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牧及行政同工 
蒙恩感謝 

1. 今天是母親節，感謝神賜給我們母親。願
神豐富的慈愛與恩典，常與所有母親們同
在。同時，更願神記念與安慰那些思念母親
的肢體。 

代禱 

個人：  
1.請記念身體軟弱的肢體，求神賜下醫治與
平安，使他們可以在艱難的環境中，依然
不灰心，滿有盼望，藉主所賜的力量站立
得穩，經歷神更多的恩典。 

2.請為我們尚未信主的家人及朋友禱告，求
主在他們心裡動工，早日接受主的救贖。 

社區：    
1.請記念教會兒童夏令營規劃相關事項，求
神賜給 Carol Tom 傳道智慧與能力，幫助教
會順利取得舉辦夏令營的許可證。 

2.紐約市犯罪率上升，求神賜給政府相關人
員能力，提供市民一個安全的居住環境，
更求神改變人心，遠離惡行。 

教會： 
1.請記念教會兒童主日學老師的缺乏，求神
感動與興起更多的老師，幫助孩子在信仰     
上有良好的根基。 

2.請記念中文堂在 5/14-15 舉行的讀經營，求
神賜給講員蘇桂村牧師美好的話語，幫助
會眾更加親近主與明白真理。 

宣教： 
1.請記念我們教會所支持的宣教士，求神帶
領與供應一切的需要，保守他們的身、
心、靈健康，使他們的服事可以不受任何
環境影響，為主作美好的見證。 

2.請為宣教士 Sandra Chanderdat 姊妹可以盡
快回到東亞宣教禱告，求神看顧她的身
體，並供應一切的需要。 

世界： 
1.全球許多地區因新冠變種病毒，疫情有上
升趨勢，求神憐憫世人，賜給政府相關人
員聰明智慧，可以有效地抑制疫情擴展。 

2.請繼續記念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戰役，求神
賜和平，並親自介入，使戰爭可以立即終
止，讓百姓與整個世界的生活恢復安穩。 

高舉聖經 

靈命進深 

多元文化 

全體動員 

尊主家庭 

普世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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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 主曆二零二二年五月八日 
事工分享 

1. 中文堂將於 5/14(9am –12pm)及 5/15(9:30am 
早堂崇拜及 11am 午堂崇拜)舉行讀經營，講
員是蘇桂村牧師，研讀希伯來書，請弟兄姊
妹預留時間參加。 

2. 姊妹會將於 5/12，星期四，2pm 在教會北翼
三樓大堂舉行實體/網上同步聚會。由江世偉
牧師分享：「用福音來接觸你的朋友和家
人」，竭誠歡迎親友齊來參加！  

3. 已報名參加「一對一禱讀」的弟兄姊妹，請
向招待同工領取小冊子。 

4. 國語成人主日學已開始實體上課，歡迎弟兄
姊妹週日，9:30am 到大樓南翼(新大樓)二
樓 205 室上課。 

5. 國語慕道班將於 5/22 開始實體上課，歡迎初
信或希望更認識福音的朋友參加。查詢詳情
及報名，請與江世偉牧師聯絡。 

6. 經同工會商討，為進一步了解弟兄姊妹參與
崇拜聚會的情況及為未來中文堂早午堂崇拜
作出適當準備及回應，請弟兄姊妹用以下連
結填寫這問卷，並把問卷發回。https://
forms.gle/Kc7votqtG5dQ6C5bA 
或掃描二維碼，如用紙本問卷填 
寫，可交回所屬團契、同工或執 
事，謝謝你的回應。 

7. 中文堂從今天開始恢復週日午餐，如弟兄姊
妹有意幫忙預備午餐，請把你的名字及聯絡
電話寫在廚房門外的 2022 年廚房當值表上。 

中文堂早、午堂在 11am 舉行聯合崇拜。弟兄姊

妹每週日，11am 可連接臉書參與崇拜直播： 

https://www.facebook.com/fbcf.chinese.9 

或 YouTube 的 https://www.youtube.com/

channel/UCLgjRNQKpOyikirQdtbms-A 

英文堂 - www.facebook.com/fbcflushing/ 

西班牙語堂 - 9am 

Spanish - www.facebook.com/Primera-Iglesia-
Bautista-de-Flushing-NYC-Ministerio-Hispano-
103654884345775/   
 

之後也可到以下網址重溫每週中文堂講道內容： 

http://chinese.fbcflushing.org/sermons/ 

或 

https://www.facebook.com/pg/fbcflushingchinese/
videos/?ref=page_internal  

歡迎弟兄姊妹透過以下方式繼續奉獻，支持教會

事工及營運開支： 

1. 直接把支票寄到教會。 

   支票抬頭“First Baptist Church of Flushing” 

       教會地址： 

    First Baptist Church of Flushing 
        142-10 Sanford Avenue,  
         Flushing, NY 11355  

2. 直接把奉獻拿到教會，教會辦公時間是週一

至週五，9am 至 5pm。 

3. 教會網頁(FBCFlushing.org) 

4. 教會手機應用程式。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至電 718-539-6822 內線

1001 或電郵 meiling@fbcflushing.org 

 
序樂  

 

宣召 (詩 118:1-4)   

 

敬拜 
 

母親節獻花 
 

祈禱   
 

獻詩 
 

信息經文 

 撒母耳記上 1:19-28 
 

信息 

“蒙神恩待的哈拿”  
 

迎新、報告 
 

奉獻  
 

頌讚、祝福  
 

講員 江世偉牧師 

翻譯 丁甄梅姊妹 

領詩 徐文詩姊妹 

主席 陳陟儒執事 

每週奉獻 ： 

上週全教會奉獻： $30,916    擴堂奉獻：    $100 

       每週需要： $28,437    每週平均：$26,804 

本週鮮花奉獻：陳李英娣 請安靜我們的心，專心敬拜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