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4/8/2018 

1. 馬拉松禱告會：作為教會建立 50 週年的慶祝之一，我們今日開始

每主日下午 1-1:30 在教會禮堂舉行禱告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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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鼓勵大家參

加此禱告會。週三晚上的禱告會仍舊舉行，敬請留意。 

2. 暑期聖經學校 (VBS) 將於 7/16-19 (週一至週四，上午 9:00-12:15) 舉

行，主題是 “Shipwrecked: Discover How Jesus Rescues Us!”。歡迎

四歲至六年級孩童參加。請今日起登入 dcbcsite.org/vbs 網上報名，

教會也將於 6/3-6/24 崇拜後在副堂接受報名。歡迎網上報名加入義

工，有意者請登入 tinyurl.com/yatu7yph 網上報名。 

3. *教會 50 週年紀念冊：教會將於 4/15 至 5/6（每主日下午 12:15-1:00) 

在交誼廳搜集會友及過去教會活動的照片。原件複印後便當場歸還原

主。因書本空間有限，教會將無法編印所有提交的照片，敬請見諒。 

4. *教會會友諮議會將於 4/29 下午 1:30 在禮堂舉行，請預留時間參加 。 

5. 全教會清潔日：請弟兄姊妹於 4/28 (週六) 上午 9:00 至中午 12:00 到教

會參加清潔日活動，一起動手清掃，整潔神的家。有簡單午餐供應。 

6. *與你同走過是一個由達拉斯角聲護家中心專門為失婚或喪偶的單親

朋友舉辦的護家營會，將於 4/20 (星期五) 晚上 7:30 至 4/22 (星期日) 

下午 4:30 舉行，地點是 Camp Copass (8200 E McKinney St, Denton, 

TX 76208)。如在費用上有需要，可申請補助。有意者請登入    dal-

lascchc.org 報名。  

7. 家庭中心的活動：今日開放給籃球活動，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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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主日崇拜程序表 

 主曆二０一八年四月八日                                         上午 11 :00 

主席：林啟明  司琴：龔明愛，曾雪瑩  

領詩：劉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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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組    組長：路承浩，張福生                               

＊會眾請站立                                                                           

序樂  司琴  

宣召 約翰福音 20:19-21 領詩 

讚美詩 
#488 天父我神 

#277 歡欣，主為君王  
  會眾* 

禱告    主席* 

啟應詩篇 詩篇 17:1-5 主席 

獻詩 要靠主常常喜樂   詩班  

 讀經與牧禱 路加福音 18:1-8  凌頌恩牧師   

証道  禱告的比喻  孔令翔傳道  

回應詩歌 #320 禱告良辰  領詩* 

聖餐  凌頌恩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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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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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啟明  領詩：劉瑞音      

司琴：張霞友，鄒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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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組   組長： 戴志偉  

上週出席人數  

主日崇拜 粵/ 國： 368     英語： 437  兒童： NM 

主日學 粵成人： NM    國成人： 60    英成人： NM 

 英大專： NM    青少年 ： NM    兒童：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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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82 $3,800 $3,165 

累計(1)預算 $430,005 $30,000 $64,715 

累計(1)奉獻 $219,217 $15,081 $32,635 

去年同期累計奉獻 $297,459 $15,665 $3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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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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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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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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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