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10/27/2019 

1. *衷心致謝陳宏博牧師今日在國語崇拜中証道，並贈送自傳。請大家於崇

拜後憑夾頁中兌換券到交誼廳免費領取陳牧師親筆簽名的自傳。 

2. *浸禮：因近期回國，陳家球弟兄將於今日下午 1 時在禮堂提前受浸，請

大家一同見證。 

3. 2019 教會事工年度報告可掃碼查閱。書面報告(數量有限)將在 11/3 的會友

大會提供。  

4. 會友大會將於下主日(11/3)下午 1 時在教會禮堂舉行。大會將投票表決

2020 年度教會預算及執事人選，請會友務必出席。因事不克出席者請於教

會辦公室申請缺席投票。大會通知已經郵寄並電郵給會友 (請亦檢查垃圾

郵箱)。未收到通知者，可崇拜後於辦公室外領取通知，並通知辦公室核對

或更新您的聯絡資訊。 

5. 特約國語聖經講座 “漸進式啟示：打通新舊約聖經的血脈“。講員：張練能

牧師。週六(11/2)上午 9:30 -下午 4 時(含午膳)。地點為本教會。免費入場 

(午膳：自由奉獻)。請電郵 max.kong@dcbcsite.org 報名，以便準備午餐。 

6. 愛心傳禮盒募集：推動 Samaritan’s Purse 事工，捐贈愛心傳禮盒給世界各

地的孩童，藉此傳揚救主誕生的福音。有志參與者，請於今日起(下午 12-

1 時)到交誼廳領取禮盒並了解詳情，11/3-11/17 交回。 

7. *聖誕節外展事工： 12/21(下午 5-7:30 時) 

 事奉良機：照顧新朋友/裝飾佈置團隊/清潔團隊/攤位幫手(見證分享，工

藝美術 ，遊戲)，今天開始報名，截止日期為 12/1。請登錄 https://

tinyurl.com/y523rbqr 報名， 收到表格後，我們會與您聯絡。 

 邀請新朋友：若有任何問題，請聯絡： 

英文： Michelle Lo (michelle.lo92@gmail.com) 

粵/國語 :  Lorraine Cheng (chenglorr@yahoo.com) 

8. 癌友的飲食營養須知講座 (國/英語)：今日下午 1:30 在 E-100 教室進行。

Tony Zhang 醫生主講。請致電 972-422-8665 註冊，有托兒服務。 

9. 2020 福音月曆已到：請已訂購者崇拜後到辦公室領取。 

10. *夏令時將於 11/3 (週日)結束，請在 11/2 週六晚把時鐘撥慢一小時。 

11. 家庭中心體育館今日開放給排球 (下午 2:00-5:30)。下主日：羽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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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崇拜程序表 
主曆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上午 11:00 

主席：王俊哲長老                                    司琴：張霞友，何暢  

領詩：杜青樺                                            音響：陳潤國，陳李素欣 

招待：賀健行，王夢璇，于嘉莉，魏翠華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十二組   組長：林信潔 

*會眾請站立                                                                           

序樂   司琴  

宣召 詩篇 107:15-16 領詩 

讚美詩 
#375 天上父神何等聖潔 

#408 哦！我真愛耶穌  
   會眾* 

禱告    主席* 

啟應詩篇 詩篇 46:1-5  主席 

獻詩 誰如耶穌慰我心懷 陳純慈博士 

執事候選人介紹  凌頌恩牧師  

牧禱  凌頌恩牧師  

讀經 馬太福音 6:24-34  陳宏博牧師  

証道 應當一無掛慮  陳宏博牧師  

回應詩歌 #66 我知誰掌管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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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09 $500 $755 

累計(1)預算 $1,453,116 $96,923 $235,074 

累計(1)奉獻 $875,135, $68,595 $98,165 

去年同期累計奉獻 $837,267 $68,921 $107,289 

(1) 累計至上週           *請參閱走廊佈告欄當月結算明細 

教會有五個粵語團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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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頌恩牧師      主席: 周令璇   音響: 朱必骋，陳超   

領詩: 郭訓   司琴: 鄒蔭如，杜青樺        

聖餐：許馬可，施錫民  招待: 林棟堯，林啟明，王先威，江灝  

育嬰: 梁柳清           膳食: 第一組  組長：李耀宗  

上週出席人數  

主日崇拜 — 粵語: 112  國語: 230   英語: 286   兒童: 35 

主日學 — 粵成人: 30    國成人: 40   英成人: 42 

                     英大專: 56    青少年: 64    兒童: 46 

秋季主日學課程簡介 (2019/9—2019/11)   

青少年主日學課程 (2019/9—2019/11) 

學前及小學生家長須知 
  嬰幼兒至四年級的孩童必須由家長在下午 12:15 前接回。 

接回育嬰室及學前班孩童時必須出示相同的孩童名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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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8-9年級 Genesis   E-209 

10-12年級 World Religion and Cults E-210 

課     程 時   間 教  室 

永生的第一年(四) ：這是真理 (國) (上午 9:30) G-204 

何西阿書 (國) (上午 9:30) G-124 

教會歷史(下) (國) (上午 9:30) F-122 

以西結書 (下) (粵) (上午 11:00) G-124 

Discipleship 101 (Young Adults) (上午 11:00) G-201  

Pathways - from Providence to Purpose 

(Adults) 
(上午 11:00) G-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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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