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1. 聖餐禮：本主日是聖餐擘餅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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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慶生會：本主日愛筵時間舉行三月份慶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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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預告-聖安社區健康講座：3/10 (本週五) 晚上 7:30，在教會主堂有聖安社區健
康講座。主講人：特請邱文達醫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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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踴躍邀請社區朋友參加！諮詢請洽：施嘉德
Scott Shih，電話：626-991-5832，email：scottshih.shih@gmail.com。 

4. 預告-日光節約時間：下主日 3/12 是日光節約時間開始，請兄姐們屆時將時間
撥快一小時，即主日聚會時間須提早一小時，請大家互相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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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活節主日節目預備：復活節主日當天台語、華語及兒童將提供精彩的表演節
目。本主日愛筵後 1:45pm，請華語堂(信實+良善)兄姐留步，在主堂參加復活節獻
詩的練習。請台語堂兄姐在餐食丶場地清理後，到團契室練習復活節詩歌。 

7. 復活節社區外展：今年復活節活動，依往年慣例，除記念救主受難犧牲和思想
主復活大能的意義外，將於午餐後，在會堂外院，推出免費的親子復活節撿彩蛋
活動及多項有趣遊戲，歡迎邀請社區朋友陪伴孩童前來共襄盛舉。並盼望聖安兄
姐們都能留下來，幫忙招呼新朋友，做福音鬆土事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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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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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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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事項 
1. 肢體代禱：●為喜愛惠煖車禍身體平安感恩，為後續的處理能順利代禱。●為

信實美蓮 03/09 做血管檢查，求神保守沒有不良現象代禱。●為信實榮美在車庫
跌倒，臉部受傷復原代禱。●為信實鳳琴術後的復原一切平安代禱！●為良善月
香出外旅遊，為良善紹基出差，為和平雅婷回台，為喜愛益盛回台出入平安代禱。 

 聖安園地 
1. 小家動態：本週是福音茶會，週五晚上 7:30 有台華聯合舉辦聖安社區健康講座。

請踴躍邀請福音朋友參加。 
2. 歡迎上週主日新朋友：華語堂新朋友：楊霖、文天智、楊帥謙、Kevin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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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樂章」經文：約 11:25-26 /證道：鄭恩仁傳道 

  耶穌對她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著
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你信這話嗎？ 
  主耶穌常常用「我是」來述說祂自己的稱號。（原文）我就是復活、我就是生
命，被譯為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意思就是：我有復活的權柄、我可以使人復
活。從信仰的角度來看生命的意義，生命是由上帝創造。我們人類是被創造的，

上帝創造萬有，又按照神的形象造人，耶和華神用地上的麈土造人，將生氣吹在
他鼻孔裏，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名叫亞當。生命的目的及意義是什麼？ 
A) 享受神的愛及確保人與人之間的愛（約翰福音 13:34～35） 
B) 享受上帝創造之世界萬物（創世記 2:1、9）（詩篇 103:5） 
C) 生命活出上帝的形象及様式（創世記 1 章 27）（馬太福音 11:29～30） 
D) 實現上帝在每個人生命中美好的計劃（箴言 16:9）（箴言 20:24） 
生命的樂章三部曲： 
一、生命的序曲～～神是生命的源頭（創世記 1:26～28）神說：「我們要照著我
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
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
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
地，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創世紀 2:7）
耶和華 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裡，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名
叫亞當。（創世記 2:21～23）耶和華 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於是取下他的一
條肋骨，又把肉合起來。 耶和華 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個女人，
領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稱他為女人、因為
他是從男人身上取出來的。 
二、生命的中曲～～彰顯生命的榮耀（路加福音 10:25～29）有一個律法師起來
試探耶穌說：「夫子、我該作甚麼纔可以承受永生？」耶穌對他說：「律法上寫
的是甚麼？你念的是怎樣呢？」他回答說：『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
你的 神；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 耶穌說：「你回答的是；你這樣行，就必
得永生。」那人要顯明自己有理，就對耶穌說：「誰是我的鄰舍呢？」 
三、生命的終曲～～進入生命的永恆（提摩太後書 4:7～8）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
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
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
凡愛慕他顯現的人。 
  以神為中心，活出平安、喜樂、知足、感恩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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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禮拜 3589 2171 995 

