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7/30/2017 

1. 手鈴學習班於今日， 8/6，8/1 下午 12:30-1:15 在 F124 室舉行，歡

迎成人及七年級以上青少年並懂看樂譜者參加，並將於 8/20 兒童

崇拜中獻奏，有意者請洽 Elise Sung 姊妹 sungeutd@yahoo.com.  

2. *SMU 新生接機事工：希望弟兄姊妹能踴躍參與接機服務。有意

者請洽王東亮弟兄(214)284-7619 或 Davis2612wong@gmail.com。 

3. 浸禮聚會將於 8/13(下主日) 下午 1:00 在教會禮堂舉行，請預留時

間參加觀禮。 

4. *AWANA 徵求 2017-2018 年度同工：歡迎加入該行列陪伴學前至

六年級的孩童在基督裡成長，現需要老師，助教和組長。有興趣

者請登入網頁 dcbcsite.org/kids 登記或聯絡程天欣傳道

sherry.cheng@dcbcsite.org   

5. 佈道培靈會：今年秋季新生陸續來到達城，特為此安排的佈道培

靈會將於 8/25-27 (週五至主日) 舉行, 由印城華人教會主任牧師张

志剛牧師主講。  

8/25 (週五)晚 7:30—佈道會(國語) 

8/26 (週六)晚 7:00—培靈會(國翻粵) 

8/27 (主日)上午 9:30 一粵語祟拜; 上午 11:00 一國語崇拜 

請國、粵語會眾預留時間，自己踴躍出席，並力邀大學新生，新

來賓及親友中慕道朋友參加! 

6. 2017 秋季 AWANA-LIT ：九月八日開始， 歡迎三歲至六年級兒童

參加， 網上報名八月十五日開始，詳情及登記，請登陸

www.dcbcsite.org/kids.  

7.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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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前訂購每

份五元。請把費用交到辦公室，支票抬頭請寫 DCBC。  

8. 家庭中心的活動：家庭中心今日開放給排球，敬請留意。 

序樂   司琴  

讚美詩 #254 讚美！讚美！ 會眾*  

祈禱   主席* 

讚美詩  #342 主我願像你  會眾  

啟應經文   詩 20:1-9  主席/會眾 

小提琴獨奏 #233 聖哉!聖哉!聖哉!全能大主宰 鄭佳詩姊妹 

牧禱  羅國華牧師 

 讀經 腓 4:4-7  羅國華牧師 

証道  作門徒：平安之道（一）  羅國華牧師 

回應詩歌 #57 信靠耶穌 (1,3) 會眾* 

歡迎   羅國華牧師 

報告   主席 

三一頌 #256 三一頌  會眾*  

祝福   羅國華牧師 

阿們頌   會眾* 

殿樂   司琴  

1707 Campbell Trail, Richardson, TX  75082 

972-437-3466  |  dcbcsite.org 

國語主日崇拜程序表 
主曆二０一七年七月三十日                           上午 11 :00-12:15 

主席：鄭航長老          司琴：鄒蔭如，曾雪瑩  

領詩：郭訓                                                             音響：陳超,，金融  

招待：陳慶風，王聖惠，賀健行，劉嘯月，陳芸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七組，組長：徐振賜  

                 ＊會眾請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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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何維廉牧師    主席： 鄭航長老  領詩：劉良駿  

司琴：  龔明愛，曾雪瑩  音響：孫宏偉，金融  

招待：林棟堯，林啟明，王先威，江灝  

育嬰：梁柳清   膳食： 第八組      組長：蘇國偉  

上週出席人數  

主日崇拜 聯合崇拜： 592 

主日學 粵成人： NA   國成人： NA   英成人： NA 

 英大專： NA  青少年： NA   兒童： NA 

上週奉獻  

本年度 常費 建堂 宣道 

上週預算需要 $26,871 $2,308 $4,050 

上週實收奉獻 $10,095 $1,130 $1,010 

累計(1)預算 $806,130 $69,231 $121,500 

累計(1)奉獻 $570,762 $36,552 $70,601 

去年同期累計奉獻 $466,423 $60,530 $ 45,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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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季主日學課程簡介 (2017/6 ~2017/8)  

青少年主日學課程 (2017/3 ～ 2017/5) 

學前及小學生家長須知 
  六年級及以下的孩童參加聚會前須先登記及帶上名牌 

家長領回學齡前孩童時，必須出示相同的孩童名牌  

歡迎第一次與我們一同崇拜的朋友 

崇拜結束後留步在 F121 室共進午餐 

 

課     程 時   間 教  室 

讓全世界都知道 (國 9:30am) E-109 

約伯記 (國 9:30am) F-122 

系統神學簡介 (粵 11:00am) G-124 

Grade Topic Room 

Grades  7 Christian topics  E208 

Grades  8-9 Summer Practicum/Self-study  E209 

Grades 10-

12 
Summer Practicum/Self-study  E210 

 兒童崇拜 

上午 9:30-10:45 

學前(3-5 歲): F115 

小學 (1st-6th 年級): E100 

兒童主日學 

上午 11am-下午 12:15 

學前 (3-5 歲): F115 

小學 (1st-4th 年級): E100 

小學(5th-6th 年級): E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