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10/8/2017 

1. 宣道年會將於 10/13-15 舉行，主題：為何宣教與傳福音？謝偉光牧師主

講，內容如下： 

10/13(週五)    晚 7:30-9:30 pm (國語翻粵語) 

     宣教之夜(1)–人就是賺得全世界         謝偉光牧師 

10/14(週六)    晚 5:00-6:00 (英語，不設翻譯) 

     宣教講座–為何要宣教和傳福音         謝偉光牧師 

       晚 7:00-9:00 (粵語翻國語)  

                      宣教之夜 (2) –神愛是行動                    謝偉光牧師 

10/15(主日)    上午 9:30 英語崇拜  

     多走一哩路（太 5:41）                         謝偉光牧師 

     上午 9:30 粵語崇拜     

     來到主面前（路 18:1-4）           陳伯軒牧師 

     上午 11:00 國語崇拜  

     分享祝福（王下 7:3-9）            謝偉光牧師 

週六晚餐 6:00-6:45，請於 tinyurl.com/DCBCMC17 報名, 3 元/人。 

2. 司提反關懷事工是裝備有愛心和心志的弟兄姊妹，藉著 25 課基督化的心

理建設和溝通技巧訓練成為有效的關懷著。謹訂於 10 月 19 日開始，每週

四晚 7:00 在教會用普通話上課。歡迎於會後在交誼廳特設櫃檯報名。 

3. *事工座談會：今年度的第二次教會事工座談會將於 10/22(主日)下午一點

在禮堂舉行。座談會將咨議預算，2018 執委會候選人及教牧報告請弟兄姊

妹預留時間参加，共襄聖工。 

4. *50 週年主題標誌設計大賽：我們將為教會明年 50 週年慶祝舉辦標誌設計

大賽，請將您的設計於 11/12/17 之前電郵至： office@dcbcsite.org. 該標誌將

用於杯子、T 恤及出版物等。獲勝者將獲得獎杯。 

5. *哈維颶風基金：謝謝弟兄姊妹的愛心，教會共籌款$22,620.00（九月執事

會通過加增$2,000 捐款）。所有款項已送達以下機構： 

    1）基督教角聲佈道團：$6,786.00 (30%) 

    2）凱地中國教會：$6,786.00 (30%) 

    3）EFCA—危機響應：$6,786.00 (30%) 

    4）Southern Baptists of Texas Convention ：$2,262 (10%) 

6. 特別通知：由於最近幾週的屋頂維修工程，請在停車時（尤其在大樓西北

處停車）注意安全。請不要停在施工垃圾箱附近。  

7. 家庭中心的活動：家庭中心今日開放給羽毛，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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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曆二０一七年十月八日                                          上午 11 :00 

主席：凌頌恩牧師        司琴：張霞友 ，曾雪瑩   

領詩：劉瑞音                                                     音響：李祖崴，陳自揚 

招待：賀健行，王聖惠，劉嘯月，陳芸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五組，組長：路承浩/ 張福生     

                                                                                              ＊會眾請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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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謝偉光牧師  領詩： 劉瑞音 

司琴：龔明愛 ，曾雪瑩   音響：金融 ，陳超   

招待：賀健行，王聖惠，劉嘯月，陳芸   

育嬰：梁柳清  膳食： 第六組       組長：戴志偉  

上週出席人數  

主日崇拜 粵語： 123   英語： 228   國語： 199     兒童： 56 

主日學 粵成人： 37    國成人： 47    英成人： 52 

 英大專： 24    青少年： 56    兒童： 77 

上週奉獻  

本年度 常費 建堂 宣道 

上週預算需要 $26,871 $2,308 $4,050 

上週實收奉獻 $29,751 $350 $1,055 

累計(1)預算 $1,074,840 $92,308 $162,000 

累計(1)奉獻 $804,607 $52,602 $85,725 

去年同期累計奉獻 $767,417  $57,070  $68,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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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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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季主日學課程簡介 (2017/9 ~2017/11)  

青少年主日學課程 (2017/9 ～ 2017/11) 

學前及小學生家長須知 
  六年級及以下的孩童參加聚會前須先登記及帶上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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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由家長於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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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     程 時   間 教  室 

基要真理 (國上午 9:30) E-107 

永生的第一年 (國上午 9:30) E-108 

新約歷史綜覽 (國上午 9:30) E-109 

舊約綜覽 (國上午 9:30) F-122 

希伯來書（上卷） (粵上午 11:00) G-124 

The Explicit Gospel (英上午 11:00) G-203 

New Testament Survey (英上午 11:00) G-204 

年級 課程 教室 

7 年級 
What’s Up: Discovering the Gospel, 

Jesus, and who you really are  
E208 

8-9 年級 Genesis E209 

10-12 年級 Doctrine E210 

 兒童崇拜 

上午 9:30-10:45 

學前(3-5 歲): F115 

小學 (1st-6th 年級): E100 

兒童主日學 

上午 11-下午 12:15 

學前 (3-5 歲): F115 

小學 (1st-4th 年級): E100 

小學(5th-6th 年級): E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