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3-7/29 2017
教會事工代禱：
1. 為本主日(7/23)主日崇拜信息的分享:
台語講道：Tony Hao牧師；翻譯：葉嫣嫣;
英語講道：Tony Hao 牧師
2. 為本主日(7/23/2017)同工 & 兄姊的服事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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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事工
1. 為教會靈命更新與增長禱告
A. 為教會年度目標及異象禱告
以聖潔來敬拜
讓榮耀歸上帝
從靈命再更新

2. 為 2017 年新任及續任長執靈命及同心合一的配搭服事禱告
A. 主席：陳信雄(Timothy Chen) ;
副主席：陳建佑(Alex Chen) ; 高永信(Sam K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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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的目標與異象的推展禱告
D. 為 2018 年的年度事工計劃安排與長執提名來禱告
E. 為每一位長執、同工保有起初蒙召服事愛主的心來禱告
F. 為每一位長執、同工與主建立親密靈修關係，及存敬畏之心來禱告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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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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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為七月 23 日長執會及進行 2018 年度長執提名作業禱告
a. 為需要四位台語長老, 一位英文長老
b. 為需要八位台語執事, 六位英文執事
3. 為 2017 年教會關懷事工禱告
A. 對於新舊會友的關懷與探訪禱告
B. 對於主日會友之間地彼此關懷與扶持禱告
C. 對於緊急關懷網及關懷基金的運作禱告
D. 為教會中在病痛, 心靈苦楚, 受壓力或有憂鬱症的兄姐禱告
E. 為八月六日關懷會議及議題討論關心禱告
4. 為 2017 年東安教會宣教及社區服務事工禱告
A. 為東安宣教月, 傳福音的負擔與心志, 宣教的參與及奉獻禱告
B. 為 2017 年東安將參與的五個宣教及社區服務地點禱告
1) 願一切榮耀歸於上帝, 本會 2017 年 Arizona 短宣隊、台灣短宣
隊，已順利 完成，感謝上帝的保守&兄姊的代禱，願一切頌

讚歸給上帝
2) 中國穆斯林宣教（09/28-10/10, 2017）兩位參加
楊芝穗、施穆頴
3) EVCC Mission
4) Lot Mission
C. 2017 年東安支持的八個宣教士及機構禱告
D. 為 2017 年宣教預算及需要$45,500.00 奉獻禱告
5. 為東安教會宣教與社區服務史事工禱告
A. 為 2017 年每週四的 Lot Ministry 禱告
B. 為 2017 年東安兒童合唱團八月中旬開學及招生禱告
C. 為 2017 年東安兒童合唱團暑期音樂營的上課禱告
D. 為每季一次的 EVCC All Hands Ministry 禱告
6. 為兒童事工 Children's ministry
A. 期待及邀請台語及英文組成人參與兒童事工及教學行列
B. 暑期兒童聖經營（Vacation Bible School）將從 07/ 31-08/04
C. 八月六日為 Vacation Bible School back to EV Church’s Sunday,
聯合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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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及青年彼此得互動及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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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及青年彼此得互動及參與
e. 主日及週五晚上青年教育事工及師資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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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新一季(六~八月)台語成人主日學四個課程, 同工預備及兄
姐的領受與成長禱告
1) 列王紀上
2) 十二小先知書
3) 活潑的生命 ̇
4) 信徒靈性在艱難中的操練與長進 IV

為肢體關懷代禱
1. 請為有腫瘤治療的兄姐, 其身體治療及心靈代禱
2. 請為中風, 跌倒的兄姐, 其身體的復健, 治療及家人的陪伴禱告
3. 請為富佐傳道骨質疏鬆, 感冒後聲帶受傷及腳膝蓋的退化與復健的恢
複禱告
4. 請為 Walnut 小組愛玉姐頭暈眩, 腳無力, 行動不便, 為檢查及復健禱
告
5. 請為 Walnut 小組靜枝姐(富佐傳道娘)身體獻上感謝, 經醫師換藥後有
大的改善, 但引起心跳問題, 請持續為其藥物, 及其吞咽的困難及復
健禱告
6. 請為 Covina 小組美瑞姐的母親林玉姿姐妹, 腰部酸痛, 需要開刀取細
胞化驗是否為癌細胞轉移, 願我們在禱告中記念

7. 請為 SDB 小組柄佳兄, 敏慧姐因工作的需要, 將舉家搬遷至北加州,
求上帝保守他們的搬遷, 對新環境的適應, 及能盡快尋找到屬靈教會
來禱告
8. 請為英文初中輔導 Eric Huang 的母親（原 NDB 小組的惠芳姐）, 身體
的康復及出院後的復健禱告
9. 請為台灣花蓮東方教會林耿真牧師發現乳癌第二期開刀後的化療及身
體的康復禱告
10. 請為一位林姊妹發現有癌症, 已開刀取出腫瘤為接下來的治療禱告
11. 請為有一位弟兄發現有四條血管阻塞, 現醫生給於藥物治療, 之後再
評估治療情況
12. 請為紀福讚牧師娘（廖雪媖師母）代禱, 在台灣無預警咳血，須要做
進一步檢查, 求神的醫治與同在禱告
13. 請為在老人安養院的陳秀娥姐妹、黃采葑姐妹、蔡宗珍弟兄身體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