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1. 新春感恩聯合禮拜：本主日農曆大年初一，是台華英三堂聯合新春感恩禮拜，

按往年慣例，除十一奉獻之外，將另有新春感恩奉獻，請大家預備心！本日亦有

安排年節精彩的特別節目，也有驚喜禮物及發紅包等活動。兄姐們都穿著喜氣節

慶服飾，大家一同拜年，共享華人的團圓溫馨春節。 

2. 時間調整：本主日聚會時間略有更動，提醒兄姐們注意！9:30-9:50 主日守望禱

告會、10:00-10:50 台華聯合主日學(在副堂)、11:00-13:00 台華英聯合主日崇拜，

13:00 午餐愛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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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新春感恩主日愛筵：本主日午餐愛筵有豐富餐點及水果，也感謝香夫人蛋糕店

及兄姐們主動提供美味節慶年糕和點心！為加快供餐速度，本主日一律使用免洗

餐具。 

5. 預告─信心禱告會：下下週三 2/1 晚上 7:30 在主堂有信心禱告會，藉著敬拜團

隊的帶領，享受在詩歌中被主的愛充滿、被主的靈澆灌得平安與喜樂；禱告中重

新得力。歡迎所有的兄姐都一起來經歷神的大能！會中有裴仁林、梁詩薇兩位姐

妹的信心見證，敬請期待！（本次由台語事工主辦） 

6. 聖安青少年家長會：訂於 1/29 主日下午 2:00-3:00 華英事工將舉辦青少年家長

會，讓家長彼此交流，能夠全面了解聖安青少年事工的推展。歡迎踴躍邀請家中

有青少年的社區朋友參加！(會後有點心聯誼時間)。 

7. 同工識別：因教會有三堂(台華英)聚會，常有新朋友來訪，為方便識別教會同工，

請所有執事及小家餵養同工等都配戴名牌，兄姐們有任何事情，歡迎向同工詢問。 

8. 屋頂維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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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因為看到神家的需要，就願意擺上，這是神所喜悅的！

請兄姐們繼續為此需要代禱與奉獻。支票：教會屋頂。 

9. 大華禮券：適逢佳節，教會有販售大華禮券，每張面額＄100 元，教會可得 6％

利潤作為會管基金。購買禮券，送禮自用兩相宜！意者請向翠瑛姐或是出納部購

買。 

 代禱事項 
1. 蒙福的奉獻：聖經說：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

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

無處可容。（瑪拉基3:10）什一奉獻是「蒙福」的，是獻在餵養你的教會作為經

常費之用，其他感恩、節慶、特別事工奉獻，則是感恩的回應。願聖安兄姐都能

明白奉獻的意義並樂意遵守，以經歷神的賜福。 

2. 肢體代禱：●為ROC Theodore肘部受傷，早日完全康復代禱。●為陳牧師膝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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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良善天瑤腳跌傷痊癒代禱。●為聘請到

兒童主日學老師感恩！ 
 聖安園地 
1. 小家動態：本週是自由週：配合農曆春節假期，教會本週週間沒有聚會。 
2. 上週主日信息摘要：「立志跟隨主」經文：路 5:1-11/證道：宋煥鑫傳道                

  路加福音五章這段經文記載主耶穌呼召西門彼得跟隨祂的過程，使彼得從一個
加利利的漁夫，轉變成為一個救人靈魂的福音大使。彼得與耶穌的初遇是記載於
約一 35~42，透過他的兄弟安得烈。另外在太四 18~19 跟可一 17 也記載了彼得和
其他門徒在捕魚時被呼召的經歷。如何成為為主得人的福音大使，這段經文給我
們以下的教導： 
一、超越理性的行動 
  耶穌在第四節的吩咐：「把傳開到水深之處，下網打魚。」一位木匠來教導專
業的漁夫打漁，你可以想像彼得的心情。從彼得回答的前半句話「夫子，我們整
夜勞力，並沒有打著甚麼。」彼得心裡一定知道耶穌的吩咐不合理，但他卻願意
做出超越理性的行動-「但依從你的話，我就下網。」因著彼得的順服，他和夥伴
收穫了難以想像的漁獲(第九節) 。 
二、建立正確的敬畏 
  當彼得順服耶穌的吩咐後就經歷了神蹟。整夜勞力但毫無收穫才是不久前發生
的事實，但此刻下網、魚竟然多到網險些裂開，還要招呼同伴來幫助，兩條船滿
載而歸甚至船要沈下去。看見這樣的神蹟的同時，使彼得產生了一個特別的反
應：他看見自己是一個罪人。彼得的經歷很像舊約先知以賽亞的經歷，(參賽 6：
1-5) 當人對神產生正確的敬畏，才可以和神建立正確的關係。 
三、信心眼光的轉換 
  耶穌在整件事中對西門只講了兩句話，一句是第四節：「把船開到水深之處，
下網打魚。」另一句在第十節：「不要怕，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看見一個神
蹟就在眼前發生，西門彼得頓時對主產生極大的敬畏，甚至要主離開他這個罪
人，因此耶穌開口安慰他「不要怕」。雖然因著彼得的順服已經帶下了一個極大
的神蹟，但神蹟的主要目的並不在漁獲的本身，而是要藉此在西門身上顯明一個
更大的神蹟，那就是向他發出神聖的呼召，從今以後，他要由一個普通的漁夫轉
變為一個神國福音的大使，為主得人。 
  教會造就出的門徒擁有超越理性的信心跟行動，是一個敬畏神的人，並且定睛
在永恆的獎賞。這樣的教會能夠祝福社區，改變社群，為主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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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禮拜 2158 2335 2655 

