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1. 執事會、檢討會、籌備會：本主日會後 2:30pm 將召開聖誕節活動檢討會、新

春主日、受難日及復活節籌備會，之後由主席菁蓉召開 2023 年度第一次執事會 
(執事各項職務正式交接，將於 2023 年第二季開始。) 請執事及相關同工們預備
心與會。 

2. 門訓禱告會：本週三 1/18 晚上 7:00 在教會主堂有新年度第一次門訓禱告會，由
陳牧師帶領，經過牧者有系統的教導，大家可以學習如何帶領門徒，並且對教會
與服事意義有更多認識瞭解。請小家有參與各項服事的兄姐準時參加！(本次由傳
承以利亞主辦，會中有點心聯誼時間。) 

3. 新春感恩聯合主日：下主日 1/22 正是農曆大年初一，教會將舉行台華英三堂聯
合新春感恩禮拜，當日亦有安排特別節目、驚喜禮物及發紅包；鼓勵兄姐們穿著
節慶服飾，大家一同團圓迎新年。請記得邀請社區福音朋友參加！ 

4. 節慶停車提醒：遇有節慶時期，請聖安兄姐們本著為福音的緣故，「以客為尊」
的精神，將停車場讓給來賓使用，自家人請主動將車子停在 3＆4 街，或對面保
險公司。謝謝大家的合作！ 

5. 教會地毯清洗：教會於上週四清洗地毯，感謝各堂兄姊於 1/13(上週五)晚上小家
聚會結束後幫忙將桌椅恢復原狀，為主日作好準備。感謝弟兄姊妹的擺上！ 

6. 2023年奉獻信封：聖安兄姐不論是台、華、英語堂，都會有自己的奉獻編號、
信箱及信封，財務部已經將今年的編號表張貼在公佈欄上，若你尚不知自己的編
號，或是你還沒有拿到編號者，請詢問同工告知你需要奉獻袋。 

7. 屋頂維修-會管基金：近日適逢大雨，教會內部多處漏雨。感謝主！已有兄姊
感動陸續為教會「屋頂維修-會管基金」奉獻。因為看到神家的需要，就願意擺上，
這是神所喜悅的！聖安教會建堂至今，都不是憑著「人」的作為成就的，乃是從
神領受異象，就勇敢跨出腳步，即便前面看似無路，但凡我們所需的，神就按時
供應。請兄姐們繼續為此需要代禱與奉獻。 

8. 大華禮券：適逢節慶季節，歡迎大家多多使用大華卡，送禮自用兩相宜，每張
面額＄100 元，教會可得 6％利潤。請向翠瑛或是會計室購買。 

 代禱事項 
1. 肢體代禱：●為和平則君的母親在上週六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其遺族！●為陳

牧師膝蓋手術平安感恩，為術後的復原代禱，求主保守醫治！●為恩慈鎮南健康
禱告，求主賜身心靈健壯！●為和平順興膝蓋術後的復原禱告！●為良善天瑤、
靜俐、和平梅芳腳扭傷痊癒代禱。●為恩慈谷彥、冠文嫂，為信實榮美、美蓮身
體健康禱告。●為和平淑芬父親的復健持續代禱，求主保守早日恢復！●為良善
嘉琪、金鈴回台探親，為和平統雄、翠瑛旅遊出入平安代禱。●為聘請兒童主日
學老師迫切代禱。 

 聖安園地 
1. 小家動態：本週是主題討論週，各小家可以先分派家員按經文回應各題答案，

大家可以從不同角度，深入討論，並更能幫助我們明白神對那些內心充滿恐懼的
人，仍是信實的。 

2. 上週主日信息摘要：「對位」經文：王下 22:1-20/本堂陳信宏牧師證道                
本章是南國猶大最後一位好王約西亞登基就任，他是一位使南國復興的中興王。
藉著這位王一起來看「對位」這個主題。 
一、行在對位的王道 (王下 22:3-7) 
  聖經給繼任的約西亞王的評語是：王下 22:2 約西亞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
行他祖大衛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  他在做王 18 年的時候，差遣書記沙番上
耶和華殿去見大祭司，讓他將眾民所捐的銀子數一數，然後交給修繕的人，讓他
們去修繕耶和華的殿。這是約西亞王敬畏神的一個表現，他的父親、祖父都在修
建巴力的壇而毀壞耶和華的殿，但是約西亞王卻願意修建耶和華的殿。神救贖我
們，是要我們回到祂的家中，進入祂的國裡，要與弟兄姊妹人和一起建造神的家。 
  我們對神的態度如何，可以從對主的教會的敬拜、參與、配搭服事或用心如何
看得出來！「信」是從自我突破出來的、「信」是對無限的行進和追求、「信」

