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1. 聖安和會：2023 年第一次和會已經於上主日完成，教會積極會員有 91 位，當日

有 79 位出席。會中表決通過 2023 年的預算和回顧 2022 年的財務報表，並選出
2023 年度財務稽查員兩位：楊素雯、姚曉菁。感謝讚美主！ 

2. 聖餐禮：下主日 3/5 是聖餐擘餅聚會，並按例有愛心奉獻，該奉獻所得將歸入專
為教會肢體有特別需要的「愛心基金」帳戶，請兄姐們預備心。(請聖餐小組同工
提前到教會預備。) 

3. 慶生會：三月份慶生會將在下主日 3/5 愛筵時間舉行，由喜愛小家主持，壽星：
星維、建智、蘭心丶含笑丶淑觀丶亞卓丶惠煖丶怡伶、淑芬丶志斌丶大為丶筱芸、
益盛、達娜丶靜俐丶凰吟、Grace Shen、Aaron Qiu、Kaori Wei、Kate Sung、Abby Trinh。
名單若有遺漏者，請告知同工。慶生會有教會預備的精美禮物及感謝香夫人蛋糕
店所奉獻的美味生日蛋糕！歡迎當月壽星邀請朋友參加！ 

4. 預告-聖安社區健康講座：日前拜登總統通知國會，計劃在 5 月 11 日取消持續
了約三年的新冠疫情緊急狀態，意味這個大流行真的結束了？新變種？新疫苗？
第六針？併發症？後遺症？特請邱文達醫師現場為你解讀分析。講题：後疫情，
新展望-邁向身心靈健康的喜樂人生。會後備有點心、飲料，歡迎邀請社區朋友參
加！時間：3/10 (週五) 晚上 7:30，地點：聖安台福基督教會。諮詢請洽：施嘉德
Scott Shih，電話：626-991-5832，email：scottshih.shih@gmail.com。 

5. 預告-受洗入籍禮：今年復活節聯合主日 4/9 將有受洗入籍禮；有感動者，請向
同工索取受洗/入籍申請表。參加受洗者，請務必參加慕道班主日學。也請兄姐們
在禱告中，多多為已經在聖安出入多時的福音朋友提名禱告。 

6. 預告-2023退修會：今年 Memorial 長週末三天兩夜(5/27-29)聖安教會將舉行退
修會。此次退修活動將乘坐遊覽巴士，前往著名的紅杉木國家公園-帝王谷國家公
園以及附近多個景點。特邀請徐忠昌牧師主領三堂信息，這將是一個身心靈都得
飽足的退修會。執事會正積極的籌備細節，請兄姐們先預留時間，盡量不要安排
其他行程。 

7. 屋頂修繕：教會會堂已有 50 多年歷史，內部多處漏雨。執事會希望早日完成修
繕工程，預估工程加材料費需要 6 萬元。此金額較大，希望有感動者特別奉獻，
支票註明：屋頂基金。2022 年屋頂基金餘額$11,815，今年起也已有兄姐感動陸續
為此奉獻，目前募得$5,620。請大家一起來為好的施工單位，好的工程品質及所
需不足的經費禱告。 

8. 土耳其、敘利亞地震救助基金：為配合總會，本次賑災奉獻代轉計劃，截止
日期為 3/26，逾期恕不再受理。請大家繼續為土耳其、敘利亞地震後的救援行動
代禱！ 

 代禱事項 
1. 肢體代禱：●為信實榮美在車庫跌倒，臉部受傷復原代禱。●為良善琴弟腰扭

傷早日痊癒代禱。●為信實鳳琴心血管搭橋手術平安感恩，及術後的復原一切平
安代禱！●為恩慈冠文、淑惠回台出入平安代禱，為淑惠身心靈日漸進步感恩！ 

 聖安園地 
1. 小家動態：本週是自由週，教會本週沒有聚會。請各小家自行設計聯誼活動。 
2. 歡迎上週主日新朋友：華語堂新朋友：黃蘭君、蔡祖芬、顏校營、康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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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級的門徒」經文：徒 1:1-11/證道：宋煥鑫傳道 

  這個世代的教會，普遍面臨一個嚴峻的挑戰，「基督徒」依照自己的心意，倚
靠自己的能力過日子，在他們的生命中，在他們的生活中，彷彿看不見耶穌，看
不見神。因此也就失去了見證。我們需要回到聖經中來看，主耶穌對「門徒」的
教導。 

