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3/11/2018 

1. 誠聘教會維修經理：兼職(20 小時/週)并需要侯召(有需要時隨時到

教會)；建築維修及日常維護；必須具備基本故障排除技巧；需自

備工具；精通暖通、水暖、電氣、木工者優先；需要英文溝通讀寫

流利。如有興趣加入該事奉并咨詢更多詳情， 請洽古國彬： 469-

223-7839 or marcus.ku@dcbcsite.org。 

2. 免費肝炎抽血檢驗於 3/18（下主日）下午 1 時在副堂舉行，由美西

南醫學院主持。B 型肝炎及 C 型肝炎通常是經血液，性交及母體遺

傳的疾病，發生在亞裔的機會較高，而且發現時通常是晚期。若想

知道是否受到感染，歡迎參加該次的檢驗，如証實受感染亦可及早

治療。  

3. 受難節聖餐崇拜將於 3/30(週五)晚 7:30 在教會舉行。請弟兄姊妹帶

同學齡孩童參加，一同記念主的愛。 

4. *「為穆斯林禱告 30 天」：今年 5 月 15-6 月 14 日為穆斯林齊戒月

( Ramadan)，「30 天國際联禱運動」發起「為穆斯林禱告 30 天」事

工， 呼籲全世界基督徒联手為穆斯林禱告，希望弟兄姐妹踴躍参

加。 有意者請在 3/31 前在交誼廳佈告欄報名表上填上姓名與電

話，以便教會提供禱告手冊。  

5. 復活節浸禮聯合崇拜將於 4/1(主日)在教會禮堂舉行， 英語崇拜於

上午 9:30 舉行；國/粵語聯合崇拜將於上午 11:15 舉行。備有嬰孩照

顧，三歲以上的孩童將與父母一同崇拜，三歲以下的孩童將安排在

F-114(幼兒室)。歡迎邀請親友參加。 

6. 接納新會友將於 4/22 崇拜中舉行。有意參加者請到辦公室外資料

架領取報名表填好並於 4/1 前交回辦公室。請於 3/17 前報名粵語會

友班，3/24(上午 9:00-12:00)在教會上課。 

7. 禱告會：如果您無法參加週三禱告會，歡迎參加每主日早 9:00-

9:25 在禮堂外的禱告會。 

8. 家庭中心的活動：家庭中心今日開放給羽毛球，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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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樂   司琴  

宣召  領詩 

讚美詩 
#2 祢真偉大  

#7 祢的信實廣大  
  會眾* 

讀經與牧禱 馬太福音 5:33-37 凌頌恩牧師  

証道 門徒之路: 相處之道  凌頌恩牧師  

回應詩歌 #342 主，我願像祢    領詩*   

報告    領诗 

三一頌 第 256 首 三一頌   會眾* 

祝福    凌頌恩牧師 *  

殿樂    司琴  

領詩：鄭丹                                                        司琴： Joshua Limsenben                               

招待：張偉亮 黄偉興夫婦                                音響：譚卓賢，張美鈴  

育嬰：梁柳清                                                     翻譯：李宗賢長老 

膳食：第二組    組長：許振宇                                                                                      

                                                                                                    ＊會眾請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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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值理同工  

上週出席人數  

上週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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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國華     

司琴：翁清榮   音響：戴志偉，張美鈴    

招待：陳美娟，黄偉興夫婦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三組    組長：譚文斌 

粵語： 103     主日學： 41 禱告會： 7（週三）; 3（主日） 

本年度 常費 建堂 宣道 

累計(1)預算 $297,696 $20,769 $44,803 

累計(1)奉獻 $140,690 $8,031 $21,550 

(1).累計至上週           *請參閱走廊佈告欄當月結算明細 

春季主日學課程簡介 (2018/3 ~2018/5)  

青少年主日學課程 (2018/3 ~2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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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選讀(國） (上午 9:30) E-107 

永生的第一年(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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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利米書與哀歌(上) (粵） (上午 11:00) G-124 

A Surrendered Life to Worship God (英） (上午 11:00) G-203 

Marriage, Singleness, & Dating (英） (上午 11:00) G-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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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