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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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08/12 主日开始，儿童主日学有如下改变。 

1.1  主日请家长到教会后直接把孩子送往儿童主日学教室。 
1.2 .现在儿童分为三个班，学龄前儿童为小班，学龄儿童三年级以下为中班，三年级以上为大     
      班。小班在原有教室，中班和大班在对面教室。 
1.3. 请家长不要给孩子带任何零食，可以带水瓶。主日学老师在课间给孩子 snack 和水。 
 

2. 感谢神，李万兵牧师应邀将于 08/26 主日来我们教会为主证道。李万兵牧师：原籍四川农村，

1987 年去伊利诺伊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从事环保工作。1994 年底信主，1995 年底蒙

召，1996 年开始全时间传道，从事校园事工。1999 年秋在四川开创博爱路事工，在中国西部

从事助学和福音事工。2002-2007 年建立北卡温莎华人基督教会，2015 年在北卡杜尔姆开创

博爱归和教会 (Church of Agape Reconciliation - CARE)，传福音给杜克大学和北卡大学的华

人学生学者及三角地区华人劳工阶层。 
Praise the Lord, Pastor Frank Li will preach the Word of God at our church on Sunday 08/26. 
 

3. 以爱华人浸信会将于 09/04 周二中午 12:10pm-1:10pm 在 UNCC 校园举办汽车讲座（含免费

午餐）。讲员为我们教会的李中仁弟兄，题目是：“美国拥车简介”。讲座将提供买车、保险、

车祸处理、修车、跨州行车、意外应急处理等方面信息。欲知详情请与周牧师联系。 
Agape Chinese Baptist Church will host a seminar “Owning A Car in the US” on UNCC 
campus (09/04 Tuesday 12:10pm-1:10pm) with free lunch. Speaker Brother Lee will provide 
information on car hunting, car insurance, car accident, car repair, interstate driving, and 
unexpected emergency handling. Please contact Pastor Zhou for more details. 
 

4. 教会于 08/25 周六在教会停车场有一个迎新活动（学生和访问学者），免费赠送弟兄姐妹们捐

赠的物品，并供应免费饮料和食物。请大家与张璐姐妹或牧师联系。 
Our church will organize a free give away activity on 08/25 (Sat) to welcome the newly 
arrived students and visiting scholars. Free food and drink will also be provided. Please 
contact Sister Zhang or Pastor Zhou for more detail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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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拿巴的奉獻(徒 4:32-37) 

                 小班 — [聖經故事] 上帝是我的旌旗(出 17:8-16) 

    成人主日學 Adult Sunday School： 

福音組（牧师） 

 哥林多后書 (周仕雄,楊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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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盐”和“光”的见证 
Disciples' Witnesses as Salt and Light 

周小為 牧師 
Pastor Xiaowei Zhou 

 

  
 

8/19/2018 

 本主日 下主日(8/26) 

領會 周仕雄 朱应栋 

領詩 楊颺*,曹苹 周仕雄*,楊颺 

司琴 鄭蓉 劉思華 

傳媒 劉思華 陈华东 

招待 辛建國, 曹苹 凌貴嬌, 汤尧 

兒童 张璐, 陈华东, 周晶, 张叶 浦海燕, 周晶, 陈丽安, 罗厉珍 

聚會人數— 成人: 43、兒童：15+1、禱告會人數：8 
上週主日收到經常奉獻：$2,448.44 
2018年實收經常奉獻：$53,104.78 

奉獻預算：$52,608.00 

 

筆記Note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
上的父。In the same way, let your light shine before others, that they may 
see your good deeds and glorify your Father in heaven. 马太福音 (Mathew) 
5：16 

 
 

1. 地上的盐  

2. 世上的光  

3. 神的荣耀 

 
宣召 
诗篇 146:1-10 
 

詩歌 
耶和華神已掌權 
你坐著為王 
我一生要讚美你 
 

奉獻禱告 
 

牧禱 
 

信息 
马太福音 5：13-16 
 

回應詩歌 
藉我赐恩福（圣诗 460） 
 

背誦金句 
马太福音(Mathew) 5：16 
 

歡迎 
 

報告 
 

祝禱 
 

三一頌 
 

默禱 

 
Call for Worship 
Psalm 146:1-10 
 

Hymns 
Jehovah Our God Reigns  
You Sit on the Throne  
I Will Praise You All My Life 
 

Offering Prayer 
 

Pastor Prayer 
 

Message 
Mathew 5:13-16 
 

Response Hymn 
Make Me a Blessing (H460) 
 

Bible Recitation 
马太福音(Mathew) 5：16 
 

Greetings 
 

Announcement 
 

Benediction 
  

Doxology 
 

Prayer 

 Be the Salt of the Earth  

 Be the Light of the World  

  For the Glorify of G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