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9/9/2018 

1. *感謝何維廉牧師今日蒞臨本教會並於國語和粵語崇拜中証道。 

2. 成人主日學新課程今日開始。請到前門內垂幅旁邊, 或登入 goo.gl/e2jzs 瀏覽

課程簡介。   

3. 馬拉松禱告會今日下午 1-1:30 在教會禮堂最末一次舉行，敬請參加。 

4. 50 週年感恩聯合崇拜：於下主日 9/16 上午 10 時在教會禮堂舉行，敬請參

加。請所有出席的家庭盡量拼車，以便為當天的訪客騰出停車位。當天午餐

暫停，備有茶點，於會後派發。 

5. 50 週年紀念品可以領取。請於午餐時間在交誼廳領取免費紀念相框(每家一

個)和其他紀念品組合(每人一組)。如果您已經預訂運動衣，也請一併領取。 

6. *50 週年照相棚於今日起至 9/23 開放。請於家庭中心前廳拍照留念。 

7. 姊妹會將於本週四(9/13)在詩班房 （10:00 am 至午餐畢）舉行專題活動：喜

樂的生命。講員陳作楠傳道。備幼兒看䕶，歡迎參加！ 

8. 2018 秋季 AWANA-LIT ：本週五(9/14)開始， 歡迎三歲至六年級兒童參加， 

請登入 www.dcbcsite.org/kids 報名。 

9. 兒童事工仍需要同工加入該行列，陪伴學前至六年級的孩童在基督裡成長，願

事奉者請聯絡程天欣傳道 sherry.cheng@dcbcsite.org 或登入 dcbcsite.org/kids 登

記。 

10. 達福地區聯合佈道會訂於 9/21-9/23 在 Hunter Glen Baptist Church 舉行。聯合福

音講座主題：真理與自由。講員：張伯笠牧師。請積極邀請未信親友參加，

幷迫切代禱。歡迎弟兄姊妹參與招待，招待訓練今日下午 1:30 在 F122 室舉

行 ，請與羅牧師聯絡(pastorlo@yahoo.com)，或在副堂佈告欄上報名表登記。

大會提供五至十一歲的兒童節目。本教會詩班特於週五晚獻詩，請代禱。 

11. 達福地區聯合禱告會於 9/12(週三)晚 7:30 在本教會舉行，敬請參加，同為聯

合佈道會禱告。 

12. *接納新會友將於 10/21 崇拜中舉行。如果您已經受洗並有意成為會友，請到

辦公室外資料架領取報名表填好交回辦公室。粵語會友班將於 9/29 舉行。 

13. 2018 年美南華人差傳大會將於 12/26 至 12/29 在休斯頓舉行。我們在副堂(下

午 12:30-1:15) 接受報名。前 150 名報名者教會將支持 90%的報名及膳食費 。

目前註冊人數： 39(還剩 111 名額)。 

1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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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家庭中心的活動今日開放給羽毛球， 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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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主日崇拜程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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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樂   司琴  

宣召 祢是王 領詩 

讚美詩 

祢是王 

哈利路亞充滿愛  

耶和華是我的依靠  

  會眾* 

祈禱    領詩* 

啟應詩篇 詩篇 26:1-12 領詩 

獻詩 祝福裡的琢磨  敬拜小組 

牧禱  沈圻鋒牧師  

讀經 羅 8:37  沈圻鋒牧師  

証道 成為得勝者  何維廉牧師 

回應詩歌 #153 verses 1&2    領詩*   

報告   領詩 

三一頌 #256 首 三一頌   會眾* 

祝福    沈圻鋒牧師* 

殿樂    司琴  

領詩：敬拜小組              司琴：敬拜小組 

招待：張偉亮夫婦，黄偉興夫婦                音響：譚卓賢 ，張美鈴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一組    組長：李耀宗   

                                                                                               *會眾請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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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 開始) 

講員：張練能牧師               主席/領詩：敬拜小組 

司琴：敬拜小組 音響：戴志偉，陳克勤  

招待：蔡瑞如 盧美玲 鄒鄺慧珠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三組    組長：譚文彬  

本年度 常費 建堂 宣道 

累計(1)預算 $1,157,705 $80,769 $174,233 

累計(1)奉獻 $715,715 $61,281 $92,110 

(1)累計至上週           *請參閱走廊佈告欄當月結算明細 

上週奉獻  

9/23 值理同工* （下主日三語聯合崇拜) 

聚 會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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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季主日學課程簡介 (2018/9 ~2018/11)  

青少年主日學課程 (2018/9 ~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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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利米書（國） (上午 9:30) G-205 

羅馬書  (國） (上午 9:30) F-122 

基要真理  (國） (上午 9:30) G-204 

比翼双飞在主裡(國） (上午 9:30) G-206  

信仰的議題、希伯來書 (卷下)（粵） (上午 11:00) G-124 

罪的再思 （粵） (上午 11:00) G-206 

Worship Through the Scriptures  (上午 11:00) G-201 

Finding Your God-given SH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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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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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203  

小學(5-6 年級): G-217  

年級 課程 教室 

7年級: What’s Up? E-208 

8-9年級 Exodus E-209 

10-12年級 Dating, Relationships & Marriage E-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