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5/20/2018 

1. 馬拉松禱告會: 將今日下午 1-1:30 在教會禮堂持續舉行。主題是靈命

更新。其它在主日舉行的會議和練詩將延至下午 1:30 舉行。 

2. 誠聘教會育嬰室助手: 兒童事工星期五晚上 7:15 至 9:45 需育嬰室助

手一位。職位帶薪，必須有照顧嬰兒的經驗。如有興趣加入該事奉

或咨詢更多詳情， 請洽梁柳清 214-293-8488。 

3. *暑期兒童主日學校隊: 今年夏天 (從六月到八月) 教會的兒童部正在

招募主日學的領導人。詳情請聯繫 Linda Chen (linda.chen@dcbc.org) 

或 Stephanie Shyu (stephanie.shyu@dcbc.org)。目前的需要包括: 一位

學前班的大組長；一位學前班成人小組長 (十八歲以上)。 

4. *暑期聖經學校義工培訓: 今日下午 1:30 於 E100 室舉行。所有義工必

須參加基本培訓。 

5. 乒乓和羽毛球福音性友誼比賽: 乒羽團契 (乒乓和羽毛球) 將於 5/26

星期六 (早上 9:30 至下午 3:00) 舉辦福音性及友誼比賽，藉此慶祝教

會五十週年。歡迎弟兄姐妹及朋友 (不限年齡) 參加，有奬杯和免費

午餐供應，可於當天報名。聯絡人-陳潤國 (469)-855-0885。 

6. 高中畢業宴會: 將於 6/3 星期日 (下午 5:00 至晚上 9:00) 舉行。來慶祝

畢業生和上帝的信實！請在副堂報名。費用: 每位 $25, 畢業生免費。 

7. 2018 年聯合青少年夏令營: 將於 6/13-17 舉行，主題為 “See Beyond 

Yourself”，歡迎七年級至高中的學生參加。費用為$300，5/6 後為

$325。有意參加者請下午 12:15-12:45 在交誼廳報名。詳情請查看

dccyc.org 或與周望毅傳道聯絡 (clement@dcbcsite.org)。 

8. 暑期聖經學校成人班: 將於 6/22-24 舉行，主題是「基督徒在末世的

行事為人」，由達拉斯神學院中文部教授徐偉智牧師擔任講員。今

日崇拜後在教會交誼廳報名。 

9. 家庭中心的活動: 今日下午馬拉松禱告會後開放給藍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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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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值理同工  

上週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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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圻鋒牧師        主席： 劉良駿   領詩：  劉良駿  

司琴：  翁清榮  音響：戴志偉 / 張美鈴       

招待：馮玉群 ， 黄嘉莉 ， 鄧萍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十二組     組長：張上力    

本年度 常費 建堂 宣道 

累計(1)預算 $628,468 $43,846 $94,583 

累計(1)奉獻 $371,836 $40,941 $4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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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3 ~2018/5)  

青少年主日學課程 (2018/3 ~2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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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選讀(國） (上午 9:30) E-107 

永生的第一年(續二) （國） (上午 9:30) E-108 

新約歷史綜覽(國） (上午 9:30) E-109 

舊約綜覽(國） (上午 9:30) F-122 

耶利米書與哀歌(上) (粵） (上午 11:00) G-124 

A Surrendered Life to Worship God (英） (上午 11:00) G-203 

Marriage, Singleness & Dating (英） (上午 11:00) G-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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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年級): E100 

兒童主日學 

上午 11:00-下午 12:15 

學前 (3-5 歲): F115 

小學 (1-4 年級): E100 

小學(5-6 年級): E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