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1. 聖安和會預告：2023 年第一次和會將於本主日舉行，會中將回顧 2022 年的財務

報表、表決通過 2023 年的預算以及選出 2023 年財務稽查員。當日有表決權的積

極會員名單，已經公布於公佈欄。（積極會員資格是在和會前三個月內，至少有

七次出席主日崇拜的在籍會友，請假的不在此限。）和會時間：11:20-11:40 AM。

（華、台主日崇拜之間。）請兄姐們預備心與會。 

2. 執事會、檢討會、籌備會：本主日會後 2:30pm 將召開新春活動檢討會、受難

日及復活節、退修會等籌備會，之後由主席菁蓉召開二月份執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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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門訓禱告會預告：本週三 2/22 晚上 7:00 在教會主堂有門訓禱告會，由宋傳道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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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由台語事工主

辦，會中有點心聯誼時間。) 

4. 土耳其、敘利亞地震救助基金：響應台福總會對土耳其、敘利亞的賑災募款

活動。執事會決議：若有感動為此賑災捐款的兄姐們，可以將支票開給 EFCA (聖

安教會)，備註欄：土耳其和敘利亞賑災募款；聖安教會收集募款之後，再將募款

總金額開支票給台福基金會 EFCF (專款專用)；在 2023 年底，聖安教會提供奉獻

收據給弟兄姐妹。請大家繼續為土耳其、敘利亞地震後的救援行動代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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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事項 
1. 肢體代禱：●恭喜以利亞 Carol 和 Tony 新婚誌喜！●恭喜和平則君回台為兒子

辦婚宴，為所有安排都順利代禱。●為和平允中脊椎因化療造成不適，早日得醫

治代禱。●為喜愛耀宗腰痛早日得痊癒，為惠煖搬家體力恢復代禱。●為喜愛麗

華體力恢復代禱。●為喜愛佩瓊雙腳無力代禱。●為喜愛含笑血壓穩定代禱。●

為喜愛益盛和鳳嬌漸康復感恩！●為信實汐語身體健康禱告。●為恩慈冠文公民

面談因事延期，求神加添足夠的力量！●為恩慈谷彥心臟檢查報告平安感恩！●

為良善學新身體關節疼痛，求主醫治！●為信實鳳琴 2/24 將要做心血管搭橋手術

禱告，求主保守一切平安顺利！●為喜愛美與回台出入平安代禱。●為陳牧師即

將回台短宣代禱，求主保守腳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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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上週主日新朋友：華語堂新朋友：惠麗華。一次歡迎，永遠歡迎！盼望您

在聖安大家庭找到屬靈的歸屬。 

3. 上週主日信息摘要：本堂陳信宏牧師證道：「不論環境多惡劣」經文：王下

23:1-37 

  約西亞作南國猶大王的時候，猶大國勢可說是岌岌可危。青年的約西亞王在如

此惡劣環境中能作甚麼呢？ 

一、不論過去環境多惡劣 (王下 23:1-3) 

  過去的問題是猶大諸王對神爽約。所以，約西亞王與眾長老先知祭司民眾在神

面前重新立約。重新拉住救命索！與神立約的人，乃是在上帝面前很嚴謹的做成

每件事。不論過去環境多惡劣─約西亞王所行的是前所未有的好王。約西亞王的

故事是帶給我們一個教訓︰不要受別人不好的影響，不要與人同流合污，要會分

辨好壞，我們是一個一個個別與神立約的人，要趁可挽回時及早回轉向神。 

二、不論現在環境多惡劣 (王下 23:24-25) 

  約西亞立約後的行動都是去除偶像，他的行動繞著的中心就是耶和華的殿，潔

淨純化神的殿！唯一敬拜的是這位與以色列立約的獨一真神！不論現在環境多

惡劣：都要從以人自己為中心重新悔改為以神為中心！約西亞不但盡心、盡性與

神立約，而且還是盡力按著神的心意全力以赴行動。這是在猶大和以色列的所有

王裡，神給約西亞最高的評價。 

三、不論未來環境多惡劣 (王下 23:26-27) 

