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12/15/2019 

1. 衷心致謝何維廉牧師今日蒞臨本教會，並在國語堂中証道。 

2. *教會五十週年特刊分兩冊出版: “家書”五十週年紀念版，及五十週年影

集。現“家書”已印好，本主日開始派發。本會之會友，或聚會兩年以上

者，每家一冊。請於主日中午在交誼廳領取。影集在印刷裝訂中，近日

完成後派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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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聖誕節外展晚宴：於本週六(12/21)晚 5:30-7:45 在本教會進行，因席位有

限，晚宴只限已報名者攜同未信主的親友參加。如已報名，請攜親友準

時出席。 

5. 聖誕燭光音樂會：於本週六(12/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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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有五歲

以下孩童看顧。 

6. 聖誕特別聯合崇拜：粵/國語聯合崇拜於下主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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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有嬰孩照顧(0-2 歲)，三歲以

上的孩童將與父母一同崇拜。當日午餐取消，備有點心，敬請留意。 

7. *聖誕節奉獻封：“上帝愛世人，甚至將獨生子賜給我們…”(約 3:16)。聖

誕節是感謝主，並回饋、支持聖工的日子。今日崇拜程序單中謹附上聖

誕節奉獻封。在您歡慶上帝最寶貴的禮物－救主耶穌的日子，希望您也

記念上帝的家的需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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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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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您的愛心! DCBC 為達城龍捲風救災行動共捐獻 405 磅食物。這將為

北德州長期飢餓的兒童，家庭和老年人提供 328 份餐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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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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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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詩：杜青樺                                               音響：陳自揚， 施奕強  

招待：張靜芝，陳家齊，詹得裕，林惠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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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樂   司琴  

宣召 詩篇 95:1-2 領詩 

讚美詩 #136 齊來宗主信徒    會眾* 

降臨節點燭與讀經  馬可福音 5:21-43  張正岡，胡之玕夫婦 

讚美詩 #134 夜半歌聲    會眾* 

獻詩 
平安夜，聖善夜 

普世歡騰 
兒童詩班 

新執事特別禱告  唐大智牧師 

牧禱  唐大智牧師 

証道 
祂是最大醫生 

更是生命的主 
何維廉牧師  

回應詩歌 #59 靠主耶穌得勝  會眾* 

 歡迎與報告  主席 

三一頌 #256 三一頌   會眾* 

祝福  何維廉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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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粵/國語聖誕聯合崇拜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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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2 $1,770 $1,640 

累計(1)預算 $1,695,302 $113,077 $274,253 

累計(1)奉獻 $1,042,097 $75,195 $124,215 

去年同期累計奉獻 $1,055,973 $79,203 $144,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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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頌恩牧師         翻譯：李宗賢長老 主席：黃路明  

領詩：劉良駿  司琴：張霞友，何暢  音響：陳自揚，施奕強 

招待：張靜芝，陳家齊，詹得裕，林惠瑩  

育嬰：梁柳清 膳食/點心：第八組   組長：蘇國偉  

上週出席人數  

主日崇拜 — 粵語: 111   國語: 226   英語: 276   兒童: 46 

主日學 — 粵成人: 44   國成人: 47   英成人: 60   

                     英大專: 68   青少年: 60   兒童: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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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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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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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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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