33,077 $2,308 $4,978 

上週實收奉獻 $19,557 $1,090 $1,690 

累計(1)預算 $1,025,396 $71,538 $154,320 

累計(1)奉獻 $614,474 $55,261 $72,055 

去年同期累計奉獻 $623,085 $40,812 $7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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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令翔傳道  主席：周令璇     領詩：杜青樺     

司琴：鄒蔭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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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組    組長： 李德良   

夏季主日學課程簡介 (2018/6 ~2018/8)  

青少年主日學課程 (2018/6 ~2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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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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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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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203  

小學(5-6 年級): G-217  

年級 課程 教室 

7 年級 
What’s Up: Discovering the Gospel, 

Jesus, and who you really are  

Cry 
Room 

8-12 年級 Growth Through Serving Varies 

課     程 時   間 教  室 

永生的第一年 (續三) （國） (上午 9:30) 圖書館 

使徒行傳 (國） (上午 9:30) G-214 

教會歷史 (國） (上午 9:30) F-122 

耶利米書與哀歌(下) (粵） (上午 11:00) G-124 

Band of Brothers (Men) (英） (上午 11:00) G-110 

Tapestry (Women) (英） (上午 11:00) G-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