就是「行在對位的王道」的約西亞王因對耶和華神的信心帶出的行動，所以他可
以在前人半個世紀的黑暗籠罩中，自我突破出來，向著有無限希望的國運行進和
追求！ 
二、尋問對位的真道 (王下 22:8-14) 
  從上帝的角度來看：約西亞王的裡面有一顆敬畏神的心，神就將這卷律法書特
別地賜給他，讓他能夠在真理的道上重新「對位」，讓他重新行在神的至聖的真
道上。所以今天我們的生活當中，就是再忙碌，也應當知道我們的優先次序，我
們應當在神的面前有一顆敬畏的心，把神擺在首位。 
  約西亞王在有了神的話語之後，在神的面前悔改自己，願意立志讓神的話語完
全進入到自己的生命裡面。這一點是最寶貴的。當我們明白了神的話語，當我們
領受了神的話語之後，我們要悔改(用真道重新對位)去遵行神的心意。 
  約西亞王在讀經的時候，是尋問對位的真道─帶著問題去讀的，面對神的話語
他要用他的理性去思考，最終對於他自己和他的國家都有很多的幫助。所以今天
我們讀聖經的時候，也要帶著問題去讀，我們要思考神的話語，經文當中，看神
的屬性、作為；人物有何優點缺點值得學習、警戒；自己該如何去調整的生命。
在小家一起查考討論的時候，我們會發現神的話語與我們的生命是息息相關的，
能夠指引我們的生活，指引我們前進的道路。 
三、敬服對位的天道 (女先知戶勒大：) 18 然而，差遣你們來求問耶和華的猶大
王，你們要這樣回覆他說：『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至於你所聽見的話，19
就是聽見我指著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說、要使這地變為荒場、民受咒詛的話，你
便心裏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應允了你。這是我耶
和華說的。 
  約西亞看到了律法書，他就自卑，撕裂衣服，謙卑在神面前，禱告哭泣尋求神，
知道自己離神的要求還差很遠。因此神就賜福他。今天我們也一樣，我們要知道
自己離神的要求還差很遠，所以我們真的要柔軟、謙卑自己，更多的來尋求神。
如果你生命當中還有一些地方為自己而活，要開始學習柔軟全心轉向這位神、信
靠這位神，就像前輪重新定位好，我們的人生就會更省油、省力、順暢舒服！ 

   聚會時間與人數統計                     上週奉獻統計表 
聚會時間 聚會名稱 人數  台 華 傳承 

主 

 

 

日 

台華英 9：30~9：50AM 守望禱告會 18+11 禮拜 4284 3205 155 

華語 
10：00~11：20AM ★華語主日崇拜 38 感恩 400 350  

11：45AM~12：50PM 華語主日學 28 傳承   1040 

台語 
10：20-11:15AM 台語主日學 18 種子  160 1200 

11:30AM~12：50PM ★台語主日崇拜 42 合計 $10,794.- 

英語 

10：00~11：15AM  ★英語主日崇拜 33 愛心 200 775  

11：30AM~12：50PM 青少年主日學 15 午餐 1200 310  

11：45AM~12：45PM 兒童主日學 7+4 會管 50 500  

週 

 

 

間 

五 

10：00~12：00AM 恩慈小家 12 屋頂 520   

7：30~10：00PM 華語(良善、信實) 13+13 ●回應奉獻：陳牧師夫婦$1,200(回

應+屋頂)，台語和平麗妝$700(回

應+感恩愛心)，喜樂順興夫婦

$1,400(回應+感恩)，華語信實主

知名$1,500(回應+感恩)，延生夫

婦$455，良善主知名$600，傳承約

書亞主知名$1,000，以利亞主知名

$1,000。 

●會管奉獻：良善琴弟$500。 

 

