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12/16/2018 

1. 聖誕節外展晚宴：下主日(12/23)下午 6 時在教會舉行，只限攜同未信主朋

友者參加，並需預先報名。需在 tinyurl.com/dcbcdinner 或崇拜後於交誼廳

報名。晚宴免費，有人數限制(僅 100 位)，報名從速，先到先得，報名今

日截止。 

2. 聖誕音樂崇拜下主日(12/23)晚 7:30 舉行：粵/國語 –禮堂； 英語 –家

庭中心體育館。歡迎大家參加。備有嬰孩照顧，三歲以上的孩童將與

父母一同崇拜。[該日上午為經常主日粵/國語聯合崇拜: 11:15 (禮堂)，

粵語主日學移至上午 9:30]。 

3. 聖誕節講道系列：自聖誕節前四週，主題為“主耶穌降世的目的”。                      

  12/23 第四主日：創造榮耀上帝的新子民（羅 15:8-12）   

4. 經過在本教會二十三年的事奉， 羅國華牧師決定於本年 12 月 31 日退休。 

羅牧師感謝達城基督徒中國教會給予這二十三年來事奉的機會，並期盼在

退休後與大家共同事奉，順服主的帶領。 

1) 執事會將於 12/23(主日)下午 12:45，為羅牧師舉辦榮休慶祝會，敬請

預留時間參加。 

2) 執事會並決定開放愛心奉獻至 12/30/2018(主日)，收集奉獻作為羅牧師

榮休之需，致謝羅牧師的辛勞。希望弟兄姊妹留意並參與。支票抬頭

“DCBC”， 並請註明“愛心奉獻”。 

5. 招募亞伯拉罕款待同工：樂意加入該事工事奉者或有任何問題，請洽潘有

安弟兄 (yauon@yahoo.com)或胡江暉傳道(william.wu@dcbcsite.org)。 

6. *2019 年司提反關懷事工培訓(英語班) - 新課程將於 1/13 開

課。請在網上註冊(12 / 9-12 / 30)。 如有疑問，請發送電郵

至 stephenministry@dcbcsite.org。 

7. *鍾柏榮弟兄(鍾伯)，Bryan Chung 牧師之父：於 12/10 安息主懷。安息禮拜

於 12/28 下午 2 時在 Turrentine Jackson Morrow Funeral Home (2525 N Central 

Expy) 舉行。遺體瞻仰定於 12/27 下午 6-8 時。求主賜給家屬安慰。 

8. *經執事會討論決定: 因存在安全隱患，為確保孩童安全，即日起室外兒

童遊樂場將暫時關閉，待下一步改善。教會為經常使用操場的家庭带来的

不便表示歉意，並感謝大家的理解與耐心。我們高度重視安全問題，請為

執事會能有妥善解決問題的方案禱告。 

9. *特別感謝以下為教會聖誕裝飾佈置的姊妹：何沛雲，葉靜兒，黃寶珠，

Queenie Kwan，許詠緻以及她們的先生們。 

10. 今年度奉獻截止日期為 12/30 (主日)，此後收到的奉獻將歸入明年度奉獻

的帳目內。  

11. 家庭中心的活動今日開放籃球，下主日(12/23)活動取消， 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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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樂   司琴  

宣召  領詩* 

讚美詩 
#135 請聽天使在高唱 

#119 聽啊天使高聲唱 
  會眾* 

降臨節點燭與讀經 希伯來書 2:14-18  余偉林，余思莉夫婦 

宣教分享  Martin & Alice Reed 

牧禱  凌頌恩牧師 

証道 
耶穌為何降生： 

為與我們認同 
凌頌恩牧師  

回應詩歌 #132 信徒們當歡欣   會眾* 

報告   領詩 

三一頌 #256 首 三一頌   會眾* 

祝福    沈圻鋒牧師* 

殿樂    司琴  

領詩：劉良駿           司琴：翁清榮  

招待：張偉亮，黄偉興夫婦           音響：李舜宜，嚴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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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圻鋒牧師      領詩：劉良駿 

司琴：龔明愛，曾雪瑩  音響：戴志偉，張美鈴  

招待：張偉亮，黄偉興夫婦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四組  組長：鄧澤湘  

上週奉獻  

下週聯合崇拜(11:15 開始)值理同工 

聚 會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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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 常費 建堂 宣道 愛心奉獻 

累計(1)預算 $1,620,787 $113,077 $243,926 0 

累計(1)奉獻 $1,055,973 $79,203 $144,684 20,785 

(1) 累計至上週           *請參閱走廊佈告欄當月結算明細 

冬季主日學課程簡介 (2018/12 ~2019/2)  

青少年主日學課程 (2018/12 ~2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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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     程 時   間 教  室 

哈該書, 撒迦利亞書, 瑪拉基書（國） (上午 9:30) G-205 

哥林多前書(國） (上午 9:30) F-122 

永生的第一年:這是救恩(國） (上午 9:30) G-204 

所羅門的智慧與現代人（粵） (上午 11:00) G-124 

Christian Living in a Post-Christian (上午 11:00) G-201 

Engaging the Culture  (上午 11:00) G-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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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