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7/14/2019 

1. *特別致謝聖地雅歌台灣基督教會主任牧師，好消息電台‘劉三講古’

節目主持人，劉曉亭牧師及劉張麗珠師母蒞臨本教會，帶領暑期成人

聖經班，並於今日上午在粵語和國語崇拜中証道。 

2. *兒童暑期聖經學校(VBS)，家庭三語聯合崇拜於下主日(7/21)上午 10

時在家庭中心體育館舉行，當日午餐取消，備有點心，敬請留意！若

需要翻譯耳機，請在今日崇拜後與李國鋒長老登記。 

3. *兒童暑期聖經學校(VBS) 今日下午 1-5 時在家庭中心體育館佈置會場，

請義工準時參加。 

4. 兒童暑期聖經學校(VBS) 將於 7/15-19 (上午 9:00-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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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 dcbcsite.org/vbs 報名，7/15 (星期一報名截止)。 

5. 大專院校迎新籌備事工: 希望弟兄姊妹能在 7/15-8/15 期間踴躍

開放家庭參與下列事項: 1)臨時住宿 2)接機與本地接送 3)生活協

助 4)新生歡迎會。若有意參與或有任何問題，請洽王東亮弟兄 

(davis2612wong@gmail.com)，或掃描右側二維碼報名。 

6. *手鈴研習會:如果您對手鈴感興趣，歡迎參加手鈴研習會。成人及七年

級以上的學生均可參加，時間為主日，7/28 和 8/4 下午 12:30-1:15 在

手鈴教室(F-124)舉行。參加者需要能夠閱讀五線譜，參加研習會不要求

加入手鈴隊。如有任何問題，請洽宋凱怡姊妹(sungeutd@yahoo.com)。 

7. 兒童事工現徵求以下領袖:  

 小學組(請洽 stephanie.shyu@dcbcsite.org)  

 學前組(請洽 linda.chen@dcbcsite.org) 

 AWANA(請洽 adam.wong@dcbcsite.org)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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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家庭中心體育館今日因兒童暑期聖經學校(VBS)佈置會場暫停，並於

7/21 取消所有安排，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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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樂   司琴  

宣召 我心頌讚  領詩* 

讚美詩 
我心頌讚 

恩典太美麗 
 會眾* 

祈禱   領詩* 

啟應詩篇 詩篇 40:1-5  領詩 

獻詩 神坐著為王 敬拜小組 

牧禱  凌頌恩牧師 

讀經 馬太福音 9:14-17  劉曉亭牧師 

証道 
傳統與現代之戰  

當代教會在科技環境的角色  
劉曉亭牧師 

回應詩歌 #339 向高處行    會眾* 

報告    領詩 

三一頌      會眾* 

祝福   凌頌恩牧師* 

殿樂   司琴  

領詩：鄭丹                                                     司琴：林宏恩  

招待：張偉亮，黄偉興夫婦                          音響：譚卓賢，陳克勤    

育嬰：梁柳清                                                 翻譯：葉沛權 

膳食：第九組    組長：林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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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文蕾 

司琴：英語敬拜小組 翻譯：孔令翔傳道 

招待：張偉亮，黄偉興夫婦 音響：英語部音響組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十組   組長：蔡靜騰    

上週奉獻  

下週三語聯合崇拜 (上午 10 時) 值理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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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計(1)預算 $934,158 $62,308 $151,129 

累計(1)奉獻 $511,579 $32,165 $62,310 

(1) 累計至上週           *請參閱走廊佈告欄當月結算明細 

上週出席人數  

主日崇拜 — 粵語： 113   國語： 220   英語： 211   兒童： 44 

主日學 — 粵成人： 29   國成人： 54   英成人： 46 

                  青少年： 55    兒童： 66 

夏季主日學課程簡介 (2019/06~2019/08)  

青少年主日學課程 (2019/06 ~20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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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這是聖經(國) (上午 9:30) G-204 

讓全世界都知道 (四) (國) (上午 9:30) G-124 

比翼雙飛在主裡 (國) (上午 9:30) F-122 

以西結書 (上) (粵) (上午 11:00) G-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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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pestry: Interwoven  

(Women’s Group) (英) 
(上午 11:00) G-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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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clesiastes E-208 

8-12年級 Summer Practicum/Self-study E-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