華語 
10：00~11：20AM ★華語主日崇拜 39 感恩    

11：45AM~12：50PM 華語主日學 29 傳承   540 

台語 
10：20-11:15AM 台語主日學 17 種子    

11:30AM~12：50PM ★台語主日崇拜 42 合計 $7,688.- 

英語 

10：00~11：15AM  ★英語主日崇拜 37 愛心    

11：30AM~12：50PM 青少年主日學 19 午餐 600 900 12 

11：45AM~12：45PM 兒童主日學 11+4 會管    

週 

 

 

間 

五 

10：00~12：00AM 恩慈小家 12 屋頂  500  

7：30~10：00PM 華語(良善、信實) 55 ●回應奉獻：台語恩慈憲河

夫婦$500，和平順興夫婦

$400，傳承以利亞 Thomas 

$500, 以利亞詩薇$2,500。 

●屋頂奉獻：華語良善主知

名$500。 

 

7：30~10：00PM 傳承(以利亞、約書亞) 10+6 

7：30~10：00PM ROC、ROL 16+7 

三 7：00~09：30PM  門訓禱告會 29 

四 10：00~12：00AM 喜愛小家 16 

四 7：30~09：30PM 和平小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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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9:50AM 

 主日守望禱告 

10:00-10:45AM  

 台華語聯合成人主日學-副堂 

11:00AM 台華英聯合禮拜-主堂 

 

★聯合主日學：教師─林季玉 

★華語關懷督導：閻瑩/趙菁菁 

★台語關懷督導：簡瑞福/王明宗 

★主日信息上載：羅耀祖 

新春感恩聯合禮拜(11:00AM) 

1.宣召/讚美敬拜 

2.信息─奉我的名祝福 

  民6:22-27/陳信宏牧師/盧恩惠翻譯 

3.回應詩歌/新春感恩、什一奉獻 

4.歡迎及報告/祝禱 

5.新春特別節目─梁芝瑋主持 

 

基督徒四個基要生活 

1.敬拜生活─每週參加主日崇拜，過恭守主日敬拜神的生活。 

2.教導生活─每週參加主日學，渴慕有系統的學習神的真理。 

3.團契生活─每週參加小家聚會，以愛心與肢體關懷團契。 

4.宣道生活─經常帶領人來教會，傳福音見證主、建立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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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2/23) 下週(01/29/23) 本週(01/22/23） 下週（01/29/23） 

講員 新 

春 

聯 

合 

主日 

陳信宏牧師 陳信宏牧師 陳信宏牧師 

禱告會  姚曉菁 黃美蓮 

司會 閻瑩 詹菁蓉 陳麗妝 

司琴 林雅慧 陳麗年/陳靜俐 蕭秀玉 

領詩 費亞卓 楊凰吟 陳麗年 

敬拜團 劉春蘭/羅耀祖 陳靜俐/羅耀祖 陳淑觀/陳麗妝 陳淑觀/楊凰吟 

音控 黃佳進/戴麗峰 黃佳進/戴麗峰 蔡蘭心/劉龍軍 林季玉/王明宗 

招待 費亞卓/楊雪珍/沈秀瑜 江美英/王美麗 李美與/謝素琴 蔡淑緣/陳月芳 

聖工 
本週 

01/22/23 

下週 

01/29/23 
一、 委任祭司 

 

二、 奉我的名 

 

 

 

三、 祝福賜福 

 

值月
關懷 

陳淑觀、楊凰吟 陳淑觀、楊凰吟 

場地
垃圾 

傳承+ROC 

信實小家 

良善小家 

閻瑩、陳靜俐 

午餐
奉獻 

洪統雄 

施雅婷、王怡文 
陳俊明 

餐食
服務 

傳承+ROC 

信實小家 

良善小家 

閻瑩、陳靜俐 

出納 
蔡蘭心、楊素雯 

施成好、陳小梅 

蔡蘭心、裴仁林 

施成好、陳淑觀 

PPT

製作 
劉龍軍 李谷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