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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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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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是上帝的話(耶 33:2-3, 11, 36) 
                  小班—[聖經故事]神創造天地 (創 1-3) 

成人主日學 Adult Sunday School： 
福音組： 

 基要真理 （牧师） 
 良性沟通与和谐婚姻 （师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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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慷慨帮助穷乏的弟兄 
Be Generous to Help the Poor                                                        

周小為 牧師 
Pastor Xiaowei Zhou 

 

  
 

6/3/2018 

 本主日 下主日(6/10) 

領會 陈华东 朱应栋 

領詩 周仕雄*,徐淳瑜 周仕雄*, 浦海燕 

司琴 劉思華 徐淳瑜 

傳媒 田宁 劉思華 

招待 辛建國, 朱应栋 曹苹,王惠娥 

兒童 浦海燕, 杨华, 汤尧, 张叶 田宁, 陈华东, 陈丽安, 罗厉珍 

聚會人數— 成人: - (CRC)、兒童：- (CRC)、禱告會人數：4 
上週主日收到經常奉獻：- (CRC) 

2018年實收經常奉獻：$34,534.58 
奉獻預算：$34,524.00 

 

筆記Note 

你 若 留 意 听 从 耶 和 华 ─ 你   神 的 话 ， 谨 守 遵 行 我 今 日 所 吩 咐 你 这 一 

切 的 命 令 ， 就 必 在 你 们 中 间 没 有 穷 人 了  
Save when there shall be no poor among you; for the LORD shall greatly bless thee in the 
land which the LORD thy God giveth thee for an inheritance to possess it.  Only if thou 
carefully hearken unto the voice of the LORD thy God, to observe to do all these 
commandments which I command thee this day. (申命记Deuteronomy 15: 4) 

1. 因他是神家里的人 For He is a Member of God’s Family 
2. 因这是神的命令 For These Are God’s Commands 

3. 因这是神赐福的旨意 For This is the Will of God’s Blessings 

 

宣召 
詩篇 133: 1-3  

詩歌 
從心合一     
我願為你去 
宣教的中国 
 

奉獻禱告 
 
牧禱 

信息 
申命记 15: 1-11 

圣餐 
求主擘開生命之餅 

背誦金句 
申命记 15:4 

歡迎 

報告 

祝禱 

三一頌 

默禱 

Call for Worship 
Psalm 133:1-3 

Hymns 
Unity 

I Will Go For You 
China’s Mission 

 
Offering Prayer 

  
Pastor Prayer 

Message 
Deuteronomy 15:1-11 

Holy Communion 
Break Thou the Bread of Life 

Bible Recitation 
Deuteronomy 15:4 

Greetings 

Announcement 

Benediction  

Doxology 

Pray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