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11/10/2019 

1. *浸禮聚會將於 11/24 在崇拜中舉行。上午 9:30 為英語崇拜，上午 11:15

為粵語/國語聯合崇拜，當日粵語主日學將改到上午 9:30 舉行。 午餐照

常供應。 

2. *感謝神! 會友大會於上主日順利進行：  

 通過 2020 年度的財政預算。 

 選出下列六位新任執事：陳澤林弟兄，何文蕾姊妹，敖建俊弟兄，

王先威弟兄，王明恩弟兄，甄繼璋弟兄。 

3. 2019 教會事工年度報告可在以下網站查閱。 

 

 

4. *事奉主是福氣：亞伯拉罕款待事工(主日早上提供咖啡茶點)急需同工。

邀请您加入我們的愛心團隊，無需經驗，有意者請與胡江暉傳道/Patrick 

Poon/Elisa Lo/Gladys Fung 接洽。  

5. 愛心傳禮盒：請下午 12:00-1:00 時到交誼廳交回禮盒，並在盒內附上$9

做郵寄費用，也可上網付款，將收據打印出貼到傳禮盒外。請將附在盒

內的標籤貼到禮盒外，並標記。截止日期：下主日，11/17。 

6. 達城龍捲風救災罐頭食品捐獻：請於今日至 11/24 期間將罐頭食品(保質

期內)放在交誼廳的罐頭食品捐獻盒內。建議：低鹽蔬菜、水果(含果

汁)、雞肉或吞拿魚(Tuna)、干的或罐頭豆類及花生醬。謝謝您的愛心。 

7. 聖誕節外展事工： 12/21 週六下午 5:00 開始。教會積極推動外展，鼓勵

大家在聖誕節邀請新朋友或未信主的友人參加晚宴及音樂聚會。 

下午 5:00 新朋友聖誕晚宴 (只限有攜同新朋友者參加)；晚 8:00 聖誕音

樂聚會(歡迎大家參加)。 

同工需要：照顧新朋友/裝飾佈置團隊/清潔團隊/攤位幫手，請登錄

https://tinyurl.com/y523rbqr 報名(截止到 12/8)，我們會與您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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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妹會舉辦的 “跨文化的親子關係” 專題講座日期改為 12/12 (週四，上

午 10 時至午餐畢)。講員程天欣傳道(英語翻國語)，備幼兒看䕶。 

9. 2020 福音月曆已到：請到辦公室領取。數量有限，欲購從速，每份$5。 

10. 家庭中心體育館今日開放給籃球 (下午 2:00-5:30)。下主日：排球。 

简体中文: 
goo.gl/UkhWd6  

繁体中文: 
goo.gl/ZPBy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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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崇拜程序表 
主曆二零一九年 十一月十日                                                    上午 11:00 

主席：周令璇                                        司琴：鄒蔭如，何暢   

領詩：郭訓                                            音響：朱必骋，陳超  

招待：林棟堯，林啟明，王先威，江灝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二組  組長：許振宇 

*會眾請站立                                                                           

序樂   司琴  

宣召 詩篇 19:1 領詩 

讚美詩 
#239 諸天當讃美主 

#245 聖徒齊來歌唱  
   會眾* 

禱告    主席* 

啟應詩篇 詩篇 47:1-3  主席 

獻詩 我要因耶和華喜樂  詩班 

牧禱  凌頌恩牧師 

讀經 路加福音 19:1-10  孔令翔傳道 

証道 今天救恩到了這家  孔令翔傳道 

回應詩歌 #454 主愛救我  會眾* 

 歡迎與報告  主席 

三一頌     會眾* 

祝福 #256 三一頌   凌頌恩牧師*  

阿們頌  會眾 

殿樂   司琴  

http://goo.gl/UkhWd6
http://goo.gl/ZPBy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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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25 $870 $2,490 

累計(1)預算 $1,522,312 $101,538 $246,268 

累計(1)奉獻 $922,807 $69,515 $107,105 

去年同期累計奉獻 $880,785   $71,361  $11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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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ses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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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待: 林棟堯，林啟明，王先威，江灝       

育嬰: 梁柳清 膳食: 第三組  組長：譚文彬  

上週出席人數  

主日崇拜 — 粵語: 98  國語: 237   英語: 292   兒童: 46 

主日學 — 粵成人: 28    國成人: 49   英成人: 59 

                     英大專: 58    青少年: 60    兒童: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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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