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1-3/17 2018  

教會事工代禱：  

1. 為本主日(3/18/2018)主日崇拜信息的分享:  

   台語講道： 陳敏欽牧師    英語講道：Joe Lin	

2. 為本主日(3/18/2018)同工 & 兄姊的服事禱告; 

講道 陳敏欽 投影 許金和 

禱告 黃敏郎 音控 廖健榮 

值星 蕭東賢 醫藥 何元 

司會 陳信雄 迎賓 賴澐 ; 楊芝穗 

領詩 陳信雄敬拜團 招待 陳福興 ; 張月津 

司琴 柯巧璇	;	方書敏 廚房 S.D.B 

牧師室 劉麗美 場務 Covina 

 

 

教會事工 
1. 為教會靈命更新與增長禱告 
   A. 為教會異象的推展 
     Children Ministry is Our Hope;  
     English Ministry is Our Focus;  
     Taiwanese Ministry is Our Resource 
   B. 為教會 2018 年目標「裝備聖徒，邁向成熟(弗 4:12; 來 6:1)」禱告 
 
2. 為 2018 年新任及續任長執靈命及同心合一的配搭服事禱告 
  A. 為選出 2018 長執會主席：陳信雄（Timothy Chen），   
     副主席：陳建佑(Alex Chen)及蕭東賢 (Stanley Hsiao)來禱告 
  B. 為每位長執其屬靈生命的根基與同工的配搭能同心榮耀上帝禱告 
  C. 為 2018 年的年度事工計劃安排與長執同心合神心意的事奉來禱告 
  D. 為每一位長執、同工每天有主的同在過聖潔與得勝的生活來禱告 
  E. 為每一位長執、同工合神心意的服事, 也成為牧者的好幫手來禱告 
  F. 為 2018 年的分組及分工, 願上帝得榮耀的服事來禱告 
  G. 為 2018 年事工推動及榮耀神, 為 18 年個委員會及特別事工禱告 
 
3. 為 2018 年教會長執將以分組來同心配搭, 服事來禱告 
   A.  A + WEEFC  
      崇拜 Worship ; 造就 Equipping ; 宣教 Evangelizing ;  
      團契 Fellowship ; 關懷 Caring 等（及行政組 Administration） 
   B. 為新的組織架構的運行, 協調, 關係的建立, 同心配搭,來禱告 



   C. 為 2018 年的各組的事工的計畫與預算, 為其優先事工計畫與推 
      展來禱告 
   D. 為事工的分享及推展, 全教會的同心及彼此的建造榮耀神的教會 
      來禱告 

事工部門  

Division  

部門負責人 

Division Head  

部門同工 

Division Council  

崇拜                    
Worship 

葉嫣嫣            
Karen Yeh 

曾國豪 Will Tseng; 蔡宗義 Andy Tsai;  

蔡泓恩 Horven Tsai 

造就                 
Equipping 

陳建佑             

Alex Chen 

林陳惠芳 Debbie Chen; 李蔡玉榕 Jane Lee; 
吳淑芬 Teresa Wang 

宣教             
Evangelizing 

蕭東賢        

Stanley Hsiao 

黃聖德 George Huang; 谷愛倫 Ellen Ku;  

葉錫仁 James Yeh ;  

團契                
Fellowship 

水心宏             
Sam Shui 

張中龍 Peter Chang; 鄭瑞標 Lawrence 
Cheng; 吳文杰 James Wu;  

關懷                       
Caring 

陳信雄       

Timothy Chen  

陳嘉和 David Chen; 許丹綺 Cynthia Hsu;  

洪國龍 Al Hung; 

行政        
Administration 

General 事務行政 

陳信雄       

Timothy Chen  

  

膳食：張中龍(Peter Chang);  

維修：鄭瑞標(Lawrence Cheng); 

場地, 租借,  採購：谷愛倫(Ellen Ku);  

書記：林陳惠芳(Debbie Chen);  

  Finance 財務行政  

葉嫣嫣 Karen Yeh 

會計(Bookkeeper)：許丹綺(Cynthia Hsu);    

支出(Accounts Payable)：陳嘉和(David Chen);    

奉獻收納(Cashier)：洪國龍(Al Hung); 

 
 
4. 為教會事工禱告 
     4/01  復活節聖禮典 
     4/08  長執會 
     三月份長執會報告 

a. 通過提案：為因應社會現象，並為參與教會事工服事兄姐及兒童
安全，教會將於 4/15（或 22日）下午 1:00 至 2:30舉行“教會事
工及防治性騷擾”議題講座。務必請所有受薪同工、長執、輔導、
主日及週五教員、 兒童主日學教員、教室保姆、合唱團老師與
同工參加。若願意參與了解的兄姐歡迎參加  

b. 通過提案：為鼓舞兄姐為宣道或關懷基金的自由奉獻及節省聚會
時間，即日起主日聖餐後不收奉獻及回收聖餐杯。若有感動為宣

道基金或關懷基金奉獻的兄姐，請在講道後收奉獻時，一併將特

別奉獻的支票 放入奉獻袋，並請在支票的 memo 處自行註明  
c. 通過提案：接納兄姐特別為八月底本會詩班成員前往 El Paso 參
與音樂佈道需要特別奉獻。如有願意為此奉獻者請特別在 
memo 註明為 El Paso 或詩班音樂佈道指定奉獻，至八月底止  



d. 通過提案：為關心故鄉台灣花蓮地震後的心靈醫治與愛心關懷
需要，本會將兄姐的奉獻（至 3/1止收到 $2,755.00）另外從愛
心基金撥出$2,245.00，總共 $5,000.00寄至台灣花蓮門諾醫院，
為關懷地震災戶心靈醫治與愛心關懷專用， 為花蓮地震特別奉
獻將至本主日截止 

