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1. 歡迎講員：本主日再次歡迎我們所敬愛的徐忠昌牧師蒞臨本會證道。並感謝徐

牧師在百忙中接受聖安教會 2023 年退修會的邀請主領三堂信息，供應我們豐富
的屬靈盛宴。徐牧師在台福教會牧會 18 年，之後參與海外宣教 10 多年，目前在
創欣神學院從事神學教育工作，求神賜福祂僕人手所做的工！ 

2. 日光節約時間：本主日是日光節約時間開始，請兄姐們將時間撥快一小時，即
主日聚會時間須提早一小時，請大家互相提醒！ 

3. 執事會、籌備會：下主日 3/19 會後 2:30pm 將召開受難日及復活節、退修會等
籌備會，之後由主席菁蓉召開三月份執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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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門訓禱告會預告：下下週三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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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由華語良善
小家主辦，會中有點心聯誼時間。) 

5. 預告-受洗入籍禮：請各小家積極為已經在聖安出入多時的朋友禱告，求聖靈
感動更多的生力軍加入聖安大家庭，成為聖安家人！目前已經有人報名，歡迎繼
續有感動者，請向同工索取報名單。  

6. 復活節主日節目預備：本主日愛筵後 1:45pm，請華語堂(信實+良善合)兄姐留
步，在主堂參加復活節獻詩的練習。請台語堂兄姐在 1:45pm 到團契室集合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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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省親禮拜：台福總會暨台福基金會，將於 4/1(星期六) 10:00 AM-12:00 PM 在
玫瑰崗墓園華園(Hua Yuan Chapel, Rose Hills)舉行 2023 基督徒省墓思親禮拜，內容
有敬拜/領受信息/獻詩/追思故人-Slide Show/追思故人-基督福園巡禮祝禱。歡迎兄
姐預留時間前來參加，聯絡人: 台福基金會 Jennifer 909-671-6572。 

 代禱事項 
1. 肢體代禱：●為以利亞 Vicky 的母親近日辭世，求主親自安慰其遺族！●為喜愛

英熙的膝蓋關節炎治療能早日康復代禱！●為喜愛惠煖車禍後續的處理能順利
代禱。●為信實美蓮血管檢查，求神保守沒有不良現象代禱。●為信實鳳琴術後
的復原一切平安代禱！●為聖安屋頂修繕有好的施工單位，好的工程品質及所需
不足的經費禱告。 

 聖安園地 
1. 小家動態：本週是查經分享週，查經內容：但以理書 11:1-45 

●週四上午 10:00/喜愛/教會/主領：麗妝/查經：玲美/雅慧/美與/領詩：秀玉 
●週四晚上 7:30/和平/教會/主領：翠瑛/查經：延平/麗年/季玉/領詩：淑觀 
●週五上午 10:00/恩慈/教會/主領：嘉德/查經：俊明/富美/中和/領詩：建星 
●週五晚上 7:30/良善/教會/主領：菁菁/查經：美英/耀祖/靜俐/領詩：閻瑩 
●週五晚上 7:30/信實/教會/主領：曉菁/查經：景鴿/仁林/榮美/領詩：雪珍 
●週五晚上 7:30/社青/教會/主領：Elijah:Cheryl /Joshua:Gigi-Bible Study 
註：宋傳道將於週日傳送「預查」影/音檔給查經主領同工預備。 

1. 歡迎上週主日新朋友：華語堂新朋友：戴玉廣、Carrie Dong。一次歡迎，永遠
歡迎！盼望您在聖安大家庭找到屬靈的歸屬。 

2. 上週主日信息摘要：「背十架、得榮耀」經文：路 9:18-27/宋煥鑫傳道證道 
  路加福音 9:18-27 這十節經文從一個和每一個人都相關的問題開始—那就是
「耶穌到底是誰?」。之後耶穌第一次明白的告訴門徒，祂必須受苦、受死。耶
穌隨後告訴門徒需要天天背起十字架跟從祂 (路 9:23)。願在今天的信息中，聖
靈幫助我們，明白背十架的意義，並且知道該怎麼做。 

