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6/2/2019 

1. 夏季成人主日學新課程今日開始。新課程有：永生的第一年：這是聖經 

(G-204)；「讓全世界都知道」(四) 聖地教學錄像課程 (G-124)；比翼雙飛

在主裡 (限上過前課的學生)(F-122)。請登錄 goo.gl/JDsEuE 獲取課程簡介。 

2. 一年讀經計劃本周開始。如果您還沒有開始一年讀經計劃，請到前門內垂

幅旁邊，或 goo.gl/W9k4X8 下載取讀經計劃表。  

3. 聯合青少年夏令營 (DCCYC 2019) 將於 6/19-23 舉行，主題為[Worth It]。請

下午 12:00-1:00 在交誼廳報名。費用: $400 ，報名今日截止。 

4. 全教會清潔日：請弟兄姊妹於 6/8 (週六) 上午 9:00 至 12:00 到教會參加清

潔日活動，一起動手清掃整潔神為我們預備的地方。有簡單午餐供應。 

5. 孩童祝福禮將於 6/17 父親節主日崇拜中舉行，凡立志遵照聖經之原則教

養子女的基督徒家長都可為子女報名參加。請在辦公室外資料架領取並填

寫報名表，於 6/9 前交回辦公室，以便安排約談時間。 

6. *暑期聖經學校成人班:

於 7/12-14 舉行，主題

是「網絡時代的信

仰 」，由聖地雅歌台

灣基督教會主任牧师，

好消息電視[劉三講古]

主持人，劉曉亭牧師擔

任講員。報名即將開

始，敬請留意。 

7. 暑期聖經學校(VBS) 將於 7/15-19(週一至週五，上午 9:00-12: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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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於交誼廳(下午 12:30-1:00)報名，報名費 6/30 後

上漲。繼續收集毛線，請將毛線交給何沛雲姊妹(pphoh@yahoo.com)。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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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浸禮聚會將於 8/11 主日舉行，浸禮班將於 6/23-7/21 連續五個主日進行，

6/21 截止報名。約談於 7/28 和 8/4 進行。如果您已接受耶穌基督為您的個

人救主，並願接受洗禮，請填好報名表並交回辦公室(請到辦公室外資料

架領取報名表)。 

10.家庭中心體育館今日開放給籃球，敬請留意。 

時間 講題 

週五晚 7:30 虛擬與真實之戰  

週六上午 9:00 現代與後現代之戰  

週六上午 10:30 物質與心靈之戰  

週六下午 1:00 理性與感性之戰  

週六晚 7:00 孩子(或配偶)沉迷電玩的解決之道  

主日崇拜 11:00 末世的屬靈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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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2-437-3466  |  dcbcsite.org 

國語崇拜程序表 

主曆二零一九年六月二日                                             上午 11:00 

主席：王先威                                                      司琴：張霞友，曾雪瑩  

領詩：劉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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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4-6 領詩 

讚美詩 
#264 快樂歡欣向主敬拜  

#376 榮耀真神恩惠之主 
  會眾* 

禱告    主席* 

啟應詩篇 詩篇 37:27-34  主席 

獻詩 敬拜頌  詩班 

短宣隊差遣禮  凌頌恩牧師 

牧禱與讀經 哈巴谷書 3:2-6, 16-19a  凌頌恩牧師 

証道 
十二小先知系列 (九) 

上主作為何等奧秘  
凌頌恩牧師  

回應詩歌 主是我力量 會眾* 

聖餐  凌頌恩牧師   

主禱文 (同唱)   會眾* 

 歡迎與報告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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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奉獻  
本年度 常費 建堂 宣道 

上週預算需要 $34,598 $2,308 $5,597 

上週實收奉獻 $14,323 $500 $950 

累計(1)預算 $726,568 $48,462 $117,545 

累計(1)奉獻 $408,768 $25,055 $46,945 

去年同期累計奉獻 $412,435 $42,661 $5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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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孔令翔傳道       主席：周令璇       領詩：劉瑞音   

司琴：張霞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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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國語： 215   英語： 242   兒童： 38 

主日學 — 粵成人： 27  國成人： 51  英成人： 17 

 青少年： 55   兒童： 42 

夏季主日學課程簡介 (2019/6~2019/8)   

青少年主日學課程 (2018/12 ~2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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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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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 Up? E-208 

8-9年級 Judges E-209 

10-12年級 Dating, Relationships & Marriage E-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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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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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