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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惠美  

洛杉磯長老教會是一所特別蒙主憐憫、保守

和托住的奇特教會。1995年教會出版「設教廿五

週年特刊」時，孫武夫牧師在發刊辭上，形容當

時教會的處境誠如保羅在哥林多後書第六章第9-

10節所描述的：「似乎不為人所知，卻是人所共

知；似乎要死，卻是活著的；似乎受責罰，卻是

不至喪命的；似乎是憂愁，卻是時時快樂的；似

乎貧窮，卻是叫許多人富足的；似乎是一無所

有，卻是樣樣都有的 」，但經過廿五年後的今

天，再次來看看我們目前教會的現況，除了處境

更加險峻和艱困，以及會友人數有些變動之外，

其他與廿五年前孫武夫牧師引“哥林多後書第六

章第 9-10 節 ”所描述的景況，沒有太大的差

別；感謝主的恩典，至今兄姐們愛主愛教會的心

意，一本初心；不論境況如何變遷，總是堅靭、

勇敢和信心的面對，服事的棒子，也一路傳承；

回首五十年的歲月，實在是主恩滿徑，數算不

盡。 

洛杉磯長老教會的會友對教會有一份特殊的

感情，就是家不在教區之內，但總是不辭路途遙

遠，甚至不會開車，也要轉兩、三次公車來到教

會，長年如此，十分不易；教會目前會友人數雖

不多，約 80-90 位，但卻有不同的年齡層(老、

中、青、兒童)，以及使用三種不同語言(台、

華、英)的兄姐在此一起敬拜和事奉，一起交陪

和分享，不論是先來或後到，大家彼此關懷，彼

此扶持，成為在主裡的一個大家庭，這種家的感

覺十分寶貴；然而近年來由於環境的變化，以及

會友年齡的老化，教會的發展漸漸的遇到瓶頸，

但是我們深愛這個主的家，雖不知明天將如何？

相信凡事主掌管；如果主仍要賦予洛杉磯長老教

會任何新的異象和使命，我們必會順服主意，與

主同工，並相

信祂會開路和

帶領，因為在

祂沒有不能成

就的事。 

五十年的

時光不算短，卻也飛逝而過，我們務要愛惜光

陰，努力不懈，不負主託；特別是在迎接「設教

五十週年」的重要時際，除了數算主恩，獻上感

謝之外，更應該要有所省思和檢討，詩篇第 90

篇第 12 節：「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

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我們應該求主指

教，怎樣數算自己有多少日子在主的面前是算數

的？是合主心意的？唯有得著主的指教，才能得

著智慧之心，也才能真正行在主的旨意上，這樣

的日子才是主所算數的，也是主所喜悅的；但願

我們更謙虛的來到主前不住的禱告，求主指教，

領受智慧，使我們教會前面的道路更蒙神喜悅和

祝福！ 

以弗所書第三章第 17-20 節：「使基督因你

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裡，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

基，能以和衆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

高深，並知道這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便叫一

切神所充滿的，充滿了你們。神能照著運行在我

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

求所想的」，聖經上明記著上帝有如此豐盛的應

許，我們就應該堅定信心，靠着聖靈，勇往直

前，領受應許；況且主既已帶領了我們走過不論

是爬山或涉水的五十個年頭，今天只要我們仍

願、我們仍肯，專心仰望、努力跟隨，相信恩典

滿滿的主，也必會再次引領我們邁向另一個更能

見証主恩、榮神益人的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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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Forward with Courage and Receive God’s Promises 

Phoebe Chiu    Translated by Philip Lee

Formosan Presbyterian Church in Los Angeles 
(FPCLA) is a unique church that has been protected and 
kept by God’s wonderful mercy. In 1995, in an article 
published for FPCLA’s 25th year anniversary, Rev. Wu 
Fu Sun described the situation that our church faced 
with the words in 2 Corinthians 6:9-10 where Paul said: 
“known, yet regarded as unknown; dying, and yet we 
live on; beaten, and yet not killed; sorrowful, yet always 
rejoicing; poor, yet making many rich; having nothing, 
and yet possessing everything.” When we looked at our 
current situation in 2020, other than the fact that our 
numbers have decreased somewhat and our challenges 
had become more acute, the problems we faced today 
were more or less the same as those twenty-five years 
ago; the words that Rev. Sun quoted from 2 Corinthians 
6: 9-10  were still relevant today as they were back then. 
Thanks be to God,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love for the 
Lord and church have not wavered throughout the 
years, no matter what the situations may be, we have 
passed down the baton of serving and have raised-up to 
the challenges with perseverance, courage, and faith. 
How immeasurable the fullness of the Lord’s grace has 
been when we looked back on the past fifty years! 

FPCLA members have always had a special 
affinity for their church. Even though many of them 
lived far away from the church, they would not be 
deterred by the long drives. For those who did not drive, 
they took the city bus to church every week, often 
requiring two or three bus transfers. These long 
commutes were not an easy feat to sustain, yet they have 
done it year in and year out. Although the church has 
relatively few members, about 80 to 90 individuals 
spreading into four age-groups: seniors, mid-age, 
youths, and children, and three language groups: 
Taiwanese, Mandarin, and English, they would worship, 
serve, fellowship and share together as one. Regardless 
of the date on which they became a member, they cared 
for and supported each other in this family of Christ, 
where the feeling of home was held dear to their hearts. 
Although FPCLA has gradually ran into a bottleneck in 
recent years in church growth as our environment has 
changed and members aged, yet our love for this house 
of the Lord is so immense such that if the Lord 
continues to call on us and grant us new visions, we will 
surely be submissive to His will and work closely with 

Him, for we know God is in control of everything. Even 
though we do not know what tomorrow will bring, we 
believe that God will show us a way, because in Him 
everything is possible.  

Fifty years is not a short time span, yet it passes in 
the blink of an eye. Therefore, we must treasure the time 
we have, work hard, and take up the responsibility that 
the Lord has entrusted us. Especially at this memorable 
moment of our 50th Anniversary, we should not only 
count our blessings and offer our gratitude to the Lord, 
but also reflect and examine upon ourselves. In Psalms 
90:12 it says: “Teach us to number our days, that we 
may gain a heart of wisdom.“ We need to ask the Lord 
to teach us how to number our days so that we may 
know which days are truly acceptable and pleasing to 
the Lord. And only by understanding God’s teaching 
would we gain a heart of wisdom and truly walk on the 
path in accordance with God’s will, and live out our 
days that are truly acceptable and pleasing to the Lord. 
Let us hope that we will come before the Lord in 
humility and pray unceasingly, ask the Lord to show us 
the way and grant us wisdom, so that the path before us 
will be filled with God’s delight and blessings! 

In Ephesians 3:17-20, it says: “so that Christ may dwell 
in your hearts through faith. And I pray that you, being 
rooted and established in love, may have power, 
together with all the Lord’s holy people, to grasp how 
wide and long and high and deep is the love of Christ, 
and to know this love that surpasses knowledge—that 
you may be filled to the measure of all the fullness of 
God. Now to him who is able to do immeasurably more 
than all we ask or imagine, according to his power that 
is at work within us.” The Bible has clearly revealed 
that such amazing promises await us. We therefore 
should strengthen our faith, go forward with good 
courage and receive those promises. Furthermore, since 
God has already led us through the peaks and troughs 
of good times and bad in the last fifty years, as long as 
we are still willing, still wanting, continue to fix our 
eyes on Jesus  and follow Him incessantly, our Lord, 
who is full of grace, will surely lead us toward another 
fifty years where we will continue to bear witnesses for 
His grace, and be a vessel for helping man and honoring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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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明遠牧師  

經文：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

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

所以得著我的。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

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

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

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腓立比書 3:12-14） 

第五十年你們要當作聖年，在遍地給一切的

居民宣告自由，這年必為你們的禧年，各人要歸

自己的產業，各歸本家。第五十年要作為你們的

禧年……因為這是禧年，你們要當做聖年，吃地

中自出的土產。(利未記 25:10,12) 
1945 年，岡德哈格  (Gunder Haggy Arne 

Andersson)打破世界紀錄，以 4 分零 1 秒 4 跑完

一英哩，專家認為「4 分鐘」是人類身體和生理

的極限，成為著名的「4 分鐘障礙」，或「四分

鐘魔咒」，所有生物學家、體能專家、運動員都

深信不疑。直到 1954年 5月 6日，大英帝國運動

會在加拿大溫哥

華舉行，兩名運

動選手同時在 4
分鐘內跑完 1 英

哩，破紀錄的兩

位 跑 者 分 別 是

Roger Bannister
和 John Landy，
英國醫學院學生

Bannister ，首先

以 3 分 59 秒 4 突

破了人類的障礙，被喻為「神奇的 1 英哩」(The 
miracle mile)，除此之外，這場比賽還發生了一

個小插曲。 
當起跑槍響後，Landy 原本一路領先，當他

繞過最後一個彎道，準備終點衝刺時，突然聽見

後面腳步聲追近，冷不防地往左邊看了一眼，

Bannister 瞬間從右邊超越，率先抵達終點贏得冠

軍，這個經典畫面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

著標竿直跑」的最佳闡釋。 
洛杉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於 1973 年 5 月 20