  符類福音書《馬太福音》、《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記載耶穌這段談話
都是在祂行了五餅二魚的神蹟之後，地點是在「凱撒利亞·腓立比」（參太 16:13,
可 8:27），這是黑門山麓旁的一個希臘化城市，周圍都是敬拜偶像的外邦人。敬
拜偶像是耶和華神明明禁止祂的子民不可做的事，敬拜偶像假神的人，神必要追
討他/她的罪。(出 20:1-6, 結 14:1-5 ) 
  當耶穌肯定彼得的回答，啟示自己是神膏立的基督、彌賽亞時，祂首先回應在
神的救贖計畫中，基督必須首先受苦、被殺（22 節），在耶路撒冷被釘十字架。
以色列人期盼的政治彌賽亞，期盼有一位拯救者將神的子民從羅馬帝國水深火熱
的統治當中拯救出來並不是耶穌來的目的。唯有被人「棄絕」的基督，在十字架
上付上寶血代價的耶穌，拯救神的子民脫離死亡與罪惡的挾制，脫離魔鬼撒旦的
控告，才是神所預備那終極的拯救。(來 9:22, 26 ; 啟 12:10-11) 
  耶穌在路 9:23 對眾人說的話：「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
十字架來跟從我。」是今天的核心經文。這節經文中的三個動詞，就是主門徒要
領受的應用。 
一、捨己：意味著做主門徒要為了耶穌，那位生命的救主，放棄自己的理想和目
標。 耶穌這裡講的捨己不僅僅是否定自己的欲望，乃是放下自己，尊主為大。 
二、背起十字架：要放下自己的榮耀，向自己死，和過去的老我告別。 
三、跟從主： 與耶穌同走十字架的路，效忠於耶穌的使命和目標。 
  經文當中的「天天」： 表明門徒背十架是一個持續的操練。 
  耶穌身為基督、彌賽亞，祂在人世間必須要經歷苦難，釘十架，在完成神的旨
意被復活高舉之後，得著真正的榮耀。祂來是要服事人，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今
天做主門徒，神的心意不是讓我們滿足於活著這一百年短短的好處與榮耀，神的
旨意是讓祂所創造，所揀選的人，最終與祂同在，同享永恆的生命與福樂。就如
同羅馬書 8:29-30 所說：「因為祂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祂兒子(主
耶穌基督)的模樣，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
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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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9 2143 2800 

華語 
10：00~11：20AM ★華語主日崇拜 49 感恩 200 560 600 

11：45AM~12：50PM 華語主日學 35 傳承   1040 

台語 
10：20-11:15AM 台語主日學 26 種子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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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愛心 600 500  

11：30AM~12：50PM 傳承、青少年主日學 16+19 午餐  600 300 

11：45AM~12：45PM 兒童主日學 16+3 屋頂 1300 850  

週 

 

 

間 

五 

10：00~12：00AM 恩慈小家 自 

由 

週 

賑災    

7：30~10：00PM 華語(良善、信實) ●回應奉獻： 

●屋頂奉獻：上週$2,150；累計

$11,770。 

●震災奉獻：累計$4300。 

 

 

 

 

 

 

 

7：30~10：00PM 傳承(以利亞、約書亞) 

7：30~10：00PM ROC、ROL 9 

三 7：00~09：30PM  門訓禱告會 - 

四 10：00~12：00AM 喜愛小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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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治的信心 

(路 7:1-10 /徐忠昌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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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菁菁 

★華語茶點輪值：陳靜俐 

台語崇拜(11:30AM) 

1.讚美敬拜 

2.信息：醫治的信心 

(路 7:1-10 /徐忠昌牧師） 

3.回應詩歌/奉獻禱告 

4.歡迎及報告/祝禱 

 
★台語主日學老師：楊凰吟 

★台語關懷同工：蘇成好/陳月芳 

★主日信息上載：羅耀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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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仁林 626-248-6241 

候任主任牧師：宋煥鑫傳道 626-560-1520   值月執事：閻瑩 832-877-6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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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2/23) 下週(03/19/23) 本週(03/12/23） 下週（03/19/23） 

講員 徐忠昌牧師 宋煥鑫傳道 徐忠昌牧師 宋煥鑫傳道 

禱告會   陳淑觀 羅美君 

司會 陳靜俐 裴仁林 陳翠瑛 蕭秀玉 

司琴 陳靜俐 陳靜俐 陳麗年 林雅慧 

領詩 費亞卓 羅耀祖 陳麗妝 陳翠瑛 

敬拜團 羅耀祖/姚曉菁 費亞卓/姚曉菁 楊凰吟/陳淑觀 陳麗妝/高美娟 

音控 黃佳進/戴麗峰 黃佳進/戴麗峰 林季玉/王明宗 楊凰吟/洪統雄 

招待 江美英/王美麗 曹琴弟/黃小雪 簡瑞福/陳俊明 謝素琴/陳小梅 

聖工 
本週 

03/12/23 

下週 

03/19/23 
一、 對主的認識 

 

二、 對自己的認識 

 

 

 

三、 對信心的認識 

 

值月
關懷 

裴仁林、閻瑩 裴仁林、閻瑩 

場地
垃圾 

傳承 + ROC 

詹菁蓉 

信實小家 

裴仁林、楊雪珍 

午餐
奉獻 

蘇建星、侯美慧 

費亞卓、刘星維 
黃志斌 

餐食
服務 

傳承 + ROC 

詹菁蓉 

信實小家 

裴仁林、楊雪珍 

出納 
陳小梅、裴仁林 

蔡蘭心、林季玉 

陳小梅、陳淑觀 

施成好、林季玉 

PPT
製作 

楊凰吟 楊凰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