  約西亞盡心盡性盡力的改革，但後來卻沒有止息神對猶大所發的烈怒！但他不

論過去、現在、未來環境多惡劣，就是要完成神的使命。因為約西亞的使命並不

是復興以色列，而是要向神負責─活出典範，使百姓在審判前再無藉口。 

  彼前 1：6 因此，你們是大有喜樂；但如今，在百般的試煉中暫時憂愁，7 叫

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可以在耶穌基

督顯現的時候得著稱讚、榮耀、尊貴。百般試煉，也就是說基督徒/與神立約的人，

在他的人生中遇到的惡劣環境不是單一的，而是各種各樣的。彼得在這裡是要告

訴人們-信仰是要付上代價的。深信這也是不論環境多惡劣的約西亞王所展現對耶

和華神的信心見證！ 

  路 22:19 又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遞給他們，說：「這是我的身體，為

你們捨的，你們也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20 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

「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約，是為你們流出來的。也應當如此行什麼呢？像主耶

穌「為你們捨的」一樣，就是不論過去、現在、未來環境多惡劣，我們都願意「全

心、全意、全力以赴」捨己跟隨主耶穌，完成神託付的建立門徒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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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禮拜 2332 2290 570 

華語 
10：00~11：20AM ★華語主日崇拜 47 感恩 1100 1020  

11：45AM~12：50PM 華語主日學 33 傳承   1040 

台語 
10：20-11:15AM 台語主日學 23 種子   251 

11:30AM~12：50PM ★台語主日崇拜 47 合計 - 

英語 

10：00~11：15AM  ★英語主日崇拜 35 愛心    

11：30AM~12：50PM 傳承、青少年主日學 18+16 午餐 1500   

11：45AM~12：45PM 兒童主日學 12+3 會管 300 625  

週 

 

 

間 

五 

10：00~12：00AM 恩慈小家 15 賑災 700   

7：30~10：00PM 華語(良善、信實) 20+21 ●回應奉獻： 

●感恩奉獻：喜愛主知名

$1000；良善主知名$1000。 

●震災奉獻：上週統計$700。 

7：30~10：00PM 傳承(以利亞、約書亞) 10 

7：30~10：00PM ROC、ROL 14+10 

三 7：00~09：30PM  門訓禱告會 - 

四 10：00~12：00AM 喜愛小家 10 

四 7：30~09：30PM 和平小家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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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崇拜(10:00AM) 

1.讚美敬拜 

2.信息：世界級的門徒 

(徒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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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龍軍 

★華語關懷同工：陳怡君/費亞卓 

★華語茶點輪值：趙菁菁 

台語崇拜(11:30AM) 

1.讚美敬拜 

2.信息：世界級的門徒 

(徒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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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麗妝 

★台語關懷同工：洪統雄/簡瑞福 

★主日信息上載：羅耀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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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芝瑋 626-234-4191 

候任主任牧師：宋煥鑫傳道 626-560-1520   值月執事：羅耀祖 626-487-6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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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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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9/23) 下週(02/26/23) 本週(02/19/23） 下週（02/26/23） 

講員 宋煥鑫傳道 鄭恩仁傳道 宋煥鑫傳道 鄭恩仁傳道 

禱告會   楊凰吟 蕭秀玉 

司會 詹菁蓉 裴仁林 陳麗妝 陳翠瑛 

司琴 陳靜俐 林雅慧 林雅慧 蕭秀玉 

領詩 羅耀祖 費亞卓 陳翠瑛 陳麗年 

敬拜團 費亞卓/姚曉菁 羅耀祖/陳怡君 陳淑觀/楊凰吟 陳淑觀/陳麗妝 

音控 黃佳進/戴麗峰 黃佳進/戴麗峰 陳麗年/王明宗 鄧淑芬/洪統雄 

招待 王美麗/劉景鴿 曹琴弟/劉瑢 劉春蘭/蔡淑緣 施成好/謝素琴 

聖工 
本週 

02/19/23 

下週 

02/26/23 
一、 世界級的好消息(v3,11) 

 

二、 世界級的能力(v5,8) 

 

 

 

三、 世界級的使命(v8) 

 

值月
關懷 

梁芝瑋、羅耀祖 梁芝瑋、羅耀祖 

場地
垃圾 

傳承 & ROC 

詹菁蓉 

良善小家 

陳靜俐、閻瑩 

午餐
奉獻 

陳月芳 

Cynathin Lin 
裴仁林、丁文新 

餐食
服務 

傳承 & ROC 

詹菁蓉 

良善小家 

陳靜俐、閻瑩 

出納 
陳淑觀、裴仁林 

施成好、林季玉 

陳淑觀、裴仁林 

陳小梅、林季玉 

PPT
製作 

鄧淑芬 鄧淑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