日正式昇格堂會，是 PCUSA 第一間接納的台灣

人教會，從初次聚會(1970 年 8 月)，進而制定教

會組織章程，自 1971 年 3 月開始申請，於同年 5
月得到 PCUSA 的認可與輔導。著手擬定宣教計

畫，並且聘請首任組織牧師(1971 年 9 月)，憑藉

著向骨肉之親傳揚福音，以及延續台灣人信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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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熱誠，申請過程長達三年，在創會元老的同

心服事下，終於完成目標，轉眼之間，教會邁入

第 50 年。 
回顧教會歷史，在 70 及 80 年代，移民潮湧

入美國，當時教勢興旺，會友多達 250 人，同時

以三種語言聚會，其間還陸續開拓了柑縣、南灣

等教會，然而，從 90 年代起，移民潮逐漸減

少，教會轉型也碰到瓶頸，短短幾年，英文部陸

續出走，這是移民教會在轉型及突破過程中，必

然經過的陣痛期。感謝神，藉由歷任牧師的恩賜

與負擔，與長執同心配搭下，培育出洛杉磯教會

的屬靈生命和特質，同時完成主在不同階段，所

託付的使命與呼召。 
保羅說「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

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

以得著我的。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

了」，保羅的比喻讓我們想到：在最後的衝刺，

跑者使出力量向前衝，直到穿越終點線，保羅的

比喻重點在於：他不是追求「完全」，因為沒有

一個人是完全人，乃是「堅持不懈」，緊緊抓住

目標，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這句話的原文

有一個含意，保羅形容他自己被基督緊緊「抓

著」，奔跑的目標是「基督」，奔跑的獎賞也是

「基督」，這正是保羅一生目標所在，除了基督

之外，其他東西都是次要。保羅點出教會最重要

的使命--知道自己的目標。有了目標就不會迷失

方向，因為清楚目標及使命，很快知道如何做取

捨，一旦訂定目標，就要全力衝刺，奔向終點的

標竿。 
如今我們所面對的挑戰，和 50 年前的移民

環境截然不同，起初從上帝領受的呼召，當時所

堅持的「台灣人、台語」，凸顯台灣人教會的特

色，50年後的今日，整個世界逐漸變為一個地球

村，「多元文化、多元社會、多元族群、多元價

值觀」成為整個人類社會的大趨勢，形成目前台

灣社會的新主流和特色，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和教會，面對新的挑戰，不斷蛻變與成長，進而

發展出城鄉教會的不同特色。 

欣逢洛杉磯教會慶祝設教 50 週年，利未記

25:10, 12 說「第五十年你們要當作聖年，在遍地

給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這年必為你們的禧年，

各人要歸自己的產業，各歸本家。第五十年要作

為你們的禧年……因為這是禧年，你們要當做聖

年，吃地中自出的土產。」禧年是宣揚奇妙的釋

放，彼此不要虧負，使我們能歸回神，歸回我們

的家，歸回神所賞賜的產業，迎接禧年的同時，

求神開啟我們的屬靈眼光，我們要追尋更美、更

大的目標：完成上帝呼召洛杉磯教會的新使命。 
最後以「新龜兔賽跑」與大家分享：有一

天，烏龜和兔子在路上偶遇，兩人開始閒聊，不

知不覺說到誰跑得比較快，於是兔子邀烏龜比賽

跑步，一開始，兔子大幅領先，但不久後，兔子

便開始輕敵，認為即使小睡片刻，烏龜也追趕不

上，便躺在路邊睡覺，結果烏龜慢慢趕上，等到

兔子醒了時，烏龜已經到達終點了。 
但故事尚未結束……兔子輸掉比賽後，痛定

思痛，邀請烏龜第二次比賽，這次兔子全力以

赴，一口氣跑到終點，贏得冠軍。賽跑結束後，

烏龜不服氣，選定新的路程，邀請兔子第三次比

賽，兔子同樣快速奔馳，一路領先，沒想到碰到

一條河，被擋在岸邊，烏龜從後面趕來，躍入河

中游到終點，奪得勝利。 
三次比賽之後，烏龜與兔子變成無話不談的

好朋友，他們決定共同找出更有效率的方法，於

是安排第四次比賽，兩人從競爭對手變成團隊隊

友，首先由兔子背著烏龜，在陸路上飛馳，很快

來到河邊，換成烏龜背著兔子過河，兩人相互合

作，既輕鬆又省力，以最短時間抵達終點。 
這個比喻好比教會的縮影，有人慢、有人

快、有人有經驗、有人有活力，有人善於計畫，

有人執行力強，唯有敏銳聖靈的感動及帶領，有

時放慢腳步，有時邁步前進，整合教會的事工，

從競爭對手變成一個強有力的團隊，讓我們彼此

謙卑，放下個人意見，同心努力，勇敢邁向新禧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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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ystery for Formosan Presbyterian Church in Los Angeles 

Rev. William Lew

  I was listening to a sermon 
and the pastor was preaching 
against the practice of church 
hopping (where a person 
regularly moves from church to 
church and never commits to a 
single church home).  The 
preacher said,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perfect church because 
as soon as you get there, it’s not 
perfect anymore.”  The 
implication is that we are all 
imperfect humans.  We all need a 
spiritual home where we belong 
and where we can grow because 
all of us have spiritual and 
emotional needs.  

  God reveals to us that the church is a mystery.  
Ephesians 5:25 tells us that Christ “loved the church 
and gave Himself up for her to make her holy.”  Jesus 
wants us to be the church radiant, holy and blameless 
(v. 27). To this end, Christ “feeds and cares” for the 
church (v. 29).  The Bible declares that the greater 
and deeper enigma is not marriage b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rist and the church: 
Ephesians 5:32, “This is a profound mystery--but I 
am talking about Christ and the church.”  The church 
holds a pivotal position in God’s work as God reveals 
Himself, His wisdom and His salvation through the 
church (Ephesians 3:9-10, “to make plain to everyone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is mystery, which for ages 
past was kept hidden in God, who created all things. 
His intent was that now, through the church, the 
manifold wisdom of God should be made known”). 
The clues to the mystery include the fact that Christ 
is the head of the church (Colossians 1:18, “And he 
is the head of the body, the church; he is the 
beginning and the firstborn from among the dead, so 
that in everything he might have the supremacy”) and 
we are His members and that Christ is the groom and 

the we are His bride (Revelation 
19:7).  Another clue to the 
mystery is that we can realize 
our promise and our potential 
when empowered and led by the 
Holy Spirit and when we honor 
and defer to each other 
(Ephesians 5:18, “Be filled with 
the Spirit; Ephesians 5:21, 
“Submit to one another out of 
reverence for Christ”).  In our 
church today, we can experience 
a preview and a foreshadowing 
of the future realization of the 
Kingdom of God where the 
kingdom of this world “has 

become the Kingdom of our Lord and of His Christ” 
(Revelation 11:15). 

A king decided to set aside a special day to honor the 
greatest subject in his kingdom.  When the big day 
came, the finalists gathered in the crowded palace 
courtyard.  The first candidate was a wealthy 
philanthropist who had given much of his wealth to 
the poor.  The second person was a beloved physician 
tended the sick with dedication and compassion.  The 
third candidate was an honored judge who was 
famous for his fairness and wisdom.  The last person 
presented was an elderly woman. Everyone was quite 
surprised to see her there because whose manner and 
dress were quite modest.  Everyone, including the 
king was curious why she was a candidate for the 
honor of the greatest subject.  The king asked who 
she was.  The answer was that she was the teacher of 
the philanthropist, the doctor and the judge.  She had 
no wealth and no royalty, but she had unselfishly 
given her life to others.  We thank God for the Sunday 
teachers in our church who give so sacrificially to 
others. 

  The head of the church family is Jesus Christ, 
the Lamb of God who sacrificed Himself to save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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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our sins.  Jesus not only declares that He is the 
Builder of the church but He also empowered the 
church with authority to restrict evil and set free 
divine blessing, Matthew 16:18-19, “I will build my 
church, and the gates of Hades will not overcome it.  I 
will give you the keys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whatever you bind on earth will be bound in heaven, 

and whatever you loose on earth will be loosed in 
heaven." 

  Sometimes songs of worship can help us 
experience the love of our Savior.  One song in 
particular helps my heart sense how much Jesus loves 
the church: 

The Church’s One Foundation (Samuel John Stone) 

The church's one foundation is Jesus Christ her Lord; 
She is his new creation by water and the Word. 
From heaven he came and sought her to be his holy bride; 
With his own blood he bought her, and for her life he died. 
Elect from every nation, yet one o'er all the earth; 
Her charter of salvation, one Lord, one faith, one birth; 
One holy name she blesses, partakes one holy food, 
And to one hope she presses, with every grace endued. 

  The first time I walked in the sanctuary of FPCLA, 
I prayed and asked God, “Is this where You want me to 
be?”  I was not just asking is this where you want me to 
preach; I was also asking if this where I belong. Is this 
would be my spiritual home and where I could be part 

of a spiritual family.  I feel honored and tremendously 
blessed to be a part of our church.  Thank you, Lord, for 
the love and support that You have given me through 
the years at FPCLA.

