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6/4/2017 

1. 夏季成人主日學(6-8 月)：於今日開始，歡迎願意有系統地學習聖經的弟

兄姊妹參加。 

2. 高中畢業生晚宴於今日晚 5:30-9:00 在教會家庭中心舉行。 

3. *UTD 及其他院校迎新籌備事工：目標是接待 50-80 位學生，希望弟兄

姊妹能踴躍開放家庭和參與下列事項： 1) 1-3 天臨時住宿，2) 機場接

待，3) 生活協助，4) 新生歡迎會。 歡迎有意者聯絡羅牧師/王東亮執

事 214-284-7619 查詢細節或報名。 

4. 聯合青少年夏令營(DCCYC)將於 6/14-18(週三至主日)舉行，主題為

“Clutch”。 中午在周望毅傳道辦公室報名，費用為 3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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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致電

972-437-3466  x121，更多詳情請參看 www.dccyc.org。 

5. *父親節（6/18): 教會備有特別的父親節講道和節目，早上有 (donut) 和 

茶點。午餐時在副堂也為弟兄姊妹預備了 冰淇淋，並有禮物給父親們

（包括單身的弟兄）領取，請大家留步，一同慶祝父

親節。  

6. 暑期聖經成人班將於 6/23-25(週五－主日)舉行，由國

際真愛家庭協會會長，家庭教育與協談專家葉高芳牧

師夫婦主講。今年的主題是“將心歸家”。報名費每

位 10 元，夫婦 15 元（含週六午膳），提供嬰幼及兒

童照顧，歡迎弟兄姊妹在網上或崇拜後在副堂報名參加。 

7. * 特別會友大會：執事會將於 6/25 下午 1:00 在教會禮堂召開特別會友

大會。會議目的：( 1) 選出二位會友加入執事提名委員會； (2) 教牧長

執簡報過去三個月的事工。請預留您的時間出席這次會友大會。 

8. 暑期聖經學校(VBS)將於 7/17-21(週一至週五, 上午 9:00-12:15 )舉行，主

題：“Galactic Starveyors VBS（星空之旅）”。歡迎四歲至六年級孩童

參加，網上報名請登入 www.dcbcsite.org/vbs。 

9. 50 週年家書特刊（2018）徵稿：家書希望能收集足夠文章和見証以便

於 2018/7 月份出版，請弟兄姊妹踴躍投稿，稿件請電郵

tim.huang@dcbcsite.org 或聯絡黃路明弟兄 972-377-7136。 

10. 家庭中心的活動：因高中畢業生晚宴緣故，家庭中心今日暫停開放，

下主日開放給羽毛球，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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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主日崇拜程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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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樂   司琴  

宣召   領詩  

讚美詩 #488 天父我神   會眾* 

祈禱   主席*   

啟應經文 賽 12:1-6  主席/會眾  

讚美詩 #342 主，我願像你  會眾* 

牧禱   凌頌恩牧師  

讀經 太 5:1-12 凌頌恩牧師    

証道 門徒之路 #2 ：有福之人 凌頌恩牧師 

回應詩歌  #198 十字架（1，4） 會眾* 

聖餐  凌頌恩牧師 

歡迎與報告    主席  

三一頌 第 256 首 三一頌  會眾* 

祝福  凌頌恩牧師    

阿們頌   會眾* 

殿樂   司琴  

主席：王蘭樞        司琴：翁清榮   

領詩：周國華                                                   音響：戴志偉        

招待：馮玉群，黄嘉莉，胡藝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十五組，組長：李德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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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頌恩牧師  主席： 王蘭樞   領詩：鄭慧賢   

司琴：龔明愛   翻譯：葉沛權  音響：譚卓賢，張美鈴   

招待：馮玉群，黄嘉莉，胡藝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一組，組長：李耀宗  

上週出席人數  

主日崇拜 粵語： 102   英語： 235    國語： 168  兒童： 42 

主日學 粵成人： 41   國成人： 45  英成人： 8 

 英大專： NM   青少年： 48  兒童：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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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61 $1,750 $2,120 

累計(1)預算 $591,162 $50,769 $89,100 

累計(1)奉獻 $431,678 $27,415 $47,436 

去年同期累計奉獻 $396,854 $29,895 $37,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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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6 ～ 2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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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結束後請參加主日學 

並留步在副堂共進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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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dcbcsit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