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12/08/2019 

1. 冬季成人主日學已經開始。新課程：新約綜覽。  請登錄 goo.gl/JDsEuE 瀏

覽課程簡介。 

英語主日學本學期開設‘教導孩子- 基本概念’課程，歡迎有需求且懂英文

的家長參加。上午 11:00 開始(G-204 教室)。 

2. 聖誕節講道系列：自聖誕節前四週，主題為“馬可福音中的耶穌”。 

 

 

 

3. 青少年冬令會 (12/27-12/30)“Fully Known, Fully Loved” 今日最後一日報名，

費用: $250。請在下午 12:15-1 於交誼廳報名。 

4. 聖誕節外展晚宴：教會積極推動外展，鼓勵大家邀請未信主的親友和我們

一起慶祝聖誕節。晚宴於 12/21 週六晚 5:30-7:45 在本教會進行(只限有攜

同未信主的親友者參加)。報名:tinyurl.com/2019dcbcdinner(12/14 截止)。 

5. 聖誕燭光音樂會：於 12/21 週六晚 8:00-9:00 在禮堂舉行(粵/國語)，歡迎

大家參加。英語燭光崇拜同一時間在家庭中心體育館舉行。 

6. *聖誕特別聯合崇拜：粵/國語主日聯合崇拜於 12/22 上午(11:15)在禮堂舉

行；英語崇拜於上午 9:30 在禮堂舉行。敬請留意。 

7. 教會招募裝飾團隊 (2-4 人)：我們需要 1 位裝飾團隊領袖與 2-3 位組員協

助教會裝飾事工，崇拜部將提供訓練，請有感動的弟兄姐妹與崇拜部執事

李祖崴電郵 (gordon.lee@dcbcsite.org)聯絡，並請代禱。 

8. 衣物捐獻：支持 OurCalling 流浪者事工，現需要男士(大碼以上)、女士(加

大碼以上)冬裝外套、厚毯子和嶄新的男士內褲。今日最後一日收集，請

將衣物放於交誼聽的捐獻箱內。 

9. 今年度奉獻截止日期為 12/29 (主日)，此後收到的奉獻將歸入明年度奉獻

的帳目內。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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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感謝神! 程天欣傳道於週五，12/6 被西南浸信會神學院(Southwestern Bap-

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授予教育事工博士學位(D. Ed. Min.)。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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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8 第二主日:  耶穌—寬恕者    馬可福音 2:1-12 

 12/15 第三主日:  耶穌—醫治者    馬可福音 5:21-43 

 12/22 第四主日:  耶穌—救贖者    馬可福音 10:3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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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主日崇拜程序表 
  主曆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八日                                                 上午 9:30 

序樂   司琴  

宣召 萬代君主  領詩 

讚美詩 
萬代君主 

倚靠耶和華 
  會眾* 

降臨節點燭與讀經 馬可福音 2:1-12  董增球，林美德夫婦  

獻詩 主禱文  敬拜小組 

牧禱與証道 耶穌 — 寬恕者  凌頌恩牧師  

執事就職典禮   凌頌恩牧師    

回應詩歌 #74 恩典大過我罪    會眾* 

歡迎與報告   領詩 

三一頌 #256 三一頌    會眾* 

祝福  凌頌恩牧師 * 

殿樂   司琴  

領詩：鄭丹                                                     司琴：林宏恩  

招待：陳美娟，戚堅賢，黄嘉莉                  音響：戴志偉，譚卓賢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七組   組長：徐振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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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圻鋒牧師          領詩：劉良駿  

司琴：張霞友  音響：李舜宜，譚卓賢   

招待：毛珈欣，胡藝，劉劍虹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六組    組長：戴志偉   

上週奉獻  

下週粵語堂值理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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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0,704 $110,769 $268,656 

累計(1)奉獻 $1,019,995 $73,425 $122,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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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國語: 191   英語: 260   兒童: 41 

主日學 — 粵成人: 34    國成人: 35   英成人: 48   兒童: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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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cipleship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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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esis   E-209 

10-12年級 World Religion and Cults E-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