   

2019 Committed to Christ (委身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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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明志

我是 1986 年來到洛杉磯定居。從那時，我

就一直在洛杉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聚會。30多年

來常常聽到教會弟兄姊妹說我們教會是「港口教

會」。起初聽到時，我常以為這樣的說法是因為

我們教會是位於洛杉磯，有港口，所以如此稱

呼。只是，認識主的時日越長，越覺得這個稱呼

很有意義。所以，想透過港口的三個特色在此慶

祝教會設教 50 週年的時候分享一些自己的想

法：  

一、港口是一個接觸點 

港口是一個接觸點，是一個地區與外面世界

的接觸點，一個人來人往的接觸點。因為是一個

接觸點，它同時也是一個許多文化，許多價值觀

同時存在，彼此激盪，衝擊的地方。所以，歷史

上出名的港口，不論是東方或西方，都有一個共

同點，它們呈現多元文化的成就，例如建築風

格，藝術雕刻，或其他的；同時，它們也經常是

道德與社會秩序混亂的地方。這些現象告訴了我

們港口同時接受許多的信息，這些多元文化在沒

有絕對標準的審度之下，有可能成就了百花齊放

的萬花筒世界，也有可能造成無差別道德觀的混

亂。這些現象也使港口作為一個接觸點又同時傳

達許多的信息，無關的多元，矛盾的多元，像是

各取所需，其實是各隨己意，偏行己路的亂象。 
教會也是一樣，是一個接觸點，是神國和罪

惡權勢下的世界的接觸點，也是罪人和基督的接

觸點。因此，教會也是面臨許多不同的價值觀，

經歷著與這些價值觀的接觸與衝擊。在這些多元

價值觀的挑戰與衝擊中，教會因著從主耶穌所領

受的使命，就必須一樣一樣的去檢視與審度，然

後從聖靈及聖經來領受智慧與取捨，決定教會在

這個價值混亂的時代，教會如何因應挑戰來忠心

的傳講神所託付的信息。若非神眷顧的恩典，這

不是靠著人的智慧所能做的決定。然而，神已經

將教會放在這樣的一個接觸點的位置，為要透過

教會將從神領受榮耀的真理與滿有恩慈的福音宣

揚見證出來，在這個罪惡橫逆的黑暗世代中作一

個神所設立中心的燈台，將所有在黑暗中失迷的

人引導回主耶穌基督及祂的真理裡，因為耶穌基

督自己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

再黑暗裡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約翰福音

8:12) 

感謝主，50年來，洛杉磯教會也是站在神國

與世界之間，接納著來來往往的鄉親，提供過路

客休憩歇腳並接觸福音的服事。在紛紛擾擾的價

值觀的衝擊裡，感謝神給洛杉磯教會很多學習服

事的機會與功課，操練如何捍衛聖經真理，維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牧長篇  PASTORS AND ELDE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8 - 

講壇聖潔，提供會友屬靈裝備與成長，以及擴張

神國，廣傳福音的服事。 
50年來，靠著神的恩典，洛杉磯教會雖然人

數不是很多，也在南加州對外植堂兩次，一次在

70年代，開拓了現在的橘縣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一次是在 80 年代，開拓了現在的南灣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為了教會在 50 年之間在神面前如此

蒙恩滿心感謝讚美主！  

二、港口是一個避難所 

  大部分的港口都是海港，在港口的防波堤外

就是大海，海上常常是氣象萬千，風起雲湧，變

幻莫測！因此，每當海象險峻時，港口就成了海

上航行船隻的避難所。不但如此，即便風和日

麗，港口也經常是那些在海上遠途航行船隻的修

護補給站。因著港口，這些遠航船隻可以重新整

裝再發，繼續他們的旅途以完成他們的遠航使

命！ 
  教會也是如此。除了是一個神國與世界的接

觸點外，教會也是天路客在天路歷程中的避難

所，更是聖徒靈命的修補站。聖經教導我們，每

一個基督徒的人生都有意義與使命；也教導我

們，在這個天路歷程中，基督徒是時時刻刻的處

在屬靈的爭戰中。因此，教會必須站穩在神的恩

典與真理裡面，靠著聖靈的大能與引導，透過關

懷與教導來保護靈命弱小的聖徒，提供在屬靈爭

戰中疲憊的基督精兵休息得力的團契，裝備蒙召

受差遣的基督使者作神在神國各樣事工所需貴重

大有能力的器皿。 
  感謝神，50年來，神帶領了成千上百的聖徒

來到了洛杉磯教會，讓教會成為神為祂自己的兒

女們所預備那安慰，醫治，裝備，造就，與差遣

的燈台。雖然教會自己人數不多，但是在洛杉磯

教會來來去去的天路客的生命裡，在這間教會的

來去之間都是滿有神的愛與感動，生命益發充

實，對神的真理的認識與體會更深，也與神更親

密。雖然每個人來去之間的期間長短不一，但是

在這間教會短暫的停留卻能成就神為祂自己在其

他地方的教會所預備的祝福，誠心所願！ 

三、港口不只是為自己存在的 

  港口從來不是單單為自己存在的。在每一個

港口的後面都有一塊廣大的腹地依靠著港口的供

應來生存及發展。因此，在港口的規畫經營中，

腹地經濟發展的需要與產業結構的特色等都是必

須考量的要件。這一點在近代科技日新月異的世

代裡特別明顯，其中尤其以電子商務發達後，各

個行業在倉儲物流分配的規劃在其經營模式裡扮

演著關鍵的角色，港口也因著作為這個轉運的角

色，對本身和其腹地的經濟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

重要性。 
  教會也是一樣，教會不是為了教會而存在

的。主耶穌在大使命裡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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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父子聖靈的

名、給他們施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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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福音 28:18-20) 

  從這個大使命的字義來看，教會最少有兩個

使命：1) 傳福音，帶領人歸主，以及 2) 教導聖

徒明白並遵守神的真理。其實，就連第二項的教

導也是為了讓聖徒能更有效地成為主耶穌基督救

恩的見證人，使教會能更有效的達成第一個使

命。至於教會其他的事工，就像教導一樣，都是

為了幫助教會達成她的使命而必須有的支持性功

能。既然使命是主耶穌所交付的，教會的存在就

是為了主耶穌的心意而有的。因此，教會在一切

的事工規劃裡都必須從她的使命來評估。任何的

科技或近代的敬拜方式，都只是達成教會使命的

工具。教會所必須思考的是，如何的運用工具可

以更有效地完成神所託付的使命。 
  感謝主，50年來，洛杉磯教會不論是在早期

透過南加州同鄉的聯誼活動，或是在後來的文字

事工以及最近的網路事工，教會一直在思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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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效的使用我們所有的工具來將主耶穌基督的

福音傳揚出去。這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值得感恩

的，因為在教會資源有限的情形下，如何因應這

個世代的溝通模式來有效並且忠心的將主耶穌基

督的福音傳揚出去是教會最重要的課題。感謝

主，50年來教會的領導團隊一直謙卑的在思考，

學習這個課題。 

四、結論 

  50年了！或許有人喜歡用人數，用禮拜堂的

大小，美觀來作為對教會評估的標準。但是，作

為一間港口教會，我們的使命真的是在人數的多

少？禮拜堂的大小與美觀？還是，我們是否忠於

神對我們的呼召作一個神國與世界有效的接觸

點？我們是否真心愛護每一位神帶領到我們中間

需要醫治的，需要安慰的，需要栽培的每一位天

路客，給他們休養得力的避難所？我們是否忠心

的鎖定主耶穌所託付的使命，讓我們服事神與神

國的路途上拋棄一切的累贅，全力向主耶穌基督

為我們教會所插的標竿直跑？ 
  或許洛杉磯教會所做的還不夠好，但是，因

著數算主 50 年來的恩典，教會的領導團隊從未

放棄過學習，因為這個失落的世代的需要清楚地

在我們的眼前，主耶穌的呼召言猶在耳，我們必

須要更謙卑，更順服，讓聖靈親自在我們教會掌

權引導。 
  不論過去的 50 年是多好，或多不好，感謝

主願意存留我們到今日，繼續使用我們。所以，

我們向主呼求，求主繼續在祂的教會裡興起祂的

僕人，彰顯祂的心意與大能，聖化祝福洛杉磯教

會使這間港口教會可以再有 50 年服事榮耀主的

見證！  

2019 教會長執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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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冠飛  

