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11/11/2018 

1. *浸禮聚會將於 11/18（下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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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友大會於上週順利進行：  

 通過 2019 年度的財政預算 

 通過唐大智牧師成為副牧師 

 選出下列五位新任執事：張裕津弟兄，周國華弟兄，李德良弟

兄，詹得裕弟兄，林啟明弟兄。 

他們將與教牧，長老共襄教會聖工，請為他們的同心事奉禱告。  

3. 愛心傳禮盒：推動 Samaritan’s Purse 的愛心禮盒給世界各地需要的孩

童，藉此傳揚救主誕生的福音。今日下午 12:30 於副堂收集盒子。 

4. 2018 年美南華人差傳大會將於 12/26 至 12/29 在休斯頓舉行。前 150

名報名者教會將支持 90%的報名及膳食費 。早鳥優惠報名今日截

止，請聯絡王東亮弟兄報名： davis.wong@dcbcsite.org 或 214-284-

7619（短信）。 

5. *林陶德恕姊妹追思禮拜於本教會 11/17（週六）上午 10 時在禮堂舉

行。家屬敬辭花圈、禮金，請將捐款奉獻 DCBC，並註明“紀念陶

德恕姊妹”。 

6. 安保建議反映：如果您對本教會安全有任何建議或疑慮，請在教會

網站遞交建議 (dcbcsite.org/Get Involved/Suggestions & Requests)。 

7. 2019 福音月曆接受訂購：月曆已到，如果您已經訂購，請到辦公室

領取。剩餘月曆數額有限，欲購從速，每份$ 5。接受現金或支票。 

8. 2019 年教會月曆已經印妥，請於接待處每家拿一份。 

9. 家庭中心的活動今日會友大會後開放給排球， 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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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王志明                             司琴：張霞友，曾雪瑩       

領詩：杜青樺                                                     音響：金融，陳超  

招待：林棟堯，林啟明，王先威，江灝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十組     組長：蔡靜騰                                                                                  

*會眾請站立                                                                           

序樂  司琴  

宣召 詩篇 90: 1-2 領詩 

讚美詩 
#80 千古保障  

#156 耶穌必做萬國君王    會眾* 

禱告    主席* 

啟應詩篇 詩篇 30:6-12  主席 

獻詩 堅固磐石  詩班 

 讀經與牧禱 啟示錄 3:7-13  羅國華牧師 

証道  主愛的教會#6: 非拉鐵非教會  孔令翔傳道 

回應詩歌 #185 在十架上  會眾* 

聖餐  羅國華牧師 

主禱文    會眾* 

歡迎與報告  孔令翔傳道 

三一頌 #256 三一頌    會眾*  

祝福   羅國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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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出席人數  

主日崇拜 粵、國語： 311    英語： 324     兒童： 59 

主日學 粵成人： 25 英成人： 61 國成人： 61 

 英大專： 58  青少年 ：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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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98 $1,290 $2,975 

累計(1)預算 $1,455,401 $101,538 $219,035 

累計(1)奉獻 $880,785 $71,361 $111,424 

去年同期累計奉獻 $908,706 $58,422 $116,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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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頌恩牧師     主席：凌頌恩牧師      領詩：劉良駿        

司琴：龔明愛，鄒蔭如                  音響：金融，陳超   翻譯：李宗賢長老 

招待：林棟堯，林啟明，王先威，江灝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十一組 組長：李德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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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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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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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