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牧及行政同工 
蒙恩感謝 

1.感謝神，由於新冠病毒所造成的死亡與重症
率逐漸下降，許多國家陸續開放外國遊客入
境，求神保守看顧，幫助各國政府可以有效
地維持與控制，使民眾可以恢復過往彼此間
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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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失去盼望，靠主所賜的力量
站立得穩，經歷神更多的恩典。 

社區：    
1.請為教會在社區所扮演的角色代禱，求主使用
我們教會，成為法拉盛的福音燈台，照亮社區
中還未信主的人。 

2.請記念法拉盛許多未信主的新移民，求主賜下
機會並使用各堂的弟兄姊妹，帶領他們認識
主，幫助他們可以很快地適應美國生活。 

教會： 
1.請記念教會南翼樓三樓廁所水壓不足的問
題，求神幫助負責的同工與建築商，可以
盡快解決。 

2.請記念教會與隔鄰官司的進展，求神賜律
師及負責同工聰明智慧，幫助他們收集與
提出有利資料，使教會得到應有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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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的影響，為主作美好的見證。 

2.請記念紐約勵馨在社區中的服事，求神使
用他們幫助家暴、性騷擾、性侵犯及人口
販賣的受害者，走出傷害重新生活，並透
過宣傳可以防止這類的事件發生。 

世界： 
1.請繼續記念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戰役，求神
賜下和平並插手介入，幫助雙方領導人可
以尋求和諧的方式，使戰爭終止，讓百姓
與整個世界的生活恢復安穩。 

2.請記念全球經濟的穩定與發展，求神賜各
國領袖聰明智慧，提出有效分針來改善各
國因通貨膨脹所衍生出來的困難與挑戰。 

高舉聖經 

靈命進深 

多元文化 

全體動員 

尊主家庭 

普世宣教  

法拉盛第一浸信會 
First Baptist Church of Flushing 

142-10 Sanford Avenue 
Flushing, NY 11355 

    

   Phone: 718-539-6822 (Ext.1001) 
   Fax: 929-264-7311 

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11am 

 內線 電郵電址 

Gary Domiano 
主任牧師 1010 pastorgary@fbcflushing.org  

江世偉牧師 1013 pr.shihwei@fbcflushing.org  

陳子俊牧師 1011 pastoraaron@fbcflushing.org  

Sunjay Henry 
傳道 1014 pastorsunjay@fbcflushing.org  

Carol Tom 傳道 1002 carol@fbcflushing.org  

Soraya Cina  1002 soraya@fbcflushing.org  

張美玲傳道 1003 maria@fbcflushing.org  

Lin Durrant  1004 lin@fbcflushing.org  

林美玲 1001 meiling@fbcflushing.org  

Nancy Villacorta  1000 nancy@fbcflushing.org  

宣道委員會  missions@fbcflushi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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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 主曆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事工分享 

1. 感謝弟兄姊妹每週幫忙預備美味午餐，讓我
們在聚會完畢後，有彼此分享的時間。如弟
兄姊妹有興趣幫忙一年一次預備午餐，讓我
們品嚐你的廚藝，請把你的名字及聯絡電話
寫在廚房門外的 2023 年廚房當值表上。 

2. 青少年牧師 Sunjay Henry 與 Victoria Mabie 將
於 10/29，2pm 在教會舉行婚禮。誠意邀請
弟兄姊妹參加，共沐主恩，會後在一樓交誼
廳有簡單茶點招待。 

3. 教會開始發放善普施聖誕禮物行動鞋盒，有
興趣參加的弟兄姊妹請於 11/13 或之前把放
有禮物的鞋盒及現金$10 運費交回教會。詳
情請參閱附頁。 

4. 信心聖經教會收集罐頭食品及乾貨給有需要
人士，如：米、粉、麵、麥片、罐裝水果、
罐裝蔬菜、罐裝豆、罐裝吞拿魚、罐裝三文
魚及中式罐頭等等。有意參加的弟兄姊妹可
把食物在 11/13 或之前，放在一樓大堂收集
箱中。  

5. 如你打印機的墨盒用完不要，可放在教會一樓
的收集箱。每一個墨盒，教會可獲得$2 Staples 
文具店的優惠券。 

6. 教會停車場中間位置不可停泊車輛，以免阻
礙輪椅、助行車及嬰兒車進出教會，如遇緊
急事故，需讓救護車進出。 

中文堂早堂 9:30am 在 S304 實體崇拜。午堂

11am 在三樓實體崇拜及直播。弟兄姊妹每週

日，11am 可連接臉書參與崇拜直播： 

https://www.facebook.com/FBCFChineseMin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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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敬拜 
 

祈禱   
 

獻詩 (午堂) 
 

信息經文 

以弗所書 4:1-16  
 

信息 

“靈命成熟的基督徒”  
 

迎新、報告 

 

奉獻  
 

頌讚、祝福  

 早堂 午堂 

講員 江世偉牧師 江世偉牧師 

翻譯 ** 劉王木蓮姊妹 

領詩 徐文詩姊妹 邱以中執事 

主席 陳陟儒執事 陳慶德執事 

每週奉獻 ： 

上週全教會奉獻： $20,782    

每週需要： $28,437    每週平均：$26,816 

本週鮮花奉獻：歐金翠 
請安靜我們的心，專心敬拜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