感 恩 

  正逢教會慶祝設教 50 週年的時候，數算這

50年的歲月，每寸光陰都應該向父神獻上感恩的

祭。因爲我們所信的基督，祂慈愛的扶持下，愛

主愛教會的衆同工團隊和衆兄姊一起為主的教會

建造了美好的根基，才讓我們的教會在這半世紀

以來茁壯成長。期間也分設了柑縣與南灣這兩個

教會。 
  首先，當感謝父神，50年來祂親自的保守與

帶領，讓我們的教會在這異鄉興旺福音。同時也

感念信仰前輩們，在創會時那段辛苦的心路歷

程，並落實從台灣來的移民信徒，能在此用母語

敬拜上帝的異象。感謝主，50年前創會的先輩，

他們開設洛杉磯第一間台美人長老教會，今天還

留守在教會的兄姊有：昭俊長老、翠玲姊與百合

姊，而高光民長老已安息主懷。願主紀念他們的

手所做的善工。另有一位留在柑縣分會的李宗派

長老，他常提到，移民教會就是神所呼召的教

會 ; 正如耶和華對亞伯蘭的呼召，是隨神意而移

動的教會 、 是要離開本地、本族、父的家的教

會、是神要帶領我們到流奶和蜜的迦南地、是神

要祝福的教會。不管你是出於什麼動機，是為了

子女的教育機會或是家族團聚、還是留學、創業

來移民，你是否思考過，這是父神向我們的呼

召？願我們繼往開來，同心協力一起來建造更美

好、更榮耀父神的教會。 

回 顧 

  在這 50 週年感恩紀念的時刻，也是數算神

恩、頌讚祂的慈愛、憐憫，特別感恩的日子。相

信教會衆肢體、同工，必定會為這邁入 50 歲仍

繼續茁壯、不斷成長的孩子來歡呼。行走天路，

我們不怕路途有風浪，因為有父神與我們同在，

風浪就平靜、同舟共濟，我們一起寫下了可歌可

頌的一頁。已經 50 年了，感謝父神五十年來與

我們同行。 
  1982年 7 月，我們全家移民來到洛杉磯，那

時候子清長老帶我們到以馬內利教會去參加主日

崇拜，才知道原來那裡是我們教會被人縱火後暫

時聚會的地方。直到 1985年 2月 3日教會修建完

成後才回到原址來敬拜上帝。真快，一眨眼竟然

過了 38 年。在這 38 年裡，參與教會各肢體的事

工事奉，想當年的聖歌隊是那麼的活躍，曾經演

唱過：「耶穌基督」、「彌賽亞」、「無比的

愛」、「拿撒勒人耶穌」、「以利亞」等等神

曲，到處受邀聯合演唱，帶動了不少洛杉磯移民

社區的台美人來教會參加聚會。手鐘團和室內管

弦樂團也是一樣，他們常常舉辦讚美禮拜活動，

讓會外的子弟也有參與的機會，讓教會的教勢茁

壯起來。甚至本教會所屬美國長老教會總會也曾

派人來教會拍攝管弦樂團在禮拜中演奏情形，以

便做為在總會及世界各國各地佈道之用。願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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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一切皆歸於天上父神。教會也曾與台美長宣

會合組台美兒童合唱團，當時惠麗長老也曾擔任

過指揮，常常受邀參加同鄉會的活動，獻唱臺灣

民謠，很受歡迎。以上所列都是本會在過去幾十

年中經歷的父神恩典、青少年們在移民社區裡，

一起在傳福音上美好的見證。讓我們念念不忘，

很可惜，如今這些事奉不再，都成為我們記憶中

的回味。 

展 望 

  今天教會面臨高齡化，在教勢發展上遇到瓶

頸，年輕人不能適應我們的敬拜方式，他們不講

台語，加上年長者在現代科技的傳達方式無法與

他們有好的溝通，年長者這一代跟不上時代的潮

流，讓年輕人紛紛離開去加入主流教會，回想起

幾十年前 Wilshire Crest 教會向中會提出教會要解

散時，中會將教會財物交給我們使用管理的事，

記憶猶新，這些事就好像在提醒著我們。現今教

會邁向不可逆的老化趨勢，衆牧者也紛紛退休

了，教會沒牧者，信徒也跟著流失，台語禮拜使

年輕人不再走進教會，教會墨守成規的聚會形式

與體制，似乎成了青年人聚會、服事的絆腳石。

期勉大家能共享資源、彼此扶持、互為夥伴，讓

我們尋找出一起傳承轉化、跨代同行、跨越艱

難，再次創出輝煌台美人教會的宣教奇蹟。 
  初代移民教會有不懂英語者，就用自己的母

語來保住他們過去傳統的敬拜習慣，為保住他們

自己的文化習俗和躲避外界社會的輕視而設立。

我們台美人教會設立也不例外。但是詩人如此

說：「世世代代都要宣揚上主的作為，都要傳佈

上主大能的事」。台美人教會更應擴大視野，突

破超越族群文化，向世人來佈傳福音，代代相

繼，讓人人因台美人教會得福，來回應上主向我

們的呼召。回顧我們的教會曾經走過而留下的腳

蹤，有數算不盡的感恩。今天面臨教勢無法發展

的瓶頸，第一代移民老化，面臨教會轉型與傳承

的問題，是否在宣教策略上應有所調整，教會雖

然有英語的輔導牧師，可是英語部好像留在主日

學的單元，僅輔導成長中的年輕人而已，因此年

紀大一點的年輕人相率離開父母的教

會，到能獲得靈糧與屬靈生命照顧的

英語教會去。教會必須認清第二代子

女與第一代移民之間有相當大代溝差

距的事實。教會的延續不能出問題，

因為年輕人是我們明日的教會。 
  相信今天台美人衆教會，必定也

同樣面臨老化的危機，因為年輕人的

「文化認同」和「民族認同」與第一

代的移民有顯著的差異，教會第二代

子弟信仰傳承如何因應，是個警訊。

 
洛杉磯教會創會元老之二： 

高光民長老與蕭百合長老娘 

 
兒童合唱團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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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年輕人跑光了，教會又不能積極推動向講台

語的未信者傳教，帶領他們歸主，教會解散是指

日而待。年邁的老人也就無人牧養了。這也是在

2003 年，我們教會帶領 TPC 各教會針對台美人

教會何去何從，舉辦多次的研討會的原因。願我

們迫切向主求討，祈求聖靈帶領，為了明日的教

會及教會轉型為英語禮拜，應有所準備。若教會

以台語禮拜為主的台美人教會，與以英語禮拜為

主的第二代台美人教會共存，並在一個共同小會

治理下，發展宣教事工，各自有獨立的同工會，

這樣的安排與結合，可能是第一代台美人最願意

看見的遠景。特別是我們的教會硬體又是被列為

古蹟建築物，在不可隨便修建下，如何規劃出一

些空間來陳列或擺設一些台美人教會的文物資

料，做為提供給台美人移民子孫們來此尋根的小

博物館，應該是件很有意義的事。如果我們設有

基金會來支持管理的話，應該是可行的。 
  有個模式也是我們教會可以考慮的，或是促

動TPC所屬各教會聯合來促成台美人為主的新設

英語教會，並接受當地所屬中會來配合支持。這

個教會豈不是我們台美人教會在這迦南地永屬性

的台美人教會嗎？自然這個台美人英語教會可能

慢慢的會成為泛亞教會，久而久之，最終也可能

變成泛美教會。這不是好或不好的問題，因為我

們選擇美國為我國，是遲早會體驗到的結果。身

為台美人的教會，更應迫切向父神

禱吿，願美國回到昔日清教徒移民

到此地時的信仰初衷，以基督立國

的精神來領導整個世界。這次新冠

肺炎病毒肆虐整個世界，美國也陷

入了史無前例的危機，有如面臨第

三次世界大戰，人人自危，生命不

保，也好像面臨末日要來的光景。

川普總統 3 月 13 日宣佈全國進入緊

急狀態，宣告 15 日為全國禱告日，

並親自帶領全民一起向父神禱告，

仰望父神施恩憐憫、保護、賜給我

們力量、讓瘟疫快快過去，不再有死亡、不再有

哭泣。看見總統能謙卑在主前認罪、讓父神來掌

權、願禱告的火、復興的火再次點燃在我們生命

中，讓全美國甚至全世界各國都平安。感謝主，

看見川普主動帶領人民回到信心的禱告來就近

主，真是難能可貴，是我們所樂見的事，哈利路

亞，讚美主。 
  但願今天台美人教會教勢衰弱的危機能化為

轉機，讓我們謙卑在主前向主求討，求主教示我

們怎樣數算我們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

心，讓我們看見新的異象，在宣教事工上有新的

突破。相信父神必定不辜負我們肯付出心血、悅

納我們為主傳福音、事奉主的心。願主施恩、願

聖靈帶領、為我們教會開創出新的時代事工，將

此榮耀全歸給天上的父神，阿們！ 

 
早期聖歌隊受邀在長堤國際交流會演出 

 
洛杉磯教會管弦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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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蒙福的教會 一所歷史性的教會 一所焚而不燬的教會 

邱惠美、李永碩整理   

 
前言 

  座落在洛杉磯市西區 Olympic Boulevard 和 
La Brea Avenue 交叉口附近，有一座建築物聳立

在 Olympic 街道的北面，是一所屋頂高聳的教

堂，她就是 50 年前即已屹立在此的「洛杉磯台

灣基督長老教會」英文名稱為“ Formosan 
Presbyterian Church in Los Angeles” 。 冠 以

Formosan 而不是 Taiwanese 自稱的台灣人教會在

目前比較罕見，這種名稱的使用不單是對故鄉台

灣的懷念，也反映了該教會成立的年代，因為在

1950、1960 年代 Formosa 是歐美國家對台灣的主

要稱呼。她是一所以台語為主的台灣人教會，也

是一所歷史悠久、保有高度台灣文化及族群認同

的教會。 

教會的創設 

  洛杉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簡稱為洛杉磯教會

或 Olympic 教會，於 1973 年 5 月 20 日正式昇格

為堂會，是全美國第一間被美國聯合長老教會

(PCUSA)接受為堂會的台灣人教會。PCUSA 是

全國性的組織，也是美國基督教主流教派之一，

要成為其旗下的一所正式教會必須經過嚴謹的審

核過程，因此洛杉磯教會創會歷程長達三年之

久。從初次聚會(1970 年 8 月)，進而制定教會組

織與章程，然後積極爭取 PCUSA 的承認與輔導

(1971 年 5 月)，擬定正式的宣教計畫，以及聘請

首任組織牧師(1971 年 9 月)等事工，在一群創會

元老的手中，憑著一股傳播基督福音，以及延續

台灣人基督徒信仰使命的熱誠，不辭勞苦奮鬥之

下完成了。洛杉磯教會創始人之一張瑞雄牧師於

1970年任職加州中部Fresno衛理公會，但鑒於當

時廣大洛杉磯地區並無完全屬於台灣人的教會，

張牧師前來洛杉磯協助試辦台灣人教會，首次聚

會於 1970年 8月 9日在 Normandie Avenue和 35th 
Street 的 Centenary United Methodist Church(衛理