一、世界級的好消息 
  新約聖經中的大使命其實有五段經文，除了我們最熟悉的馬太福音 28:16-20。
耶穌對看見祂復活的十一個門徒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
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今天所讀的使徒行傳一章的經文，提到耶穌
復活，見證神的國的確已經臨到，每一個接受耶穌為救主的人，都可以得著神兒
子的生命，可以永遠不死。這是世人從任何宗教或哲學都得不到的福分，耶穌的
門徒所傳的，就是這個世界級的好消息(約 11:25-26 )。 
二、世界級的能力 
  耶穌的復活不但證實神已為墮落失敗的人預備一條出路，願意相信耶穌的人都
可以復活， 更重要的是神賜下聖靈， 讓相信耶穌的人可以經歷聖靈內住與聖靈
充滿，所帶出的果效就是行事說話都有能力(徒 1:8)。 聖經說屬靈的人參透萬
事。( 林前 2:15) 就像耶穌的門徒彼得，原本是一位加利利出身的漁夫，但在
見證主耶穌復活之後，佈道大有能力，可以帶領三千人信主。今天神的工作仍然
在持續。 2 月 8 日開始在美國肯塔基州亞斯伯理大學（Asbury University）進行的
復興禱告會，帶出的屬靈影響力超越國界，今天耶穌仍然在使用合用的器皿奉祂
的名傳悔改、赦罪之道(路 24:47)。 
三、世界級的使命 
  我們所處的洛杉磯是全世界最多元化的城市之一，這裡有超過 176 種語言被使
用。根據馬鞍峰教會的資料，如果我們要描述這個世界上尚未接受耶穌基督的福
音群體，有四個形容詞: (1) 亞洲人；(2) 城市中心；(3) 回教徒；(4) 二十歲以下
的青少年。相信神設立聖安教會在 Arcadia 這個社區必定有祂的心意，我們有異
象要栽培出世界級的門徒，這群人是擁有永恆的價值觀，思想是以神為中心，懂
得依靠神的能力，他們不再追求自己的享受與生活的保障，而是願意委身，願意
奉獻，願意服事，甚至是在小事上都忠心，用偉大的愛作微小的事。當福音傳到
地極時，主再來時，要稱讚他們是忠心良善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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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 禮拜 2088 1335 20 

華語 
10：00~11：20AM ★華語主日崇拜 43 感恩  1320  

11：45AM~12：50PM 華語主日學 30 傳承   140 

台語 
10：20-11:15AM 台語主日學 26 種子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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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愛心    

11：30AM~12：50PM 傳承、青少年主日學 12+13 午餐 300 300 600 

11：45AM~12：45PM 兒童主日學 10+3 屋頂  1000 500 

週 

 

 

間 

五 

10：00~12：00AM 恩慈小家 10 賑災 700 600 1100 

7：30~10：00PM 華語(良善、信實) 11+15 ●回應奉獻： 

 

●震災奉獻：上週$2400；累計

$3100。 

7：30~10：00PM 傳承(以利亞、約書亞) 8+7 

7：30~10：00PM ROC、ROL 13+8 

三 7：00~09：30PM  門訓禱告會 35 

四 10：00~12：00AM 喜愛小家 7 

四 7：30~09：30PM 和平小家 12 



主日崇拜程序

分堂服事人員 

         全教會同心服事人員                 主日信息大綱 

 

 

 

 

2023年02月26日VOL.38 NO.9 

 

華語崇拜(10:00AM) 

1.讚美敬拜 

2.信息：生命的樂章 

(約 11:25-26 /鄭恩仁傳道） 

3.回應詩歌/奉獻禱告 

4.歡迎及報告/祝禱 

 
★華語主日學老師：陳靜俐 

★華語關懷同工：姚曉菁/楊雪珍 

★華語茶點輪值：黃美蓮 

台語崇拜(11:30AM) 

1.讚美敬拜 

2.信息：生命的樂章 

(約 11:25-26 /鄭恩仁傳道） 

3.回應詩歌/奉獻禱告 

4.歡迎及報告/祝禱 

 
★台語主日學老師：陳翠瑛 

★台語關懷同工：王明宗/鄧淑芬 

★主日信息上載：黃佳進 

聖安教會建造的四個特質 

1. 「注重團隊服事之精神與動力」 

2. 「追求敬虔之生命態度」 

3. 「心意更新之創意步調」 

4. 「靈修生活之深化與普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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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6/23) 下週(03/05/23) 本週(02/26/23） 下週（03/05/23） 

講員 鄭恩仁傳道 宋煥鑫傳道 鄭恩仁傳道 宋煥鑫傳道 

禱告會   蕭秀玉 羅耀祖 

司會 裴仁林 劉龍軍 陳翠瑛 陳淑觀 

司琴 林雅慧 陳靜俐 蕭秀玉 蕭秀玉 

領詩 費亞卓 姚曉菁 陳麗年 楊凰吟 

敬拜團 羅耀祖/陳怡君 羅耀祖/陳怡君 陳淑觀/陳麗妝 劉春蘭/陳麗年 

音控 黃佳進/戴麗峰 黃佳進/戴麗峰 鄧淑芬/洪統雄 陳小梅/簡瑞福 

招待 曹琴弟/劉瑢 江美英/楊素雯 施成好/謝素琴 洪統雄/王明宗 

聖工 
本週 

02/26/23 

下週 

03/05/23 
一、 生命的序曲—神是生命的源頭

（創世記 2章 1–7） 

 

二、 生命的中曲一彰顯生命的榮耀

（路加福音 10章 25-27 ) 

 

 

 

三、 生命的終曲—進入生命的永恆

（提摩太後書 4章 7-8節) 

 

值月
關懷 

梁芝瑋、羅耀祖 裴仁林、閻瑩 

場地
垃圾 

良善小家 

陳靜俐、閻瑩 

台語事工 

陳翠瑛、陳小梅 

午餐
奉獻 

裴仁林、丁文新 
陳淑觀、林雅慧 

陳榮美、May Leung 

餐食
服務 

良善小家 

陳靜俐、閻瑩 

台語事工 

陳翠瑛、陳小梅 

出納 
陳淑觀、裴仁林 

陳小梅、林季玉 

施成好、裴仁林 

蔡蘭心、林季玉 

PPT
製作 

鄧淑芬 楊凰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