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2/25/2018 

1. *孩童祝福禮：今早有十一位孩童參加 

國語：林辰霖和何海鷹的兒子：林恩樂(Nathan)； William Nguyen 和 Stephanie 

Chan Nguyen(陳艾珊)的兒子：阮維恩(Levi); 董禮和王新潔的女兒和兒子：董聖妍

(Anna)、Aaron。 粵語：陳子殷和梁敏賢的兒子：陳德揚(Joshua)、陳德仁

(Jadon)。英語： Eric 和 Lydia von Wald 的女兒和兒子： Isabella、Ethan ；賈茂麟

和全垣璄的兒子：賈慶睿（Josiah)；周騁揚和林意凌的兒子：周進泓(Timothy)；

劉賓諾和李穎的女兒：劉恩聆(Bethany) 。願主賜福這些家庭。 

2. *春季成人主日學：新課程下週開始，請掃描右側 QR Code 或登錄

goo.gl/JDsEuE 瀏覽課程簡介及上課時間。 

3. *一年讀經計劃：本周開始，請掃描右側 QR Code 或登錄 goo.gl/W9k4X8

獲取讀經計劃表。 

4. *國語堂崇拜邀請有意願參與招待服侍的會友加入服侍的行列，教會將提供訓

練，目前尚有四個名額，請有意服侍的弟兄姐妹與秘書 Diana

(diana.swindler@dcbcsite.org)聯絡。 

5. *彌迦 6:8-關注無家可歸者事工：請今日崇拜后於交誼廳了解如何參與該事工。 

6. *青少年家長座談：今日下午 1:30-3:30 於 E210 室。內容：在不同青少年話題中

學習，引導，以及訓練您的孩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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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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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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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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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好交回辦公室。國語會友班將於 3/11 舉行，屆時截止報名。 

11. 國語堂崇拜徵求兩名會友參與 AV 團隊服事，請有興趣加入該事奉的會友聯絡秘

書 Diana: diana.swindler@dcbcsite.org。   

12. 預留停車位：新來賓停車位僅預留給首次訪客。請將停車場前面（南側和西側）

停車位預留給老人及有嬰兒的家庭。謝謝合作！ 

13. 家庭中心的活動：家庭中心今日開放給排球，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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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詩 
#245 聖徒齊來歌唱 

#441 為何我要歌頌耶穌  
  會眾* 

禱告    主席* 

孩童祝福禮  凌頌恩牧師  

啟應詩篇 詩篇 13 主席 

獻詩 讚美上主  詩班 

 讀經與牧禱 以赛亚书 40:8  凌頌恩牧師 

証道  神的话永远长存  孔令翔傳道 

回應詩歌 #38 生命之道  領詩* 

歡迎與報告  凌頌恩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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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   凌頌恩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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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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值理同工  

講員：凌頌恩牧師  主席：凌頌恩牧師 領詩：杜青樺    

司琴：張霞友，曾雪瑩       音響：陳自揚，李祖崴  

招待：張靜芝，陳家齊，詹得裕，林惠瑩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一組    組長： 李耀宗   

上週出席人數  

主日崇拜 粵/英語聯合： 373  國語： 205   兒童： 50 

主日學 粵成人： 45    國成人： 29    英成人： 39 

 英大專： 36   青少年 ： NM   兒童： 66 

上週奉獻  

本年度 常費 建堂 宣道 

上週預算需要 $33,077 $2,308 $4,978 

上週實收奉獻 $14,719 $700 $2,630 

累計(1)預算 $231,541 $16,154 $34,847 

累計(1)奉獻 $95,980 $5,471 $16,185 

去年同期累計奉獻 $106,581 $8,065 $14,051 

(1).累計至上週           *請參閱走廊佈告欄當月結算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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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季主日學課程簡介 (2017/12 ~2018/2)  

青少年主日學課程 (2017/12 ~2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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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徒宣教(國） (上午 9:30) E-107 

永生的第一年（續一）(國） (上午 9:30) E-108 

約翰福音(國） (上午 9:30) E-109 

傳道書(國） (上午 9:30) F-122 

舊約綜覽(粵） (上午 11:00) G-124 

Horizontal Jesus(英） (上午 11:00) G-203 

New Testament Survey(英） (上午 11:00) G-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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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