公會教會)舉行，此次聚會便成了歷史性的創始

點。當時積極參與支持張牧師開拓事工者有高光

民、陳昭俊、葉思雅、李宗派、許文彬、王春

雄、吳政彥以及賴信雄等人。 

  洛杉磯教會的會友對這棟教堂充滿了情感，

因為早在 1971年 7月太平洋中會還在輔導的時期

他們就在此處聚會了  ; 當時這裏是一所叫做

Wilshire Crest Presbyterian Church 的美國人教

會，透過他們的邀請，洛杉磯教會得以入駐此

處。上帝奇妙的安排，Wilshire Crest 因連年會友

遷往外地，會員人數銳減，1974年向中會申請解

散，中會決定將教堂以及一切設備悉數交由洛杉

磯教會使用。 

信心的考驗與重建 

  有了專屬的教堂並不代表從此過著高枕無憂

的日子，在 1982 年 4 月 19 日凌晨驚傳教會禮拜

堂遭人縱火，消防隊出動了 8 輛消防車全力搶

救，等到火勢撲滅後禮拜堂早已面目全非了。當

下洛杉磯教會面臨重大的信心考驗，撇開教堂重

建艱鉅的事工不說，接下來連下一場禮拜要在哪

裡舉行都不知道。後來透過太平洋中會的協助，

從 1982 年 4 月 25 日起，洛杉磯教會借 Immanuel 
Presbyterian Church (以馬內利長老教會)副堂聚

會，一直到 1985年 2月 3日才遷回原址，教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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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整整花了 2年又 10個月的時間。經過這一次火

煉的信心考驗，教會建立了更堅強傳播基督福音

的意志，對聖經真理所教導的，在患難中建立堅

韌不拔的信心與毅力有了更確切的體驗。也讓會

友對聖經記載關於摩西在何烈山上看到荊棘焚而

不燬的屬靈涵義有了更深層的認識，對他們來說

焚而不燬不是一種口號，而是一種信仰的力量，

它成為洛杉磯教會幾十年來的精神傳承。 

  上帝的祝福並不止於教會重建，洛杉磯教會

在 1991年 5月從中會的手中買下這棟教堂，並在

1992 年 6 月 7 日舉行獻堂禮拜。教會原本就是基

督徒屬靈的家庭，自從擁有教堂之後，屬靈家庭

的意義又增添了一層具體感，這股強烈的歸屬感

與家庭認同，鞏固了會友對這教會長期的愛護與

支持。 

  1971年 9 月教會還在接受輔導時，教會曾召

聘高昭龍牧師為首任的組織牧師，但高牧師因學

術研究的使命感，於 1972年 8月返回哈佛大學繼

續作研究，之後，教會立即監選許錦銘牧師接掌

組織牧師之職，直到隔年才正式聘為第一任的駐

堂牧師。 

歷任牧師與教勢發展 

  洛杉磯教會歷任的牧師如下：第一任：許錦

銘牧師(1973-1979)；第二任：溫惠雄牧師(1981-
1987)；第三任：陳黃義敏牧師(1988-1991)；第

四任：孫武夫牧師(1993-2003)；第五任：蘇森源

牧師 (2008-2011)；第六任：李仁豪牧師 (2014-
2019)。其間 1980 年得黃德利牧師協助牧會一

年，1992年獲吳得榮牧師幫助講道、成人主日學

及查經等事工。2013年 7月～2014年 6月聘請許

惲哲傳道前來協助主日講道和基督徒教育等事

工，前後約有一年的時間。教會剛設立的時候正

式會友只有 37人，慕道友 43人，小孩 33人。80
年代的末期教會人數達到 250 人左右，在這段教

會快速成長的年代，有許多會友遷往洛杉磯近郊

的社區，洛杉磯教會在 1976 年和 1988 年分別在

Orange County (橙縣)與 South Bay(南灣)等地設立

分會，為這兩所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奠定了基礎。

由於分設教會，以及 2000 年後隨著台灣移民人

數的遞減，洛杉磯教會會友人數才逐年降低，到

了 2019 年教會人數成人 70 多人、青少年及兒童

20 多人，不到鼎盛時期的一半人數。 教會歷任

牧師們也都有他們的宣教方針與特色，例如：許

錦銘牧師善於文書，編製散發傳單領人前來教會

是他致力的事工重點之一；溫惠雄牧師善於探

訪，協助會友適應新的移民生活不遺餘力；陳黃

義敏牧師英文程度優越，與中會和大會之間互動

溝通良好，亦勤於對教會同工的教導；孫武夫牧

師在台灣曾任長老教會總會議長，對教會法規了

然於胸，善於教會組織及事工分配；蘇森源牧師

對社青會友的信仰造就頗有建樹，李仁豪牧師致

力於提供會友每日讀經和靈修教材，協助教會聖

樂事工。這些都是牧者對教會的貢獻。 

如果說韓國人的教會是禱告的教會，那麼台灣人

的教會就是音樂的教會。洛杉磯教會曾經就是屬

於這種音樂造詣卓越的台灣人教會，具有音樂恩

賜的會友比比皆是，無論是詩班，合唱團，交響

樂團，手鐘團，或在演唱，演奏，作曲等領域的

人才輩出，倍受肯定。如今，50年的世事變化，

有回台定居者、工作變遷者、回歸天家者等等，

教會因此喪失了不少人才，由於他們熱心的服

事，使得教會的聖樂事工多采多姿，讓人緬懷不

已。 

洛杉磯教會的主日禮拜氣氛莊嚴隆重，是所謂傳

統的敬拜方式，非常適合年齡偏高的會眾。當年

那群年輕力壯的台灣移民和留學生今日都變成銀

髮族了。多年來洛杉磯教會一直有兩組年輕人在

主日分別禮拜，一組是講華語的社青團契，另一

組是英語部的青年。真不可思議，小小的教會竟

然有三種不同語言同時在敬拜上帝。而這情況自

2019 年起改為每個月 3 次台、華語聯合禮拜，1
次台、華、英聯合禮拜，目前部分講華語的社

青，也漸漸的參加了台語禮拜聖歌隊的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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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事工 

