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9/2/2018 

1. *成人主日學新課程今日開始。“比翼双飞在主里”課程有人數限制，每

對夫妻需交$10 書費。請先登入 goo.gl/t11GHK，或向孔傳道 (972-437-3466 

x103)報名。請到前門內垂幅旁邊，或登入 goo.gl/e2jzss 查閱課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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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登入 goo.gl/W9k4X8 索取計劃表。 

3. 馬拉松禱告會今日下午 1-1:30 在教會禮堂持續舉行，敬請再接再勵參加。 

4. *50 週年紀念品可以領取。請於午餐時間在交誼廳領取免費紀念相框(每家

一個)。如果您已經預定運動衣，也請一併領取。 

5. *50 週年感恩音樂會：於本週六(9/8)晚上 7:30 在教會禮堂舉行，歡迎參

加。有幼兒(0-2 歲)和兒童(3 歲至學前班)看顧（晚上 7-9 時）。 

6. 50 週年感恩聯合崇拜：於 9/16 上午 10 時在教會禮堂舉行，敬請參加。 

7. *姊妹會將於 9/13 在詩班房 （10:00 am 至午餐畢）舉行專題活動：喜樂的

生命。講員陳作楠傳道。備幼兒看䕶，歡迎參加！ 

8. 2018 秋季 AWANA-LIT ： 9/14 開始， 歡迎三歲至六年級兒童參加， 請登

入 www.dcbcsite.org/kids 報名。 

9. 兒童事工仍需要同工加入該行列，陪伴學前至六年級的孩童在基督裡成長，

願事奉者請聯絡程天欣傳道 sherry.cheng@dcbcsite.org 或登入 dcbcsite.org/

kids 登記。 

10. 達福地區聯合佈道會訂於 9/21-9/23 在 Hunter Glen Baptist Church 舉行。聯

合福音講座主題：真理與自由。講員：張伯笠牧師。請積極邀請未信親友

參加，幷迫切代禱。歡迎弟兄姊妹參與陪談，陪談訓練今日下午在

1:30/ F122 室舉行 ; 招待訓練在 9/9 下午 1:30/F122 舉行，請與羅牧師聯絡

(pastorlo@yahoo.com)，或在副堂佈告欄上報名表登記。大會提供五至十一

歲的兒童節目。 

11. *達福地區聯合禱告會於 9/12(週三)晚 7:30 在本教會舉行，敬請參加，幷

為聯合佈道會禱告。 

12. 2018 年美南華人差傳大會將於 12/26 至 12/29 在休斯頓舉行。我們在副堂

(下午 12:30-1:15) 接受報名。前 150 名報名者教會將支持 90%的報名及膳

食費 。目前註冊人數： 39(還剩 111 名額)請閱讀夾頁中的詳細註冊說明。 

13. *教會辦公室將於勞動節 9/3（週一）休假一天，週二恢復正常辦公。 

14. *教會 50 週年紀念冊照片編輯組邀請長期會友，於 9/9(下主日)下午 12:30

到圖書館幫忙識別照片。敬請準時，自攜午餐參加。 

15. 家庭中心的活動今日開放給排球， 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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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主日崇拜程序表 
 主曆二零一八年九月二日                                         上午 11 :00 

主席：凌頌恩牧師                   司琴：龔明愛，鄒蔭如   

領詩：郭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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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組    組長：李耀宗   

                                                                                               

*會眾請站立                                                                           

序樂  司琴  

宣召 啟示錄 7:9-10 領詩 

讚美詩 
#7 你的信實廣大  
#50 有福的確據    會眾* 

禱告    主席* 

啟應詩篇 詩篇 25:12-22  主席 

獻詩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  詩班 

 讀經與牧禱 啟示錄 1:12-20  羅國華牧師 

証道  教會的基督  羅國華牧師  

回應詩歌 # 188 我每思念十字寶架   會眾* 

聖餐  凌頌恩牧師 

主禱文 (同唱) 主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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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 開始) 

下週值理同工  

上週出席人數  

主日崇拜 粵語： 120 英語： 267 國語： 248    兒童： 51 

主日學 粵成人： 31 英成人： NM    國成人： 51 

 英大專： 59  青少年 ： 51  兒童：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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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88 $3,250 $5,775 

累計(1)預算 $1,124,628 $78,462 $169,255 

累計(1)奉獻 $678,363 $59,581 $89,895 

去年同期累計奉獻 $672,927 $45,122 $78,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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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維廉牧師    主席：林啟明      領詩：郭訓      

司琴：鄒蔭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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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    組長：許振宇  

秋季主日學課程簡介 (2018/9 ~2018/11)  

青少年主日學課程 (2018/9 ~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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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15 

小學 (1-6 年級): G-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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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203  

小學(5-6 年級): G-217  

年級 課程 教室 

7年級: What’s Up? E-208 

8-9年級 Exodus E-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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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     程 時   間 教  室 

耶利米書（國） (上午 9:30) G-205 

羅馬書  (國） (上午 9:30) F-122 

基要真理  (國） (上午 9:30) G-204 

比翼双飞在主裡(國） (上午 9:30) G-206  

信仰的議題、希伯來書 (卷下)（粵） (上午 11:00) G-124 

罪的再思 （粵） (上午 11:00) G-206 

Worship Through the Scriptures  (上午 11:00) G-201 

Finding Your God-given SHAPE (上午 11:00) G-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