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10/29/2017 

1. *會友大會於 11/12 下午 1:00 在教會禮堂舉行。大會將投票表

決 2018 教會預算以及 2018 執事人選。請會友務必出席。因

事不克出席者請逕往教會辦公室申請缺席投票。 

2. *感恩節愛筵見証會將於 11/18(週六)在教會舉行，下午 5:30

聚餐在家庭中心進行, 請預留時間並邀請親友參加。全教會聚

餐後將分別舉行感恩見証會:國語將在禮堂舉行，英語將在家

庭中心舉行，粵語將於 E-100 室舉行，有感動作見証者請預

先向各語言執事登記。見証務必簡短清楚，每位限五分鐘。 

3. *浸禮聚會將於 11/19 在崇拜中舉行。上午 9:30 為英語崇拜，

上午 11:15 為粵語/國語聯合崇拜（沈圻鋒牧師証道），當日

粵語主日學將改到上午 9:30 舉行。午餐照常供應。 

4. *青少年冬季退修會 2017: 於 12/28-31 在 Lake Baptist Assembly

舉行。下主日開始在副堂報名。報名費:11/12 前是 $210; 

11/26 前是$225; 12/3 是$240。備有助學金。詳情請洽: Clement 

(dcbcyouthministry@gmail.com), Angel (angel.lee@dcbcsite.org)。 

5. 聖誕節聯合詩班誠意邀請弟兄姊妹加入獻唱，每主日下午 1

時在詩班房進行，歡迎參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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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018 年教會月曆已經印妥，請於接待處每家拿一份。  

8. 家庭中心的活動：家庭中心今日開放給羽毛球，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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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詩 天父必看顧你 敬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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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應詩篇 詩 5:8-12  主席/會眾  

牧禱  李國鋒長老 

讀經  約 1:9-14  沈圻鋒牧師  

証道 你為何要信#3 何謂真光? 為何兒女?  沈圻鋒牧師   

回應詩歌 每一天   敬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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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敬拜小組                                                     司琴：敬拜小組  

領詩：敬拜小組                                                     音響：譚卓賢 張美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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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八組    組長：蘇國偉                                                                                   

                                                                                                   ＊會眾請站立 



聚 會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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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值理同工  

上週出席人數  

上週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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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圻鋒牧師     領詩： 周國華   主席：  王蘭樞  

司琴：翁清榮  音響：譚卓賢/ 張美鈴  

招待：張偉亮 黄偉興夫婦  

育嬰：梁柳清 膳食：第九組       組長： 林 燕  

主日崇拜:   119       主日學:   31      

本年度 常費 建堂 宣道 

累計(1)預算 $1,155,453 $99,231 $174,150 

累計(1)奉獻 $848,035 $55,912 $104,943 

(1).累計至上週           *請參閱走廊佈告欄當月結算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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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