  其實洛杉磯教會從很早以前就有社青團契的

存在，因為教會的地點介於幾所大學之間，很適

合學生福音事工。 

  社青團契的聚會以華語為主，因為華語是他

們受教育的語言也是 慣用的語言。針對這群年

輕人靈命成長與福音傳播的需求，除了每週五晚

間有固定的聚會外，並從 2013 年起採用比較獨

立性的方式，讓慣用華語的會友能有自己的禮拜

與聚會場所，教會牧師與長老則負擔華語主日信

息和基督徒教育的責任。 

  負責英語部的是 Rev. William Lew(劉靄泉牧

師)，目前參加禮拜的人數約有 20 人左右，成員

以青少年為主，從他們的年齡看來卻不像是台語

部的第二代，倒像是第三代的子女。英語部的聚

會在 1998 至 2002 年間可不是這種光景，那幾年

是英語部的鼎盛時期，聚會人數超過 40 人以

上，每月的奉獻逼近教會總數的四分之一，副堂

的空間也不夠用，需要與台語部輪流使用主堂。

他們習慣以現代式搖滾風的音樂敬拜，禮拜的時

候熱鬧滾滾，生氣蓬勃。 

  當時英語部的會友大多是台語部第二代子

女，到了 90 年代他們已到了上大學或上班的年

齡了，青少年團契的架構已經無法滿足他們靈命

成長的需求。1998 年 7 月教會決定聘請 Rev. 
William Lew 為英語部的輔導牧師，充實英語部

的靈性教育以及培養下一代的教會領導人，從此

英語部活動漸趨穩定人數也逐漸增加。 

  英語部的快速成長使教會變成了「一間教會

兩個部門」的架構。那段期間洛杉磯教會有很多

創新，例如第一位英語牧師、第一位英語執事和

長老、以英語為主的聯合禮拜、傳統與現代混合

式的敬拜等等。英語部的同工也參與在教會各層

組織和委員會當中，幾乎大部分的會議都需要翻

譯，和會記錄也是雙語的，洛杉磯教會雙語年代

正式來臨，展開了教會的新局。 

  正當英語部蓬勃發展的同時，洛杉磯教會面

臨了前所未有的危機。自從孫武夫牧師退休後，

從 2003 年到 2008 年教會經歷了一段漫長無駐堂

牧師的歲月。為了配合當時的宣教策略，教會本

想聘請一位具有美國文化背景、精通台美雙語的

牧師，一方面可與英語部溝通，共同商議宣教計

畫，同時亦可照顧台語部的長輩們。可是 1.5 世

代的台美人牧者屈指可數，一年半載之間卻聘請

不到。這段期間教會長執戰戰兢兢，時刻不敢鬆

懈教會各項事工，但 終卻無法阻止英語部自立

教會的打算。他們在短短幾年間陸續出走，所剩

無幾，看到這種情形令人不勝唏噓。然而教會從

未放棄英語部事工，仍持續不斷的經營和推動，

目前成員大多為台語部第三代的青少年。 

聯誼與關懷 

  教會的午餐是教會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長

年以來主日的午餐都是由會友輪流準備，上至炒

菜炊飯，下至洗滌清掃，都是自己動手。現在大

家都上了年紀，從外面餐廳購買午餐算是比較省

事的做法。主日午餐和下午的休閒時間是會友交

流愉悅的時段，不管是分享靈修心得或閒話家常

都是一件開心的事。會友們對台灣時事十分投

入，他們雖身居美國卻心繫台灣，對台灣局勢發

展保持高度的關注。教會在社會關懷這方面也頗

有擔待，長久積極參與許多關懷事工。他們在社

會關懷這一塊大致上有兩個方向： 

  其一，爭取台美族群在美國的能見度，讓美

國主流社會不會將台灣相關的議題一併掃入「中

國」的大簍筐裡面。在 90 年代，教會曾多次在

中會和全國大會中促請美國長老教會支持「台灣

加入聯合國」以及「台灣為一自主自立之實體」

的訴求。其他台美人的組織如南加州台灣同鄉

會、台美公民協會、南加州台灣長輩會及其他社

團等，教會許多成員在其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其二，除了注重台灣文化的保護和發展之

外，也幫助來自台灣的新移民加速適應新生活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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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舉辦未雨綢繆生活講座)。另外，教會也與台

美 長 老 會 宣 道 會 (FPM) 共 同 舉 辦 Shalom 
Program，設有台語教學班、兒童詩班、以及提

供信仰信息錄音帶等事工。 

永續經營的探討 

  洛杉磯教會有一個稱號叫做「港口教會」，

因為很多人來到教會後，又會因遷往其他社區居

住，而尋找就近的聚會場所。對於這段歷史，李

仁豪牧師有這樣的看法，他說：「早期洛杉磯地

區台灣人的教會和社團都很少，台灣來的移民可

以來到教會與同鄉們聚聚，解解鄉愁。追求信仰

固然是重要的因素，但與鄉親互動之社交需求也

是前來教會主要動力，台語成了人與人互動很重

要的媒介。現在情形則不然，台灣人的社團與活

動中心林立，甚至透過臉書就可聚群結眾辦起活

動，前來教會已不是第一選擇了。然而不論是講

英語的台美第二、三代，或是習慣講華語的台灣

人，講台語卻成了一種困難」。年齡老化是所有

台語教會普遍存在的現象，而從第二、三代子女

身上著手開拓英語事工是顯而易見的發展途徑。

對於這個問題李牧師說：「如果我們教會侷限於

目前的經營與運作方式，那很明顯，10 年、20
年後台語教會的存續與發展，就會是一項很嚴峻

的考驗了。教會若要永續經營就得認真探討第二

種或第三種語言的可能性了」。 

  從 1998 年到現在，劉牧師經歷了英語部的

大起大落，這段期間他不離不棄，在艱辛的環境

下依然在英語部默默地服事，以堅韌的毅力扛著

大家對英語事工的期待與託付，劉牧師所展現的

信心就如同聖經彼得前書 1 章 7 節說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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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序 

  今年(2020)洛杉磯長老教會正要迎接“設教

50 週年”之際，却發生了一場“新冠狀病毒”的疫

情，而疫情之嚴重，影響之深遠，前所未有，幾

乎打亂了人類的生活秩序 ; 由於政府為了管控疫

情的擴散，宣布“居家令”並制定嚴格的公眾聚會

法規 (幾乎是禁止聚會)，這突如其來的挑戰，打

斷了所有的籌備和計劃，不論是往常的主日實體

敬拜、團契聚會，甚或是 50 週年的各項慶祝活

動及感恩禮拜，皆驟然停止，無法進行 ; 教會本

來已遇教勢發展的瓶頸。如今又發生世紀性大瘟

疫，對今後的宣教事工和教勢發展，將產生何種

影響，實在難以想像 ; 但不論上帝的心意為何？

祂要帶領教會走向何方？詩篇第 126 篇第 5
節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這就是上帝的

應許 ; 不論環境多麼的險峻，或者時代如何的變

遷，只要大家信心堅定、調整腳步、做好準備、

從心出發、與主同工，再次發揮焚而不燬的精

神、努力撒種必能為主得人，這豈不是為神的國

度重新建造，再創新局的美好見證嗎？ 

  走過 50 年的路徑，主恩足用，不論人們給

予洛杉磯教會何種稱謂  : 「南加卅港口的教

會」、「美國第一間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熱

心關懷台美社區的教會」，會友們只有一個確切

的經歷和體認，就是她一路充滿了神的保守和帶

領，數不盡的恩典和祝福 -- 創會的艱辛、教會的

焚毀、社區的暴動、小偷的偷竊、柑縣和南灣兩

所分會的設立、英語部青年的出走、會友年齡層

的偏高、新移民的減少、以及 近 COVID-19 的

疫情的衝擊。面對這麼多的困境和風浪，如果沒

有主的憐憫、恩典和托住，洛杉磯教會這盞燈塔

怎能仍然在此穩定站立 ？可見，世事雖多變，

但主恩不變，只要兄姐們愛主的初心也不變，委

身基督的心志更堅定，相信信實、公義和恩典的

主，將繼續帶領洛杉磯教會邁向另一個蒙福的50
年。 

  羅馬書第 12 章第 12 節的勉勵 :“在指望中要

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恒切”，但願我

們勇敢的緊緊的跟隨主的腳步，並靠着聖靈的大

能，忘記背後，努力向前，必可越過藩籬，直奔

標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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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h of Grace – 50th Anniversary of FPCLA 
By Phoebe Chiu, Philip Lee  Translated by Philip Lee 

Formosan Presbyterian Church in Los Angeles 
(FPCLA) is located near the intersection of Olympic 
Boulevard and La Brea Avenue in Los Angeles. The 
lofted roof of the church building is prominently 
visible on the north side of the street where it has 
stood for more than 50 years. 

Now-a-days it is rare to see the term 
“Formosan” being used for identifying people from 
Taiwan. This is because it was a term used back in 
the 1960’s and 1970’s, which gave us a clue as to the 
era in which the church was founded and the country 
of its origin. Indeed, FPCLA is one of the oldest 
Taiwanese speaking churches in America founded by 
Taiwanese immigrants who still retained a strong 
cultural and ethnic identity with Taiwan to this day.  

FPCLA, also known as Olympic Church, 
officially became a church on May 20, 1973. It was 
the first Taiwanese speaking church recognized by 
Presbyterian Church USA (PCUSA). Being a 
national Christian organization and a mainstream 
denomination, PCUSA followed a rigorous set of 
procedures for officially recognizing a worshipping 
body before accepting it as a member. FPCLA spent 
three years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New Church 
Development Committee before officially becoming 
a part of PCUSA. From the first gathering (August 
1970), FPCLA took the necessary steps to complet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namely: establishing 
church organization and by-laws, seek approval from 
PCUSA for new church development oversight (May 
1971), developing mission plans for the church, and 
hiring the first organizing pastor (September 1971). 
The founding members worked tirelessly to reach 
these milestones with a strong calling to proclaim the 
Gospel and fulfill the missions of Taiwanese 
American Christians. In 1970, Rev. Rei-Hsiung 
Chang ( 張瑞 雄牧師 ), who was serving in a 

Methodist church in Fresno, California, saw that 
there was no Taiwanese church in the greater Los 
Angeles area. So, he decided to plant a new church 
there. The first worship gathering was held on August 
9, 1970 at Centenary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on 
Normandy Avenue and 35th Street, marking it the 
historical start date of FPCLA. Those who have 
actively supported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new church 
development included Dr. Daniel Kao (高光民), Dr. 
Chiao-Chiung Chen (陳昭俊), Dr. Si-Ya Yeh(葉思

雅), Dr. Chung-Pai Lee (李宗派), Wen-Bin Hsu (許
文彬), Chun-Hsiung Wong (王春雄), Chen-Yen Wu 
(吳政彥), and Hsing-Hsiung Lai (賴信雄). 

FPCLA members were very sentimental about 
their present-day church building because they have 
held services there since July 1971. At the time, the 
church building belonged to Wilshire Crest 
Presbyterian Church, an Anglo-American church 
who had invited the Taiwanese congregation to share 
their facilities. By God’s providence, the presbytery 
decided to transfer the use of the church facilities to 
FPCLA in 1974 because Wilshire Crest had applied 
for closure. 

Having a church building to themselves was 
nice but their good fortune did not last long. In the 
early morning hours of April 1, 1982, the church 
building was set on fire by an arsonist. The fire 
department dispatched eight fire trucks to the rescue. 
Despite their gallant efforts the church building was 
destroyed beyond recognition. After the fire, FPCLA 
members faced a critical challenge: not only they had 
to deal with the monumental task of rebuilding the 
church, they did not even know where to hold the 
next Sunday service. Through the assistance of 
Presbytery of the Pacific, FPCLA was able to secure 
the use of one of the chapels at Immanuel 
Presbyterian Church. It was the temporary hom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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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CLA from April 25, 1982 to February 3, 1985, a 
span of two years and ten months it took for the 
reconstruct to complete. FPCLA members’ faith 
remained steadfast through the test of fire. Their 
conviction to proclaim the Gospel was stronger than 
ever because they went through the experience of 
“building character and producing perseverance 
through trial”. They experienced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piritual significance of the 
Bible passage that described what Mosses saw on 
Mount Horeb – a bush that was burning but not 
consumed. “Burning but not consumed” thus became 
a powerful motto for FPCLA in the decades that 
followed. 