 
5. 為 2018 年教會關懷事工禱告 
   A. 對於會友的關懷與探訪禱告 
   B. 對於緊急關懷網及關懷基金的運作禱告 
   C. 為教會中在病痛, 心靈苦楚, 受壓力或有憂鬱症的兄姐禱告 
 
6. 為 2018 年東安教會宣教及社區服務事工禱告 
   A. 為東安宣教, 傳福音的負擔與心志, 宣教的參與及奉獻禱告 
   B. 為 2018 年東安將參與的宣教及社區服務地點禱告 

   1) 為 2018 年台灣 06/28/18 ~ 07/13/18 (嘉義朴子台福教會) 
,     2) 為 Arizona 短宣 07/14-21 禱告， 
      3) 為 Lot ministry 每週四的 Lot Ministry 禱告 
      4) 為東安兒童合唱團社區事工禱告 
      5) 為八月 31-九月 3 日東安詩班至 El Paso 詩歌見證短宣禱告 
    C. 2018 年東安支持的宣教士及機構禱告 
 
 7. 為教會教育事工禱告 
    A. 為教會兒童事工及建立兒童靈命成長課程禱告 
       a. 主日學師資及培訓  
       b. 課程安排與設計        
       c. 老師及兒童的互動及參與 
       d. 信仰靈命建立在神的話語中 
       e. 主日及週五晚上兒童事工及師資的需要 
    B. 為英文青年事工及個人靈命成長禱告 
       a. 英文青年輔導, 主日師資及培訓  
       b. 初中, 高中及大學教育事工及週五的活動課程安排與設計               
       c. 信仰靈命建立在神的話語中 
       d. 輔導及青年彼此的互動及參與 
       e. 主日及週五晚上青年教育事工及師資的需要 
    C. 為英文成人青年事工及個人靈命成長禱告    
       a. 為有英文青年成人輔導及培訓  
       b. 英文成人青年及夫婦, 週五及主日聚會活動安排與設計 
       c. 信仰靈命, 工作, 家庭生活建立在神的話語中 
       d. 主日及週五晚上青年教育事工及師資的需要 
    D. 為台語成人主日學的課程及信徒的領受、信仰生命的成長禱告 
       a. 為一月份聯合成人主日學, 課程“裝備聖徒，邁向成熟” 
       b. 為下一季(2-4 月)成人主日學課程的安排及準備禱告 
          1) "約翰福音書”; 2) "信仰偉人"  
          3) "活潑的生命"   4) "信徒靈性在艱難中的操練與長進"  
   
 
 



為肢體關懷代禱 
1. 請為心靈憂傷的兄姐, 需要主恩手的扶持安慰的朋友禱告, 求主的醫 
   治及帶領 
2. 請為教會友中有發現腫瘤及在治療的兄姐, 為其身體治療及心靈代禱  
3. 請為教會因為中風, 跌倒的兄姐, 為其身體的復健, 治療及家人的陪 
   伴禱告.  
4. 請為教會長輩腰背酸疼, 行動不便及腳膝蓋的退化與復健的恢複禱 
5. 請為玉清長老的太太,	惠芳姐禱告，慧芳姐現在已經退燒，情況好轉，	
			已經出院了回家休養。需要持續禱告，求神保守 
6. 請為請為叡堂長老的岳母, 淑滿姐的母親王秀美長老娘於03/14安息主 
   懷, 請為家屬及安排的告別追思禮拜禱告, 求神親自保守扶持 
7. 請為李王愛玉姐頭暈眩, 坐骨神經及腳無力的問題與近日重感冒的治 
   療, 請關心代禱 
8. 請為柯賢敏兄裝置心律調整器後身體的復原禱告; 也為他們搬遷至北 
   加州的生活及環境適應禱告 
9. 請為黃福財兄坐骨神經發炎骨刺的治療禱告 
10. 請為李麗華姐洗腎及身體的不適及康復禱告 
11. 請為總會丁召昇長老禱告, 丁長老長期為台宣事工台美兩地奔波， 
   肺腺癌的治療，邀請教會兄姐們同心來為丁長老的身體代禱, 盼望化 
   療沒有副作用, 之後的跟進與治療能得照幫助 
12. 請為教會兄姐外出期間每人出入的腳步, 身體的健康禱告 
13. 請為在老人安養院的兄姐其身體及居住禱告 
14. 請為近日發生全美及南加州的流感, 特別有心腦血管及氣喘與有糖尿 
   病的老年人及兄姐禱告，為每一家庭, 及個人在出入公共場所的衛生 
   禱告, 請眾兄姐妹們舉起聖潔的手，為每一位兄姐的身心靈健康禱告， 
15. 請為美國及世界各地所發生恐怖攻擊及槍擊案的發生禱告, 願人的心 
   中有平安, 求神除去人們心中的怨恨禱告 
16. 請為中東的和平, 緊張關係禱告, 願神賜下智慧給中東國家的領袖來 
   禱告. 為耶路撒冷的平安禱告：「你們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 
   冷阿，愛你的人必然興旺。」（詩一百二十二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