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8/4/2019 

1. 手鈴研習會：如果您對手鈴感興趣，歡迎參加手鈴研習會。成人及七年

級以上的學生均可參加，時間為今日下午 12:30-1:15 在手鈴教室(F-124)

舉行。參加者需要能夠閱讀五線譜，參加研習會不要求加入手鈴隊。如

有任何問題，請洽宋凱怡姊妹(sungeutd@yahoo.com)。 

2. *浸禮聚會將於 8/11 下午 1:00 在教會禮堂舉行，請預留時間參加觀禮。 

3. *AWANA/LIT 2019-2020 於 9/6 開始，網上報名 8/1 開始，請登錄

dcbcsite.org/kids 報名。 

4. *升班日將於 8/18 舉行，每位學前，小學及中學的孩童將在兒童崇拜(上

午 9:30)及主日學及主日學(上午 11:00)都升一級，請登錄 dcbcsite.org/

kids 查看詳情。 

5. 捐助 2019 返校用品：透過 Community Partners of Dallas 我們希望捐助返

校文具用品(嶄新的)，幫助有需要的孩童預備新學年。時間為主日(8/11-

8/25)下午 12:15-1:00，地點為交誼廳。請今日崇拜後於交誼廳索取所需

物品清單。 

6. *大專院校迎新會(中文)：於週六 (8/24) 下午 5-9 時在教會舉行。請聯絡

王東亮弟兄 214-284-7619，rock2612(微信) 或孔令翔傳道 858-519-

4381，Hellomax0810 (微信) 報名。 

7. *教會管弦樂隊招募團員：如果您演奏樂器，並願意在管弦樂隊中事

奉，請聯絡 Eric Chui (dcbc.orchestra@gmail.com)報名。歡迎參加 8/25 的

介紹會(下午 1 時在 G-214 教室)了解詳情。 

8. *教會圖書室在尋找同工來幫忙處理圖書借閱，並整理圖書資料。如果

您願意參與，請登錄 https://bit.ly/2Yt7u0I 申請，我們將與您聯絡。 

9. 教會發展委員會 (CDC)：執事會在七月會議中再次委任黃中強弟兄和王

蘭樞弟兄為 CDC 會員，任期為五年。 

10.家庭中心體育館今日開放給排球，下主日：羽毛球，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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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餐  凌頌恩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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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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71 $460 $7,960 

累計(1)預算 $1,037,954 $69,231 $167,921 

累計(1)奉獻 $575,077 $34,475 $72,940 

去年同期累計奉獻 $594,918 $54,171 $70,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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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令翔傳道   主席: 周令璇  領詩：杜青樺  

司琴：張霞友，何暢/曾雪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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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組  組長：李耀宗 

上週出席人數  

主日崇拜 — 粵語： 108   國語： 227   英語： 261   兒童： 52 

主日學 — 粵成人： 31    國成人： 49   英成人： 66 

                  青少年： 55    兒童：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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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