The Lord’s blessing did not end with the 
completion of church reconstruction as FPCLA was 
able to purchase the building from the Presbytery in 
May 1991 and held a church building dedication 
service on June 7, 1991. By owning the church 
building, the concept of spiritual family became a 
physical reality. It was the strong sense of belonging 
that bonded the members together and solidified their 
love and support for FPCLA throughout the decades. 

In September 1971, FPCLA called Rev. Chao 
Long Kao (高昭龍牧師 )to be their first pastor. 
Because FPCLA was still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Presbytery, Rev. Kao served with the title of 
Organizing Pastor. In August 1972, Rev. Kao 
decided to quit his post and return to Harvard to 
continue his work there. FPCLA then called Rev. Jin-
Ming Hsu (許錦銘牧師 ) to take up the post of 
Organizing Pastor. He was eventually ordained as the 
Senior Pastor of FPCLA in the following year. 

The names of FPCLA senior pastors throughout 
the years are shown below: 

   1973-1979   Rev. Jin-Ming Hsu 許錦銘牧師 
   1981-1987   Rev. Hue-Hsiung Wen 溫惠雄牧師 
   1998-1991   Rev. I-Ming Tanng 陳黃義敏牧師 
   1993-2003   Rev. Wu-Fu Sun 孫武夫牧師 
   2009-2011   Rev. Sen-Yuen Su 蘇森源牧師 
   2014-2019   Rev. Jen-Hao Lee 李仁豪牧師 

The following individuals also served in an 
assisting or interim capacity for pastoral ministries 
such as preaching and Christian education: 

 1980           Rev. Teh-Li Huang 黃德利牧師 
 1992           Rev. Teh-Rong Wu 吳德榮牧師 
 2013 -2014 Mr. Yun-Jeh Hsu 許惲哲傳道 

FPCLA church membership at the time of its 
founding consisted of 37 adult Christians, 43 
seekers, and 33 children. In the 80's the church grew 
to 250 members strong. FPCLA experienced rapid 
growth during that period and saw opportunities to 
branch out to other communitie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FPCLA provided the impetus for 
establishing new churches in two locations: Orange 
County in 1976, and South Bay in 1988, respectively. 
However, right after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the 
number of immigrants from Taiwan began to dwindle 
and FPCLA’s membership declined perspicaciously. 
Currently, the membership numbers were down to 
about 70 adults and 20 youths and children, less than 
one half of the numbers from their peaks.  

FPCLA’s pastors throughout the years have 
brought their gifts and skills to the ministries and 
touched the lives of many members. For example, 
Rev. Jin-Ming Hsu was good in writing. He produced 
many church fliers which were disseminated to the 
public in order to bring people to Christ. Rev. Hue-
Hsiung Wen was proactive in member visitations. He 
was instrumental in helping recent immigrants 
assimilating to their new lives in the United States. 
Rev. I-Ming Tanng was well versed in English, 
which had served the church well in establishing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resbytery and other 
governing bodies. Rev. Wu-Fu Sun had many years 
of experience serving as the Moderator for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 
He excelled in interpreting the by-laws, developing 
church organizations, and delegating tasks and 
responsibilities. Rev. Sen-Yuen Su had been 
influential in assisting young members in faith 
formation and spiritual growth. Rev. Jen-Hao Lee 
had produced excellent materials for daily B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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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and devotionals. He also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music programs. These were just 
a few examples of the contributions that the pastors 
have made to FPCLA. 

Among Asian Christians, the Koreans were 
known to be vigilant prayers. Hence, Korean 
churches were also known as the “praying church”. 
Likewise, Taiwanese churches could be called the 
“music church” because of their emphasis on church 
music programs. FPCLA can be classified as such 
type of church because of the abundance of music 
talents among its members. Over the years, FPCLA 
has produced several well-known praise and worship 
teams, choirs, orchestras, hand-bell choirs, vocalists, 
instrument performers, and composers/arrangers. 
However, through the passage of time, the church 
saw a diminishing number of talents due to 
relocation, repatriation, and passing on. Many still 
reminisced the variety and richness of the worship 
experiences made possible by the enthusiastic 
participations of those individuals in the music 
ministries.  

The worship style of FPCLA was distinctively 
traditional, suitable for a more matured audience. 
One may notice quite a few grey-haired individuals 
sitting in the pews on any given Sunday services. 
They who used to be young and energetic immigrants 
and overseas students have now become senior 
citizens. To keep up with the changing times, FPCLA 
offered ministries for the Mandarin speaking group 
and English-speaking group. It is amazing to see that 
in this little church three different languages were 
being used for Sunday services. 

The young-adult’s ministry at FCPLA has been 
around for a long time. The church was located half-
way between two major universities in Los Angeles 
where it made sense to reach-out to the overseas 
students from Taiwan. Mandarin was the primary 
language for this group because Mandarin has 
become the predominant language spoken in Taiwan 
in recent years. From 2013, FPCLA adopted a more 
autonomous approach to their Mandarin ministry. 
The young adult group had been given quite a lot of 

autonomy in their programming; they now conduct 
worship services and holds regular weekly gatherings 
apart from the Taiwanese group. The pastor and the 
church elders took up the responsibility for delivering 
sermons and Christian education programs in 
Mandarin. 

There were about 20 people in the English-
speaking group where Rev. William Lew led and 
supervised. Judging from their age (mostly 
teenagers) they looked more like the third-generation 
offspring of the Taiwanese congregation rather than 
the second generation. FPCLA’s English-speaking 
congregation saw their hay days between 1998 and 
2002 where the average attendance reached 40 
people. Their tithe and offering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a quarter of the church’s total. They had to 
alternate the use of the main sanctuary with the 
Taiwanese group during Sunday services because of 
their increasing numbers. Their worship style was 
distinctively contemporary, which was carried out 
with lots of energy and enthusiasm.  

In the 1990’s the English-speaking congregation 
consisted mostly of the second-generation offspring 
of the Taiwanese group. Many of them were of 
college age or recent college graduates. The church 
leaders realized that their spiritual needs could no 
longer be met with youth ministry. In July of 1998 
FPCLA decided to call Rev. William Lew to serve as 
the pastor for the English-speaking group. Under 
Rev. Lew’s leadership, the English-speaking group 
began to grow steadily as the church provided 
Christian education and leadership training programs 
for the English-speaking members. The expansion of 
the English-speaking group had created a “one 
church two congregations” structure. FPCLA 
experienced many breakthroughs during this period. 
For example, they had their first English-speaking 
pastor, the first English-speaking deacon/elder, 
English-based join Sunday services, and mixed 
traditional and contemporary worship events. The 
English-speaking members began to serve in various 
committees and programs in the church. This created 
the need to conduct meetings and produce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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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utes in two languages. The age of bi-lingual 
church has dawned on FPCLA by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FPCLA faced a new crisis just as the English-
speaking congregation began to grow rapidly. After 
the retirement of Rev. Wu-Fu Sun in 2003, FPCLA 
endured a long period of time without a senior pastor. 
The church was looking to hire a pastor who could 
speak Taiwanese and English fluently, had been 
acculturated in America, would be able to work with 
the English-speaking group in planning and 
strategizing, and take care of the needs of the elderly 
Taiwanese group. But the so-call 1.5 generation, 
multifaceted Taiwanese American pastors were hard 
to come by. They could not find a suitable candidate 
for many years and the vacancy persisted until 2008. 
During that period, despite the church leaders’ best 
effort in holding the church together, they could not 
prevent the English-speaking group from wanting to 
leave and form a new church of their own. After 
failing to come to an agreement on branching out, the 
English-speaking members began to leave the church 
in droves until there were very few remained. 
Although FPCLA never gave up on offering English-
speaking programs but they were left with a much 
smaller and younger group that consisted mostly of 
the third-generation youths. 

Having meals together after Sunday service was 
an integral part of FPCLA’s church life. For years, 
the members took turn in preparing the meals after 
each Sunday service. Cooking, washing, and clean-
up were all taken care of by church members. Now 
that they have become old, they opted to purchase the 
meals from outside vendors instead. The mealtime 
and socializing periods were enjoyable moments for 
church members as they could catch-up with their 
friends. Conversion topics pertaining to the current 
events in Taiwan were always popular. This was 
because they have always been very keen on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s in Taiwan, both 
politically and socially. In the past, FPCLA has 
contributed to the Taiwan causes in two areas. First, 
they seek to raise the awareness of the idea that 

Taiwanese American was a distinct ethnic group, 
different from the Chinese. They aimed to educate the 
American public that people from Taiwan should not 
be included as a part of the greater Chinese diaspora. 
In the 1990’s FPCLA has been proactive in urging 
PCUSA General Assembly to support initiatives such 
as “Taiwan joining the UN” or “recognizing Taiwan 
as an autonomous and independent entity.” Many 
FPCLA members also participated in Taiwanese 
advocacy groups such as the Southern California 
Taiwa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Taiwan Citizen’s 
League, and Taiwanese American Seniors 
Association. Second, they participated in Taiwan’s 
culture preservation programs while helping new 
immigrants assimilating to America. FPCLA has 
partnered with the Formosan Presbyterian Mission 
(FPM) in the Shalom Program where Taiwanese 
language classes, children’s choir, and audio tapes 
for the Christian faith were offered. 

