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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兒童暑期聖經學校(VBS) 今日下午 1:30 在 G-214 教室開始培訓，所有

義工務必出席，請準時參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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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講授。備有兒童看顧 (0-12 歲)。請於崇拜

後在交誼廳，或登錄 https://tinyurl.com/adultVBS2019 報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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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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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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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家庭中心體育館今日開放給羽毛球。因兒童暑期聖經學校，體育館將

於 7/13-14 及 7/21 取消所有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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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五晚及週六晚聚會無需報名或收費，歡迎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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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詩：郭訓                                                      音響：陳潤國，陳李素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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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樂   司琴  

宣召 約翰一書 4:7，9 領詩 

讚美詩 
#264 快樂歡欣向主敬拜 

#78 耶穌奇妙的救恩  
  會眾* 

禱告    主席* 

啟應詩篇 詩篇 39:1-13  主席 

牧禱  凌頌恩牧師 

讀經 路加福音 24:13-35  孔令翔傳道 

証道 以马忤斯之路  孔令翔傳道 

回應詩歌 #184 耶穌愛我，我知道  會眾* 

獻詩 #390 同來擘餅  詩班 

聖餐  凌頌恩牧師 

主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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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88 $600 $4,885 

累計(1)預算 $899,560 $60,000 $145,532 

累計(1)奉獻 $494,230 $31,415 $59,750 

去年同期累計奉獻 $524,941 $49,481 $6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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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亭牧師   主席：詹得裕 領詩：郭訓   

司琴：鄒蔭如，杜青樺  音響：陳潤國，陳李素欣  

招待：賀健行，劉嘯月，于嘉莉，魏翠華，王貞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九組    組長：林燕 

上週出席人數  

主日崇拜 — 粵語： 105   國語： 208   英語： 247   兒童： 44 

主日學 — 粵成人： 28    國成人： 57   英成人： 66 

                  青少年： 55    兒童： 66 

夏季主日學課程簡介 (2019/6~2019/8)   

青少年主日學課程 (2019/6 ~2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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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clesiastes E-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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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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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