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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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将于 12/22周六晚 5：30举行记念救主耶稣基督降生的圣诞特别聚会。晚餐以 Pot Luck 

的形式，请大家带上自己的拿手菜来彼此分享神的恩典，也请邀请我们的同事，邻舍和亲朋好

友来参加这次聚会。 

 

2. 因风雪天气原故，我们教会支持的宣教士彭召羊牧师应邀来以爱为主证道日期推迟至 12/30主

日。请为彭牧师的信息和路途平安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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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耶穌降生(路 2:1-20) 

     

    成人主日學 Adult Sunday School： 

              教会历史（牧师） 

 基督徒教育子女的挑战（张璐） 

福音班 （桑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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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以马内利之名 
Jesus: the Name of Immanuel 

周小為牧师 
Pastor Xiaowei Zhou 

  
 

12/16/2018 

 本主日 下主日(12/23) 

領會 桑聖民 周仕雄 

領詩 周仕雄*,楊颺 楊颺*,周晶 

司琴 鄭蓉 徐淳瑜 

傳媒 朱应栋 桑聖民 

招待 杨华, 张敏 辛建國, 谢敏聪 

兒童 浦海燕, 谢敏聪, 汤尧, 周晶 浦海燕, 田宁, 陈丽安, 张叶 

聚會人數 — 成人: -、兒童：-、禱告會人數：4 
上上週主日收到經常奉獻：$2,970.00  
2018年實收經常奉獻：$78,592.30 

奉獻預算：$80,556.00 

 

筆記Note 

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
以馬內利。」（以馬內利繙出來就是「神與我們同在」。）All this took place to fulfill 
what the Lord had said through the prophet:  "The virgin will conceive and give birth 
to a son, and they will call him Immanuel" (which means "God with us").  马太福音
(Matthew)1：22-23 

 

1. 他是圣灵感孕  
2. 他是道成肉身  
3. 他是真理之光 

    宣召 
诗篇 23:1-6 
 

詩歌 
听啊，天使高声唱 
耶和華是愛 
誰能使我與神的愛隔絕 
 

奉獻禱告 
 

牧禱 
 

信息 

马太福音 1：22-23 
 

回應詩歌 
   以马内利来临（圣诗 106） 
 

背誦金句 
马太福音 1：22-23 
 

歡迎 
 

報告 
 

祝禱 
 

三一頌 
 

默禱 

Call for Worship 
Psalm 23:1-6 
 

Hymns 
Hark！ the Herald Angels Sing 
Jehovah is Love 
Who Can Separate Us 
 

Offering Prayer 
 

Pastor Prayer 
 

Message 

Matthew 1:22-23 
 

Response Hymn 
O Come, O Come, Emmanuel (H106) 
 

Bible Recitation 
Matthew 1:22-23 
 

Greetings 
 

Announcement 
 

Benediction 
  

Doxology 
 

Prayer 

1. He was Conceived by the Holy Spirit  
2. He Became Incarnate of the Word  
3. He is the Light of Tru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