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15-4/21 2018  
教會事工代禱：  
1. 為本主日(4/15/2018)主日崇拜信息的分享:  
   台語講道：徐忠昌牧師    英語講道：Joe牧師     
2. 為本主日(4/15/2018)同工 & 兄姊的服事禱告; 

講道 徐忠昌 投影 許金和 

禱告 蕭東賢 音控 廖健榮 

值星 鄭瑞標 醫藥 呂眾哲 

司會 陳惠芳 迎賓 張月津 ; 施穆穎 

領詩 葉嫣嫣敬拜團 招待 劉麗美 ; 陳真珠 

司琴 方書敏 ; 柯巧璇 廚房 Walnut 

牧師室 潘糸如 場務 O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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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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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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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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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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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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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為 2018 年的分組及分工, 願上帝得榮耀的服事 
  G. 為 2018 年事工推動及榮耀神, 為 2018 年每一各委員會及特別事工 
      崇拜 Worship ; 造就 Equipping ; 宣教 Evangelizing ;  
      團契 Fellowship ; 關懷 Caring 等（及行政組 Administration） 
  H. 為新的組織架構的運行, 協調, 關係的建立, 同心配搭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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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為教會事工禱告 
   4/15  “教會事工及防治性騷擾”議題講座      
   4/22  主日學教育會議 
   4/29  教會前景與異象研討會（三）  
 
4. 為 2018 年教會關懷事工禱告 
   A. 對於會友的關懷與探訪 
   B. 對於緊急關懷網及關懷基金的運作 



   C. 為教會中在病痛, 心靈苦楚, 受壓力或有憂鬱症的兄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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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為 2018 年東安將參與的宣教及社區服務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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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為 Lot ministry 每週四的 Lot Ministry  
      4) 為東安兒童合唱團社區事工, 及為四月 29 日年度演唱會 
      5) 為八月 31-九月 3 日東安詩班至 El Paso 詩歌見證短宣 
    C. 2018 年東安支持的宣教士及機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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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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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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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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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為五月份聯合成人主日學, 課程的安排與準備 
       b. 為(2-4 月)成人主日學課程的安排及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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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心靈憂傷面對困境的兄姐, 需要主恩手的扶持安慰的朋友, 求主 
   的醫治及帶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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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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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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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為何朝勇弟兄日前發現有腦瘤, 預定將於 18 日開刀，請為開刀的過 
  程與接續的康復情況 
6. 為林姐妹發現有乳癌, 因為之前有其他的疾病因此在尋找醫院及後 
   續的跟進與治療, 求神親自保守扶持 



7. 為黃福財兄坐骨神經發炎骨刺的治療及醫療跟進 
8. 為教會兄姐外出期間每人出入的腳步, 身體的健康 
9. 為在老人安養院的兄姐其身體及居住禱告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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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為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郊外被反抗軍控制的城鎮度瑪(Douma)，受 
    到化學武器攻擊後的死傷及心靈平安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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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請為中東的和平, 緊張關係禱告, 願神賜下智慧給中東國家及美國的 
    領袖來禱告. 求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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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