華語 
10：00~11：20AM ★華語主日崇拜 50 感恩 20 80  

11：45AM~12：50PM 華語主日學 34 傳承   40 

台語 
10：20-11:15AM 台語主日學 22 種子  150 52 

11:30AM~12：50PM ★台語主日崇拜 50 合計 - 

英語 

10：00~11：15AM  ★英語主日崇拜 37 愛心    

11：30AM~12：50PM 傳承、青少年主日學 17+18 午餐 300 300  

11：45AM~12：45PM 兒童主日學 15+4 屋頂 2300 1700  

週 

 

 

間 

五 

10：00~12：00AM 恩慈小家 12 賑災  1200  

7：30~10：00PM 華語(良善、信實) 12+13 ●回應奉獻： 

 

●屋頂奉獻： 

 

●震災奉獻：上週$1200；累計

$4300。 

7：30~10：00PM 傳承(以利亞、約書亞) 23+9 

7：30~10：00PM ROC、ROL 13+7 

三 7：00~09：30PM  門訓禱告會 自 

由 

週 
四 10：00~12：00AM 喜愛小家 

四 7：30~09：30PM 和平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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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崇拜(10:00AM) 

1.讚美敬拜 

2.信息：背十架、得榮耀 

(路 9: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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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美蓮 

★華語關懷同工：費亞卓/曹琴弟 

★華語茶點輪值：費亞卓 

台語崇拜(11:30AM) 

1.讚美敬拜 

2.信息：背十架、得榮耀 

(路 9: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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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季玉 

★台語關懷同工：謝素琴/陳月芳 

★主日信息上載：楊凰吟 

基督徒的大誡命與大使命 

太 22:37 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38 這是 

  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39 其次也相倣，就是要愛人如己。 

太 28:19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 

  給他們施洗。20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 

  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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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堂 

聖工 

華語崇拜服事人員 台語崇拜服事人員 

本週(03/05/23) 下週(03/12/23) 本週(03/05/23） 下週（03/12/23） 

講員 宋煥鑫傳道 徐忠昌牧師 宋煥鑫傳道 徐忠昌牧師 

禱告會   羅耀祖 陳淑觀 

司會 劉龍軍 陳靜俐 陳淑觀 陳翠瑛 

司琴 陳靜俐 林雅慧 蕭秀玉 陳麗年 

領詩 姚曉菁 費亞卓 楊凰吟 陳麗妝 

敬拜團 羅耀祖/陳怡君 羅耀祖/姚曉菁 劉春蘭/陳麗年 楊凰吟/陳淑觀 

音控 黃佳進/戴麗峰 黃佳進/戴麗峰 陳小梅/簡瑞福 林季玉/王明宗 

招待 曹琴弟/江美英 江美英/王美麗 洪統雄/王明宗 簡瑞福/陳俊明 

聖工 
本週 

03/05/23 

下週 

03/12/23 
一、 捨己 

 

二、 背十字架 

 

 

 

三、 跟從主 

 

值月
關懷 

裴仁林、閻瑩 裴仁林、閻瑩 

場地
垃圾 

台語事工 

陳翠瑛、陳小梅 

傳承 + ROC 

詹菁蓉 

午餐
奉獻 

陳淑觀、林雅慧 

陳榮美、May Leung 

蘇建星、侯美慧 

費亞卓、刘星維 

餐食
服務 

台語事工 

陳翠瑛、陳小梅 

傳承 + ROC 

詹菁蓉 

出納 
施成好、裴仁林 

蔡蘭心、林季玉 

陳小梅、裴仁林 

蔡蘭心、林季玉 

PPT
製作 

楊凰吟 陳麗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