7：30~10：00PM 傳承(以利亞、約書亞) 16 

7：30~10：00PM ROC、ROL 9+6 

三 7：30~09：30PM  信心禱告會 - 

四 10：00~12：00AM 喜愛小家 9 

四 7：30~09：30PM 和平小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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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崇拜(10:00AM) 

1.讚美敬拜 

2.信息：立志跟隨主 

(路 5:1-11/宋煥鑫傳道） 

3.回應詩歌/奉獻禱告 

4.歡迎及報告/祝禱 

 
★華語主日學老師：羅耀祖 

★華語關懷同工：閻瑩/羅耀祖 

★華語茶點輪值：黃喬定 

台語崇拜(11:30AM) 

1.讚美敬拜 

2.信息：立志跟隨主 

(路 5:1-11/宋煥鑫傳道） 

3.回應詩歌/奉獻禱告 

4.歡迎及報告/祝禱 

 
★台語主日學老師：蕭秀玉 

★台語關懷同工：陳小梅/陳月芳 

★主日信息上載：黃佳進 

2023 年聖安教會牧養重點 

建立精心門訓--落實門訓文化，推廣三人小組，活出愛神愛人的生命，傳承倍增。 

心靈誠實敬拜--以神為中心的敬拜，三堂崇拜中加強傳統聖詩的比重。 

深化小家牧養--團契中每個人都被關懷。聚會準時開始、準時結束。會後禱告。 

推廣教會網站--善用新平台，整合多媒體資源。利用新科技廣傳福音。 

主任牧師：陳信宏 626-818-7801           值月執事：陳淑觀 626-818-2617 

候任主任牧師：宋煥鑫傳道 626-560-1520   值月執事：楊凰吟 626-283-3571 

▲主席/傳承：詹菁蓉                     ▲書記/會管/種子：梁芝瑋 

▲財務：羅耀祖                          ▲設備/IT/華語：劉龍軍 

▲出納：裴仁林                          ▲教育/靈修/宣教：蕭秀玉 

▲總務/宣道：閻瑩                       ▲禮拜/台語：陳淑觀 

    執事助理：陳翠瑛、林韻琤、盧恩惠、陳靜俐 

              陳麗妝、陳榮美、李月香、施嘉德 

見習執事：楊凰吟、陳麗年 

   分堂 

聖工 

華語崇拜服事人員 台語崇拜服事人員 

本週(01/15/23) 下週(01/22/23) 本週(01/15/23） 下週（01/22/23） 

講員 宋煥鑫傳道 新 

春 

聯 

合 

主日 

宋煥鑫傳道 陳信宏牧師 

禱告會  陳麗妝 姚曉菁 

司會 陳靜俐 陳淑觀 詹菁蓉 

司琴 陳靜俐 蕭秀玉 陳麗年/陳靜俐 

領詩 姚曉菁 楊凰吟 楊凰吟 

敬拜團 費亞卓/陳怡君 劉春蘭/羅耀祖 陳淑觀/陳麗妝 陳淑觀/陳麗妝 

音控 黃佳進/戴麗峰 黃佳進/戴麗峰 陳麗年/簡瑞福 蔡蘭心/劉龍軍 

招待 劉瑢/邵紹基 費亞卓/楊雪珍/沈秀瑜 林存美/鄧淑芬 李美與/謝素琴 

聖工 
本週 

01/15/23 

下週 

01/22/23 
一、 超越理性的行動 v5 

 

二、 建立正確的敬畏 v8 

 

 

三、 信心眼光的轉換 v11 

 

值月
關懷 

陳淑觀、楊凰吟 陳淑觀、楊凰吟 

場地
垃圾 

台語 

陳翠瑛、陳小梅 

傳承+ROC 

信實小家 

午餐
奉獻 

陳麗妝、趙菁菁 
洪統雄 

施雅婷、王怡文 

餐食
服務 

台語 

陳翠瑛、陳小梅 

傳承+ROC 

信實小家 

出納 
蔡蘭心、林季玉 

施成好、裴仁林 

蔡蘭心、林季玉 

施成好、陳小梅 

PPT

製作 
李谷彥 劉龍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