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3/8/2020 

1. 成人主日學新課程:已經開始。新課程有： 1. 約書亞記(G-124);  2. 

新約綜覽(F-122) ; 3. 基要真理(G-204) ; 4. 教養兒童-基本概念 (G-

203)。請登錄 goo.gl/JDsEuE 獲取課程簡介。 

2. 姐妹會特別專題:“跨文化的親子關係第二集” 將於 3/12 本週四上

午 10:00-12:00 在 E-100 教室舉行，講員：兒童事工傳道程天欣姊

妹。備有兒童看顧，歡迎參加！附註：姊妹團契聚會在每月的第

二、四個週四上午十時舉行；詳情請參閱張貼在公佈欄上姊妹會的

行事曆。  

3. 受難節聖餐崇拜:將於 4/10(週五)晚 7:30 在禮堂舉行。請弟兄姊妹

攜學齡孩童參加，一同記念主犧牲的愛。  

4. 復活節晨曦禮拜:於 4/12(主日)清晨 6:00 在本教會舉行。此禮拜歷

年來由達城地區華人教牧同工聯禱會主辦，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5. 復活節浸禮聯合崇拜:將於 4/12(主日)在教會禮堂舉行，英語崇拜

為上午 9:30 ；國/粵語聯合崇拜為上午 11:15 。備有嬰孩照顧，三

歲以上的孩童將與父母一同崇拜。歡迎邀請親友參加。  

6. 2020 兒童暑期聖經學校:7/13-17 (週一至週五)，上午 9:00 至下午

12:15。歡迎 4 歲至 6 年級兒童參加。請在 dcbcsite.org/vbs 報名。

需要多名義工，請在同一網站報名。 

7. 家庭中心體育館今日開放給羽毛球(下午 2:00-5:30)。下主日：籃球。 

9. 安息主懷: 

-王竹嬌姊妹 (呂仲平弟兄的妻子) 於 2/29 安息主懷。將不舉辦正式

的追思禮拜，竹嬌姊妹的骨灰將運回台灣花葬。願主安慰家屬。 

-郭介元老弟兄(郭訓弟兄之父)於 2/29 在中國安息主懷。願主安慰

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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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主日崇拜程序表 

 主曆二零二零年三月八日                           上午 11:00 

主席：王志明                         司琴：鄒蔭如，何暢   

領詩：鄭航                           音響：陳潤國，陳李素欣                      

招待：陳家齊，張靜芝，李祖崴，林惠瑩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七組 組長：徐振賜  

*會眾請站立                                                                           

序樂   司琴  

宣召 詩篇 91:2，6 領詩 

讚美詩  #264 快樂歡欣向主敬拜 

#232 朝陽初昇 

 會眾*  

禱告   主席* 

啟應詩篇 詩篇 56:8-13  主席 

獻詩 歡欣！歡欣！   詩班 

牧禱  凌頌恩牧師  

讀經 列王紀下 4:25-28  孔令翔傳道  

証道 一切都好  孔令翔傳道  

回應詩歌 #359 我心靈得安寧 會眾*  

 歡迎與報告  主席 

三一頌 #256 三一頌   會眾* 

祝福  凌頌恩牧師* 

阿們頌  會眾 

殿樂   司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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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值理同工  

上週奉獻  

本年度 常費 建堂 宣道 

上週預算需要 $34,965 $2,308 $5,733 

上週實收奉獻 $28,301 $1,070 $2,560 

累計(1)預算 $314,688 $20,769 $51,601 

累計(1)奉獻 $173,558 $8,060 $14,501 

去年同期累計奉獻 $166,148 $9,575 $19,857 

(1) 累計至上週           *請參閱走廊佈告欄當月結算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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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馮永召傳道           主席：王志明       領詩：鄭航長老 

司琴：鄒蔭如，何暢  音響：陳潤國，陳李素欣  

招待：陳家齊，張靜芝，李祖崴，林惠瑩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八組 組長：蘇國偉  

上週出席人數  

主日崇拜 —粵語： 92   國語: 146   英語： 294   兒童： 46 

主日學 — 粵成人: 26   國成人: 47   英成人: 59 

英大專： 60  青少年： 64   兒童： 49 

春季主日學課程簡介(2020/03-05)   

青少年主日學課程(2020/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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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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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iritual Warfare E-210 

課     程 時   間 教  室 

約書亞記 (國) (上午 9:30) G-124 

新約綜覽 (國) (上午 9:30) F-122 

教養孩子 — 基本概念 (國) (上午 9:30) G-203  

 基要真理 (國)  (上午 9:30) G-204 

耶穌生平 (粵) (上午 11:00) G-124 

OT Survey (Young Adults) (上午 11:00) G-214 

Ruth, Daniel  (Adults Class)  (上午 11:00) G-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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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