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10/15/2017 

1. *衷心致謝陳樞賢牧師於今日在粵語崇拜中證道。 

2. *聖誕節聯合詩班誠意邀請弟兄姊妹加入獻唱，練詩時間於今

日開始，每主日下午 1 時在詩班房進行，歡迎參加。 

3. 事工座談會：今年度的第二次教會事工座談會將於 10/22(主

日)下午一點在禮堂舉行。座談會將咨議預算，2018 執委會候

選人及教牧報告。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参加，共襄聖工。 

4. 50 週年主題標誌設計大賽：我們將為教會明年 50 週年慶祝

舉辦標誌設計大賽，請將您的設計於 11/12/17 之前電郵至：

office@dcbcsite.org. 該標誌將用於紀念杯、T 恤及出版刊物

等。獲勝者將獲得獎杯。 

5. 特別通知：由於最近幾週的屋頂維修工程，請在停車時（尤

其在大樓西北處停車）注意安全。請不要停在施工垃圾箱附

近。  

6. 家庭中心的活動：家庭中心今日開放給籃球，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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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齊來同敬拜  

#406 救世主凡事引導我 
  會眾* 

祈禱   領詩 

啟應詩篇 詩 4:1-8  主席/會眾  

牧禱  沈圻鋒牧師 

讀經  路 18:1-8 沈圻鋒牧師  

証道 來到主面前  陳樞賢牧師  

回應詩歌 #319 教我禱告 會眾*   

宣道認獻   沈圻鋒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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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頌 第 256 首 三一頌   會眾* 

祝福     陳樞賢牧師 * 

殿樂   司琴  

主席：余偉林                                                         司琴： 龔明愛 

領詩：劉良駿                                                         音響：戴志偉 張美鈴                                

招待：馮玉群 鄒鄺慧珠 鄧萍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六組    組長：戴志偉                                                                                 

                                                                                                   ＊會眾請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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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五晚上 7:30 

下週值理同工  

講員：勞伯祥牧師    領詩：粤語诗班   主席： 粤語诗班 

司琴：粤語诗班    翻譯：  音響：譚卓賢/ 陳克勤  

招待：戚堅賢 毛珈欣 胡藝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七組       組長： 徐振賜  

上週出席人數  

主日崇拜 粵語： 110    英語： 236    國語： 182    兒童： 54 

主日學 粵成人： 34       國成人： 49 

 英（成人、大專、青少年 ）： 115    兒童： 69 

上週奉獻  

本年度 常費 建堂 宣道 

上週預算需要 $26,871 $2,308 $4,050 

上週實收奉獻 $15,625 $1,860 $2,620 

累計(1)預算 $1,101,711 $94,615 $166,050 

累計(1)奉獻 $820,232 $54,462 $88,345 

去年同期累計奉獻 $780,485 $58,900 $69,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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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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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9 ~2017/11)  

青少年主日學課程 (2017/9 ～ 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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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要真理 (國上午 9:30) E-107 

永生的第一年 (國上午 9:30) E-108 

新約歷史綜覽 (國上午 9:30) E-109 

舊約综覽 (國上午 9:30) F-122 

希伯來書（上卷） (粵上午 11:00) G-124 

The Explicit Gos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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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