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1/28/2018 

1. *青少年家長座談：今日下午 1:30-3:30 於 E210 室。內容：在不同青少年話題中

學習，引導，以及訓練您的孩子。 

2. 50 週年主題標誌設計投票：第二輪投票於今日結束。所有設計展示與交誼廳，

歡迎所有人投票。每人一票。 

3. *馬丁路德改教 500 周年紀念展：在交誼廳有馬丁路德改教 500 周年紀念展覽，

本次展覽由台灣宇宙光雜誌主辦，展覽將于今天下午結束，歡迎弟兄姊妹觀

看。  

4. 農曆新年團拜：國語團拜於 2/10(週六)晚上 5:45 在家庭中心舉行。內容包括：

各團契表演節目、抽奬、發紅包給兒童及聚餐。今日起(1/21)，於崇拜後在副堂

報名。每人五元，12 歲以下孩童及 75 歲以上長者免費。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一

同出席，並邀請親友參加。  

5. 誠徵粵語詩班司琴：每週主日 12:30-1:30 練習，樂意加入該事奉行列者，請洽沈

圻鋒牧師(kelvin.shen@dcbcsite.org) 或鄭丹姊妹(denise3109@gmail.com)。 

6. 聘請短期行政助理：受聘於現任行政助理產假期間（三月至七月）。需熟知電

腦常識 (Word, Excel, PowerPoint, Publisher 等)，中英雙語流利，能聽說讀寫及打

字。將提供訓練，每週工作 40 小時。 基於教會需要及個人表現，此工作或將

成為長期部分時間職位。有意加入該事奉行列者，請洽凌頌恩牧師 972-437-

3466 內線 107 或把個人履歷電郵給凌牧師 pastorling@dcbcsite.org。 

7. *姊妹會專題活動：「 基督徒如何看待風水」 ，講員凌頌恩主任牧師。於 

2/08/2018 在詩班房舉行 (10:00 am 至午餐畢)。備幼兒看䕶，歡迎參加！ 

8. *情人節 ： 2/14 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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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祝後，我們鼓勵夫婦參加教會特別的禱

告會，晚上 8 點開始。為方便統計人數，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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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便比薩(Pizza)晚餐。 希望大家善用這個特殊的

節日，並約會你的配偶。 

9. 孩童祝福禮將於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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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4

前交回辦公室，以便安排約談時間。 

10. 浸禮聚會將於 4/1 在復活節崇拜中舉行，浸禮班於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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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前填好交回辦公室，以便聯絡與

約談。 

11. 奉獻收據： 2017 收據號碼已張貼在廊道內的牆壁上。為方便作業，請先查看自

己的號碼，然後今日於副堂領取。 

12. 家庭中心的活動：家庭中心今日開放給籃球，敬請留意。 

序樂   司琴  

宣召 哥林多後書 5:17 領詩 

讚美詩 
#259 讚美主聖名  

#329 信靠顺服  
  會眾* 

禱告    主席* 

啟應詩篇 詩篇 10:1-11 主席 

獻詩 萬民齊聲歡欣歌唱   詩班 

 讀經與牧禱 尼希米記 9:1-37  凌頌恩牧師 

証道  更新  羅國華牧師   

回應詩歌 #419 主耶和華，求你引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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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7 Campbell Trail, Richardson, TX  75082 

972-437-3466  |  dcbcsite.org 

國語主日崇拜程序表 
 主曆二０一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上午 11 :00 

主席  : 蔡得遜                                                 司琴：鄒蔭如，曾雪瑩                                             

領詩：郭訓                                                     音響：金融，陳超 

招待：王聖惠，劉嘯月，賀健行，于嘉莉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八組    組長： 蘇國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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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值理同工  

講員：凌頌恩牧師 主席：凌頌恩牧師 領詩：劉瑞音 

司琴：龔明愛，曾雪瑩    音響：陳潤國，甘華  

招待：林棟堯，林啟明，王先威，江灝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九組    組長： 林燕    

上週出席人數  

主日崇拜 粵語： 110     國語： 223   英語： 245   兒童： 52 

主日學 粵成人： 53   國成人： 58   英成人： 50 

 英大專： 46   青少年 ： 58  兒童：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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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43 $1,450 $1,670 

累計(1)預算 $99,232 $6,923 $14,934 

累計(1)奉獻 $33,086 $2,220 $5,880 

去年同期累計奉獻 $39,862 $3,335 $3,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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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季主日學課程簡介 (2017/12 ~2018/2)  

青少年主日學課程 (2017/12 ~2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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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至四年級的孩童，必須由家長於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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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     程 時   間 教  室 

信徒宣教 (國上午 9:30) E-107 

永生的第一年（續一） (國上午 9:30) E-108 

約翰福音 (國上午 9:30) E-109 

傳道書 (國上午 9:30) F-122 

舊約綜覽 (粵上午 11:00) G-124 

Horizontal Jesus (英上午 11:00) G-203 

New Testament Survey (英上午 11:00) G-204 

年級 課程 教室 

7 年級 
What’s Up: Discovering the Gospel, 

Jesus, and who you really are  
E208 

8-9 年級 Genesis E209 

10-12 年級 Doct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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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下午 12:15 

學前 (3-5 歲): F115 

小學 (1st-4th 年級): E100 

小學(5th-6th 年級): E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