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11/17/2019 

1. *特別緻謝馬來西亞聖經神學院院長，李明安牧師，蒞臨本教會並在國語崇

拜中証道。 

2. *明年度執事：感謝神為我們預備了各位執事，他們的職責如下: 主席—敖

建俊，副主席/總務—王明恩，國語事工—林啟明，粵語事工—張裕津，英

語事工－李德良，司庫/財務—王先威，會友服務—周國華，宣道事工/秘

書—何文蕾，兒童教育事工—陳澤林，成人教育事工—甄繼璋，崇拜事

工－詹得裕。他們將與教牧，長老共襄教會聖工，請代禱。 

3. 浸禮聚會將於下主日 11/24 在崇拜中舉行。上午 9:30 為英語崇拜，11:15 為

粵語/國語聯合崇拜，粵語主日學將改到上午 9:30 舉行。 午餐照常供應。 

4. *成人主日學新課程將於 12/1 開始。國語新課程： 1)以弗所書和歌羅西書 

； 2)小先知書概論。請登錄 goo.gl/JDsEuE 瀏覽課程簡介。 

5. 新期的一年讀經計劃將在兩周後開始。如果您還沒有開始一年讀經計劃，

請登錄 goo.gl/W9k4X8 查看讀經計劃表。無論您是否預先註冊，當您完成一

年讀經計劃時，請在以下網站填寫您的資料 : goo.gl/8CGxQk 。 

6. 青少年冬令會 “Fully Known, Fully Loved”(日期: 12/27-12/30 地點: Lakeview 

Baptist Assembly)接受報名。提前報名今日截止: $215; 正常報名(11/18-12/1): 

$230; 最晚報名(12/2-12/8):$250。請在下午 12:15-1 於交誼廳報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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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和我們

一起慶祝聖誕節。晚宴將於 12/21 週六晚 5:15-7:30 在本教會進行(只限有攜

同新朋友者參加)。請在 tinyurl.com/2019dcbcdinner 報名(12/14 截止)。 

5. *聖誕燭光音樂會： 12/21 週六晚 8:00-9:00 在禮堂舉行，歡迎大家參加。 

7. *事奉主是福氣：亞伯拉罕款待事工(主日早上提供咖啡茶點)急需同工。邀

请您加入我們的愛心團隊，無需經驗，有意者請與胡江暉傳道/Patrick Poon/

Elisa Lo/Gladys Fung 接洽。 

8. 愛心傳禮盒：今日截止收集，請下午 12:00-1:00 時到交誼廳交回禮盒。 

9. 達城龍捲風救災罐頭食品捐獻：請於今日至 11/24 期間將罐頭食品(保質期

內)放在交誼廳的罐頭食品捐獻盒內。建議：低鹽蔬菜、水果(含果汁)、雞

肉或吞拿魚(Tuna)、干的或罐頭豆類及花生醬。謝謝您的愛心。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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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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樂   司琴  

宣召 詩篇 106:1 領詩 

讚美詩 
#244 讃美我主極大權能 

#278 農人耕田忙  
   會眾* 

禱告    主席* 

啟應詩篇 詩篇 47:4-9   主席 

特别獻詩 #304 照我本相 手铃隊 

牧禱  凌頌恩牧師 

讀經 詩篇 100  李明安牧師 

証道 乐意敬拜、侍奉与感恩  李明安牧師 

回應詩歌 #351 渴慕耶穌   會眾* 

 歡迎與報告  主席 

三一頌   會眾* 

祝福 #256 三一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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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主日聯合崇拜 (上午 11:15)  

上週奉獻  

本年度 常費 建堂 宣道 

上週預算需要 $34,598 $2,308 $5,597 

上週實收奉獻 $22,922 $850 $1,800 

累計(1)預算 $1,556,910 $103,846 $251,865 

累計(1)奉獻 $945,729 $70,365 $108,905 

去年同期累計奉獻 $909,936   $71,731  $112,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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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令璇   音響: 朱必骋，陳超 

領詩: 劉良駿  司琴: 鄒蔭如，何暢  

招待: 林棟堯，林啟明，王先威，江灝       

育嬰: 梁柳清 膳食: 第四組  組長：鄧澤湘 

上週出席人數  

主日崇拜 — 粵語: 96  國語: 225   英語: 288   兒童: 34 

主日學 — 粵成人: 33    國成人: 42   英成人: 57 

                     英大專: 55    青少年: 60    兒童: 56 

秋季主日學課程簡介 (2019/9—2019/11)   

青少年主日學課程 (2019/9—2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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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ld Religion and Cults E-210 

課     程 時   間 教  室 

永生的第一年(四) ：這是真理 (國) (上午 9:30) G-204 

何西阿書 (國) (上午 9:30) G-124 

教會歷史(下) (國) (上午 9:30) F-122 

以西結書 (下) (粵) (上午 11:00) G-124 

Discipleship 101 (Young Adults) (上午 11:00) G-201  

Pathways - from Providence to Purpose 

(Ad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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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