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02/09/2020 

1. 情人節約會之夜： 2/14 (本週五)晚上 5:30-9:30 家庭事工將提供免

費托兒服務(小學及以下)，好讓夫婦能外出享受甜蜜時刻。我們將

為您的孩子提供晚餐(比薩餅)。請午餐時間在交誼廳登記，以便

統計人數。 

2. 接納新會友將於 3/15 崇拜中舉行，會友班於 2/16 上午 11:15 至下

午 1:15 進行(含午餐)。歡迎重生得救、受過水禮、並在本教會經

常聚會六個月以上的肢體參加。有意參加者請到辦公室外資料架

領取報名表填好交回辦公室，報名 2/14 截止。 

3. 浸禮聚會：將於 4/12 在復活節崇拜中舉行，浸禮班於 3/22 上午

11:15 至下午 2:15 進行(含午餐)。有意參加者請到資料架領取報

名表於今日填好交回辦公室，報名於 3/15 截止。 

4. 家庭短宣：今年 5/30-6/6 在 Zuni (新墨西哥州)。下主日 2/16 下午

1-2 時在 G-203 教室有短宣介紹，歡迎參加。詳情請洽唐大智牧師

(david.tang@dcbcsite.org)。 

5. *教會現征求幫手，在主日幫忙保持各處門戶把手清潔消毒。教會

將提供消毒濕巾，請有意幫忙者電郵至 office@dcbcsite.org 報名。 

6. 兒童遊樂場使用： 1). 為保障安全，低齡兒童使用遊樂場時，家長

應全程陪同; 2). 家長和青少年在遊樂場應為低齡兒童做好榜樣; 

3). 所有孩童及青少年禁止爬圍欄。 

7. 奉獻收據： 2019 奉獻收據將於今日繼續派發。收據號碼將張貼在

廊道內的牆壁上。為便於操作，請先查看自己的號碼，然後於交

誼廳領取收據。 

8. 歡迎粵語堂弟兄姊妹：參加每個主日早上 9:00-9:25 在圖書室的禱

告會，為教會守望及肢體需要代禱。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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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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主日崇拜程序表 

  主曆二零二零年二月九日                          上午 9:30 

序樂   司琴  

宣召 以愛奉獻   領詩* 

讚美詩 以愛奉獻  

事奉耶穌真是快樂  
 會眾* 

祈禱   領詩* 

啟應詩篇 詩篇 55: 1-8  領詩 

獻詩 賜我力量  敬拜小組 

讀經與牧禱 羅馬書 4: 1-25  沈圻鋒牧師 

証道 本於信蒙神賜福的生命  張練能牧師  

回應詩歌 #75 奇異恩典   會眾* 

歡迎與報告   領詩 

三一頌 #256 三一頌    會眾* 

祝福  沈圻鋒牧師* 

殿樂   司琴  

領詩：蘇韵堯                        司琴：林宏恩   

招待：黃嘉莉，毛珈欣，胡藝          音響：嚴國存，羅建昌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三組 組長：譚文彬 

*會眾請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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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五晚上 7:30  

講員：凌頌恩牧師         領詩：劉良駿  

司琴：鄭霞友  音響：譚卓賢，陳克勤     

招待：黃嘉莉，毛珈欣，胡藝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十組 組長：蔡靜騰   

上週奉獻  

下週值理同工  

聚 會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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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 常費 建堂 宣道 

累計(1)預算 $174,827 $11,538 $28,667 

累計(1)奉獻 $102,998 $4,315 $8,723 

(1) 累計至上週           *請參閱走廊佈告欄當月結算明細 

上週出席人數  

主日崇拜 —粵語： 102   國語: 170   英語： 273   兒童： 32 

主日學 — 粵成人: 33   國成人: 34   英成人： 66  

英大專： 55   青少年： 60   兒童： 44 

冬季主日學課程簡介(2019/12—2020/02)   

青少年主日學課程(2019/12—2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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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     程 時   間 教  室 

以弗所書和歌羅西書 (國) (上午 9:30) G-124 

小先知書概論 (國) (上午 9:30) F-122 

新約綜覽 (粵) (上午 11:00) G-124 

OT Survey (Young Adults) (上午 11:00) G-201  

Titus (Adults Class)  (上午 11:00) G-203  

Basic Concept on Parenting Skill  

(Adults Class)  (上午 11:00) G-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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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iritual Warfare E-209 

10-12年級 World Religion and Cults E-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