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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週日早 11:00 至 12:15 

主日學    ：週日 12:30 至 1:30 

午餐團契：主日學後 

查經聚會：週五晚 7:00 至 8:30 

禱告會    ：週四晚 7:00 至 8:30 

姊妹團契：週二下午 2:00 至 3:30 

詩歌團契：每月首個週六下午 2:00 至 4:00 

长青团契：每月最后周四 10:00-12:00 

University Hills Baptist Church 

1500 Suther Rd 

Charlotte NC 28213 

周小為 

973-699-2308 

xwzhou65@yahoo.com 

http://www.agapechinese.net 

我們願為 

神國普世差傳 

從鄰舍開始到地極 

關懷您屬靈與屬世的需要 

親愛的朋友 

以愛真誠的歡迎您 

和我們一起敬拜 

願以愛能成為您屬靈的家 

教會信息 Announcements 

1. Mill 將於 4/14-15(週六、週日) 于我們教會舉辦培靈會與主日證道。講員為陳信銘牧師。請大家

踴躍參加。 

2. 第十四屆卡羅萊那區夏令會將在 5/26-5/28于 LifeWay Ridgecrest Conference Center舉行。3

月 1日, 星期四 開始網上報名，注册优惠期 / Early bird registration: 3/1 - 3/31。詳情請上

https://sites.google.com/site/crcconf/  

3. 如需本會財政收支報告，請通知財務 Ivy或周晶。If you want a copy of the church’s financial 

report, please inform Ivy or Jing Zhou. 
 

代禱事項 Prayers 

1. 為教會活動及牧師一家禱告。 

Pray for Church activities and our pastor and his family. 

2. 為教會主日學事工、所有主日學老師禱告。求神加添智慧和能力，認真準備主日學課程。 

Pray for church’s Sunday School ministry and all teachers. Pray for wisdom and ability 

from God to prepare lectures of the Sunday School.  

3. 為教會的孩子們在愛中健康成長禱告，願父母能有愛心和耐心照顧好神的恩賜。 

Pray for the children in church can grow healthily in love, and may the parents take good 

care of God’s blessings with love and patience. 

(申 10：12) 

主日學 Sunday School 

兒童主日學 Children Sunday School:  

 大班—耶穌永遠活著 (路 15:1-10) 

小班—手工：春天的花 

成人主日學 Adult Sunday School： 

福音組：遊子吟 

 信徒組：哥林多前書 

 進深組：撒母耳記上 

https://sites.google.com/site/crcco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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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受难的基督 
Jesus, the Suffering Christ 

周小為 牧師 
Pastor Xiaowei Zhou 

 

  

 

3/25/2018 

 本主日 下主日(4/1) 

領會 周仕雄 桑聖民 

領詩 楊颺*,李玉苗 周仕雄*,楊颺 

司琴 劉思華 徐淳瑜 

傳媒 黄才智 辛建國,杨华 

招待 凌貴嬌, 张叶 劉思華 

兒童 浦海燕, 周晶,  汤尧, 陈丽安 张璐,周晶,浦海燕,汤尧 

聚會人數— 成人: 40、兒童：11 

上週主日收到經常奉獻：$1,458.44 

2018 年實收經常奉獻：$18,492.38 

奉獻預算：$18,084.00 

 

筆記 Note 

从 此 ， 他 教 训 他 们 说 ： 人 子 必 须 受 许 多 的 苦 ， 被 长 老 、 祭 司 长 ， 和 文 士 弃 

绝 ， 并 且 被 杀 ， 过 三 天 复 活 。And he began to teach them, that the Son of man 

must suffer many things, and be rejected by the elders, and the chief priests, and the 

scribes, and be killed, and after three days rise again." (马可福音 8：31) 

 

1. 父神的旨意 The Will of God the Father 

2. 耶稣的顺服 The Obedience of Jesus 

3. 世人的盼望 The Hope for Humanity 

 

宣召 

诗篇 86：3-13  

詩歌 

永久磐石 (70) 

從心合一     

祢是榮耀君王   

奉獻禱告 

牧禱 

信息 

马可福音 10：32-34 

回應詩歌 

主替我舍捨身（圣诗 193） 

背誦金句 

马可福音 8：31 

歡迎 

報告 

祝禱 

三一頌 

默禱 

Call for Worship 

Psalm 86:3-13 

Hymns 

Rock of Ages, Cleft for Me 

Unity 

You Are the King of Glory 

Offering Prayer  

Pastor Prayer 

Message 

Mark 10:32-34 

Response Hymn 

Jesus Paid It All (H193) 

Bible Recitation 

Mark 8:31 

Greetings 

Announcement 

Benediction  

Doxology 

Pray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