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6/17/2018 

1. 父親節慶祝: 為慶祝父親們，教會於今日早上 11 點至下午 1 點在體育館

前廊提供冰淇淋及攝影機會，18 歲以上的弟兄們並可領取禮物一份。歡

迎大家留步。午餐時會在廚房提供牛扒。 

2. 馬拉松禱告會今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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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0 週年感恩音樂會練習於今日下午 1:30-2:00 在 F-121 詩班室舉行，邀請

前詩班員及有興趣的弟兄姊妹一同參與獻詩。詳情可聯絡 (972) 437-3466 

x104 或 irene.lau@dcbcsite.org。 

4. *2018 年聯合青少年夏令營於今日結束。請今日下午 5 點在 Collin Coun-

ty Chinese Fellowship Church (4500 McDermott Rd, Plano, TX 75025) 接

孩子。 

5. 暑期聖經學校成人班將於本週五至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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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報名，也可登入網站 tinyurl.com/

dcbcadultvbs 報名，請踴躍參加。    

6. 特別會友大會: 為選舉執事提名委員，教會將於下主日 6/24 下午 1:30 在

禮堂舉行特別會友大會，請教會會員們預留時間參加。無收到電郵通知

的會友，請與張裕津執事或辦公室聯繫，便更改教會通訊錄裡的個人資

料。 

7. 浸禮聚會將於 8/12 主日舉行，浸禮班將於 6/24-7/22 連續五個主日進行，

6/22 截止報名。如果您已接受耶穌基督為您的個人救主，現願接受洗

禮，請到資料桌填寫報名表並交回辦公室。 

8. 兒童暑期聖經學校 (VBS) 由今日至 6/24 每主日在交誼廳接受報名，報名

費由 7/1 增加。主題是 “Shipwrecked: Discover How Jesus Rescues Us!” 

歡迎四歲至六年級孩童參加。 

9. *教會維修經理：請弟兄姊妹歡迎本教新維修經理 George Howell，也感

謝賴富美姊妹這些年來忠心的事奉。 

10. 家庭中心的活動: 家庭中心今日開放給籃球，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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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曆二０一八年六月十七日                                         上午 11 :00 

主席：黃路明                   司琴：鄒蔭如、曾雪瑩    

領詩：劉良駿                                                     音響：陳自揚、施奕強  

招待：張靜芝、陳家齊、詹得裕、林惠瑩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三組     組長： 譚文彬                                      

*會眾請站立                                                                           

序樂  司琴  

宣召 詩篇 103:8-9, 13 領詩 

讚美詩 

#233 聖哉! 聖哉! 聖哉!  
全能大主宰 

#266 讚美上主大榮耀  

  會眾* 

禱告    主席* 

啟應詩篇 詩篇 19:7-14  主席   

獻詩 祂看顧麻雀 陳感恩 

 讀經與牧禱 馬可福音 9:14-29  凌頌恩牧師 

証道  禱告的父親  凌頌恩牧師  

回應詩歌 願我家基督化   領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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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偉智牧師    主席：黃路明  領詩：劉良駿    

司琴：龔明愛、曾雪瑩             音響：陳自揚、施奕強  

招待：張靜芝、陳家齊、詹得裕、林惠瑩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四組     組長：鄧澤湘      

上週出席人數  

主日崇拜 粵語： 100 英語： 214 國語： 216 兒童： 47 

主日學 粵成人： NA  國成人： 53    英成人： 66 

 英大專： NM  青少年 ： 58  兒童：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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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56 $200 $1,430 

累計(1)預算 $760,778 $53,077 $114,496 

累計(1)奉獻 $463,336 $44,551 $55,160 

去年同期累計奉獻 $436,531 $32,690 $4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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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6 ~2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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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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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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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級 課程 教室 

7年級 
What’s Up: Discovering the Gospel, 

Jesus, and who you really are  
E208 

8-12年級 Growth Through Serving E209 

課     程 時   間 教  室 

永生的第一年 (這是聖經）（國） (上午 9:30) E-108 

使徒行傳 (國） (上午 9:30) E-109 

教會歷史 (國） (上午 9:30) F-122 

耶利米書與哀歌(下) (粵） (上午 11:00) G-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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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pestry (Women) (英） (上午 11:00) G-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