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9/8/2019 

1. 成人主日學新課程將已經開始。 新課程是：以西結書(下)。請登錄 

goo.gl/JDsEuE 獲取課程簡介。  

2. 接納新會友將於 10/20 崇拜中舉行。會友班於 9/15 舉行，9/13 截止報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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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電郵至 office@dcbcsite.org 報名會友班。 

3. *達福地區教會培靈大會定於 9/27-9/29 在 Hunter Glen Baptist Church 舉

行。聚會主題：從羅馬書看美好的人生。講員：黃子嘉牧師。請積極

邀請未信親友參加，幷迫切代禱。大會提供 5-12 歲的兒童看顧，在

PCAC: 5025 Custer Rd.。 

4. 加入兒童事工，現需要以下 2019-2020 學年同工：  

 AWANA-LIT (週五晚) ： Cubbies (3-4 歲)老師(兩名) 

 主日：兩名學前班老師(上午 9 時) 

兩名學前班助手(上午 11 時) 

一名小學組長(上午 11 時) 

如有興趣加入，請登錄 dcbcsite.org/kids 報名，或聯絡程天欣傳道

(sherry.cheng@dcbcsite.org)。 

6. 依法停車: 1). 教會停車場之殘障停車位，只為持有合法殘章停車証者

使用。2). 教會前停車場之主日來賓車位，請保留予新來賓使用。教會

閉路電視發現上述違規停車情況嚴重。敬請依法停車。 

7. 崇拜禮堂新購置耳機系統，方便長輩更清楚聆聽主日訊息，請有需要

的長輩於主日崇拜前與 AV 招待聯繫。面對講台右方前三排座位，預留

給年長以及需要的人士，可使用右方逃生門進出。  

8. 歡迎粵語堂弟兄姊妹：參加每個主日早上 9:00-9:25 在教會辦公室內的

壁爐旁的禱告會，為教會守望及肢體需要代禱。 

9. 2020 福音月曆接受預訂：此月曆印有聖經金句，農曆及美國節日等資

料，美觀實用。訂購者請到副堂佈告欄登記，每份五元。請把費用交

到辦公室，支票抬頭請寫 DCBC。僅 100 份，欲訂從速。 

10. 家庭中心體育館今日開放給籃球(下午 2:0-5:30)。下主日：排球，敬請

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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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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頌恩牧師  領詩：劉良駿   

司琴：陳作楠傳道    音響：戴志偉，陳克勤   

招待：黄偉興夫婦，陳美娟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六組  組長：戴志偉  

上週奉獻  

下週值理同工  

聚 會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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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 常費 建堂 宣道 

累計(1)預算 $1,210,946 $80,769 $195,908 

累計(1)奉獻 $720,700 $41,855 $85,540 

(1) 累計至上週           *請參閱走廊佈告欄當月結算明細 

上週出席人數  

主日崇拜 — 粵語： 122   國語： 178   英語： 283   兒童： 34 

主日學 — 粵成人： 33    國成人： 52  英成人： 58 

                 英大專： 58    青少年： 65    兒童：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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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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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回。 

家長們，請在下午12:15接回孩子。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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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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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shua E-209 

10-12年級 World Religion and Cults E-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