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4/14/2019 

1. 歡迎粵語堂弟兄姊妹：參加每個主日早上 9:00-9:25 在教會辦公室內

的壁爐旁的禱告會，為教會守望及肢體需要代禱。 

2. 受難節聖餐崇拜：將於 4/19(本週五)晚 7:30 在家庭中心的體育館舉行。

備有 3-5 歲孩童節目，及嬰孩照顧。 歡迎弟兄姊妹攜 5 歲以上孩童參

加，一同記念主的愛。 

3. 復活節聯合晨曦崇拜:  將於 4/21(下主日)清晨 6:30 於達城基督徒恩友堂

舉行 (Dallas Chinese Fellowship Church)。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加。 

4. 復活節浸禮聯合崇拜：將於 4/21(下主日)在禮堂舉行， 英語崇拜於上午

9:30 舉行；國/粵語聯合崇拜將於上午 11:15 舉行。備有嬰孩照顧，3 歲

以上的孩童將與父母一同崇拜，歡迎邀請親友參加。崇拜後備有點心，

午餐暫停。 

5.  *特別會友大會: 將於 4/28 下午 1 時在禮堂舉行。目的: 1) 選出兩位會友

加入執事提名委員會; 2) 過往六個與事工簡報。正式通知郵件已經發

出，請查收(包括垃圾郵箱)。沒有收到通知的會友請通知辦公室

office@dcbcsite.org。請會友們預留時間參加。 

6. 「為穆斯林禱告 30 天」：今年 5/5-6/4 為穆斯林齋戒月( Ramadan)，

「30 天國際聯禱運動」發起「為穆斯林禱告 30 天」事工， 呼籲全世界

基督徒聯手為穆斯林禱告，希望弟兄姐妹踴躍参加。 有意者請在 4/29

前在交誼廳佈告欄報名表上填上姓名與電話，以便教會提供禱告手冊。  

7. *聯合青少年夏令營 (DCCYC 2019) 將於 6/19-23 (週三至主日) 舉行，今

年的主題為“Worth It”。即日起可在交誼廳領取報名表，費用: 5/5 前

報名為$305。歡迎七年級至高中的學生參加，詳情請洽周望毅傳道

clement@dcbcsite.org。更多信息請參考 www.dccyc.org。 

8. 暑期聖經學校(VBS) 將於 7/15-19(週一至週五，上午 9:00-12:15)舉行，主

題是“ROAR: Life is Wild. God is Good”。歡迎四歲至六年級孩童參加。

請登入 dcbcsite.org/vbs 報名，教會也將於 5/5-26 和 6/30 在交誼廳接受報

名(下午 12:30-1)。歡迎義工在同一網站報名加入。 

9. *圖書館更新：教會圖書館在每主日上午 9:30 至下午 1:30 開放

給弟兄姊妹檢索及參閱圖書 。部分圖書將在 4 月 28 日起開始

借閱。更多信息請登錄 goo.gl/Bvyovi 取得。 

10. 家庭中心體育館今日預留給籃球，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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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樂   司琴  

宣召   領詩* 

讚美詩 

再遇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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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唱耶和華的大慈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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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應詩篇 詩篇 36: 5-12 領詩 

獻詩 頌讚全能上帝  敬拜小組 

牧禱與讀經 以弗所書 5:22-6:9  張練能牧師* 

証道 
家是愛之窩： 

在愛与順服中成長  
張練能牧師  

回應詩歌  #342 主，我願像袮   會眾* 

報告    領詩* 

三一頌 #256 首 三一頌  會眾* 

祝福  張練能牧師* 

殿樂   司琴  

領詩：葉沛權          司琴：林宏恩      

招待：黄嘉莉，戚堅賢，劉劍虹        音響：譚卓賢，蘇國信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八組  組長：蘇國偉   

                                                                                    *會眾請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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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五晚上 7:30  

講員: 凌頌恩牧師         領詩：郭訓  

司琴：張霞友，曾雪瑩   音響：李舜宜，戴志偉   

招待：蔡端如，盧美玲，鄒鄺慧珠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九組 組長: 林燕  

上週奉獻  

下週值理同工(復活節浸禮聯合崇拜 11:15 開始) 

聚 會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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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 常費 建堂 宣道 愛心奉獻 

累計(1)預算 $449,780 $30,000 $72,766 0 

累計(1)奉獻 $242,356 $14,905 $31,275 $15,216 

(1) 累計至上週           *請參閱走廊佈告欄當月結算明細 

春季主日學課程簡介 (2019/03~2019/05)  

青少年主日學課程 (2019/03 ~20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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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     程 時   間 教  室 

永生的第一年(2)：這是生命（國） (上午 9:30) G-204 

哥林多後書 (國） (上午 9:30) F-122 

但以理書 (國） (上午 9:30) G-124 

罪的再思－普及版（粵） (上午 11:00) G-124 

Systematic Theology  

(Young Adults Class)  

(上午 11:00) G-201 

Redeeming Work (Adults Class)  (上午 11:00) G-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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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8-9年級 Judges E-209 

10-12年級 Dating, Relationships & Marriage E-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