FPCLA was also known as a “portal” church 
because many people came to this church when they 
first immigrated to America and then moved on to 
other churches closer to the communities in which 
they eventually settled. Regarding this piece of 
history, Rev. Jen-Hao Lee had this observation: “In 
the earlier days, there were very few Taiwanese 
churches and Taiwanese groups in the greater Los 
Angeles area. FPCLA offered a place where new 
immigrants could come and interact with their 
compatriots. Although faith was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coming to church, equally important was the 
availability of socialization opportunities. In those 
days, Taiwanese language was an important vehicle 
for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 This is no 
longer the case. There are a lot of Taiwanese groups 
and activities out there for people to join and 
participate now. One could easily organize or 
participate in events simply by using social media 
tools. Going to church is no longer the first choice. 
Furthermore, for second generation Taiwanese 
Americans, or the more recent Taiwanese immigrants 
who were accustomed to speaking in Mandarin, the 
use of Taiwanese language has become a hind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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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group dynamic.” Aging and generation gap were 
some of the challenges common to all Taiwanese 
churches in America. Most church leaders realized 
that administering to the second and third generation 
Taiwanese Americans would be an obvious avenue 
for church growth. Regarding this issue, Rev. Lee 
said: “If we limit our planning horizon to the next 
twenty years, then it is likely that Taiwanese church 
will die-out because there will be no more 
newcomers. But if we were to expand the planning 
horizon to forty or fifty years, then Taiwanese 
churches must seriously consider developing their 
ministries in a second or even third language.” 

Having been a pastor here since 1998, Rev. 
William Lew has seen the ups and downs of FPCLA. 
Despite the challenging circumstances, he remained 
faithful in fulfilling his duty as an English ministry 
pastor. This kind of dedication and perseverance has 
reflected the teachings in 1 Peter 1:7 that states: 
“ These have come so that the proven genuineness of 
your faith—of greater worth than gold, which 
perishes even though refined by fire—may result in 
praise, glory and honor when Jesus Christ is 
revealed.” 

Just as FPCLA was preparing for the 50th 
anniversary, the COVID-19 pandemic swept through 
the country with unprecedented devastation and 
widespread impacts as our normal way of life has 
been uprooted. The “stay-at-home” orders from the 
government essentially banned all forms of gathering 
has interrupted the planning and preparation for 
FPCLA 5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In-person 
church services, fellowship gatherings, and the 
celebration and thanksgiving services planned for the 
anniversary have all been halted. It was hard to 
imagine the impact the pandemic would have on the 
prospects of evangelism and church growth given the 
bottleneck that FPCLA was already facing. What is 
God’s plan for our church? Where does He want to 
lead us? Perhaps God’s promise is revealed in Psalms 
126:5 which says: “Those who sow with tears will 
reap with songs of joy.” No matter how challenging 

our circumstances or how drastic the changes we 
faced, wouldn’t it be a wonderful witness for 
rebuilding and reviving the kingdom of God if we 
could remain steadfast in our faith, hasten our pace, 
prepare ourselves, work together with God, 
reinvigorate the motto of burning but not consumed, 
and diligently sowing the seeds and harvesting new 
believers for the Lord?  

The fact that FPCLA has been around for 50 
years is a testament to the sufficiency of God’s grace. 
Whether it was called “the first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 “the Portal Church 
of Southern California”, “the burning but not 
consumed church”, “the church that cares about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or any other 
monikers that one could think of, FPCLA members 
knew only one thing: the Lord has protected, led, and 
provided for her with an abundance of grace and 
blessings throughout the years. If this had not been 
the case, how else could FPCLA survive the difficult 
process of church founding, the destruction caused by 
the arson, the tumultuous Los Angeles riots, the 
pillages afflicted by thieves, the planting of new 
churches in Orange County and South Bay, the 
exodus of the English-speaking group, the aging 
members, the diminishing number of new 
immigrants from Taiwan, and the devastating 
impacts of COVID-19? How could this lighthouse 
continue to stand after it has been through so many 
challenges and turmoil if not for the mercy and grace 
of God? Indeed, God’s grace never change in an ever-
changing world. Therefore, if our love for God 
endures, and our commitment to serve Christ 
unwavering, then our Lord, who is faithful, just, and 
graceful, would lead FPCLA through another blessed 
fifty years. 

Romans 12:12 teaches us that: “Be joyful in 
hope, patient in affliction, faithful in prayer.” Let us 
follow the steps of our Lord, lean on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forgetting what is behind and straining 
toward what is ahead, overcoming all obstacles, and 
press-on toward the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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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昭俊  

緣起  

  52年前我從密西根搬到洛杉磯，當時住在洛

杉磯的台灣人約略有 3、4 百人，還沒有一間完

全屬於台灣人的教會，只有十幾戶的台灣人和一

群從新加坡、菲律賓及香港各地來的基督徒，大

家一齊在 Glendale 的羅省福音教會敬拜上帝。那

時在羅省教會之外，還有一些台灣來的基督徒，

他們各自出入於美國人的教會，並未歸屬於任何

教會。 

  1970年前後，由於早期來美國的留學生都已

畢業，開始遷移到大都市去就業。加上美國政府

對移民及探親制度的放寬，在洛杉磯地區的台灣

人因此急速的增加，以致當時在 Glendale 的羅省

教會設備不夠使用，必須考慮規劃另覓教會地點

或分設台灣教會。 

設立咱的教會 

  當時有一位從台灣來的張瑞雄牧師，他在北

加州 Fresno一家日裔衛理公會牧會，也想到洛杉

磯來開拓新的教會。由於李宗派兄之熱心與安

排，他先把這位張牧師介紹給羅省教會的一部份

會友及當時在柑縣服務的高光民醫師認識，然後

又和當時一群分散在美國教會出入之會友結合。

於 1970 年 8 月初借用 USC 附近一間衛理公會的

教育館，成立了一群不屬於任何教派之“台灣人

教會”。 

  教會成立不到 1 個月，羅省教會也在

Monterey Park 成立另外一間“台語福音教會”。

所以咱的教會和台福教會是雙包胎姊妹。於1971

年 2 月 15 日，約教會成立後六個月，咱就決定

加入美國聯合長老教會，由中會出面聘請高昭龍

牧師為咱教會的組織牧師，二年後，於 1973年 5
月 20 日，咱才正式成為美國聯合長老教會會

員。 

  當初咱教會選擇在 Olympic Blvd. 這個地點

是為了大家方便，因為當時的長老教會中，這間

教會的地點比較靠近市中心，會友從東西南北出

入較為容易。 

  教會成立初期，咱的聖歌隊及手鐘團都很有

名。很多美國人的教會、中會和同鄉會都喜歡邀

請咱去演唱及表演，連KABC電視台也來採訪新

聞，邀請牧師、長執與聖歌隊上電視，介紹咱的

教會與台灣文化給洛杉磯地區的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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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煉與苦難 

  在早期教會的發展中，咱也曾經遭遇過許多

試煉與苦難，譬如在當時蔣家統治下的國民政

府，有很多人認為咱教會是台獨的大本營，時常

有人利用黑夜來破壞咱的教會，用石頭打破教堂

的窗門及彩色玻璃，拆除咱教會豎立在路邊及正

門前的招牌，以致咱不得不圍鐵欄杆或加一層門

窗來保護咱的教會，另外在 1982 年 4 月 19 日不

知為何緣故，有人在凌晨放火燒咱的教堂，使得

咱必須暫時離開到附近的一家“以馬內利教會”

去聚會，經過 2年又 10個月的時間，才修復咱目

前的教會。每次教會受迫害，咱的會友並沒有餒

志，反而更加團結堅強。 

  1980年前後，洛杉磯地區從台灣來的移民大

量增加，本來只有兩間的教會，也很快的增加到

2、30 間。這段時期也是咱教會發展史上 困難

的時期，因為當時美國的社會，新的社區及就業

機會都漸漸由市區遷移到郊外，咱教會處於一個

無會友居住的市區，要推動教會事工有很多的困

難。因為會友的探訪，青少年的週間活動及交通

安全等，種種的困難都不容易解決，致使牧師及

長執雖然很熱心打拼，可是效果非常有限。看著

咱的會友甚至也有長執同工離開，到他們附近的

社區教會，咱的內心非常呣甘及艱苦。 

港口的教會 

  有一次我甚覺心灰意冷，許照信長老的母親

許林磮長老娘在禮拜後叫我到教堂 後一排後

座，勸我不要灰心。她說：「咱是一間港口的教

會，也是出外人、過路人的教會。在這個世界有

很多人希望能搬到美國來，今天咱有機會住在這

個衆人都在夢想要踏入美國的一個很重要的門

戶，是神給咱傳福音的一個很好的機會。」她這

幾句話打動了我的心，也使我想起 57 年前，我

來美國時在舊金山下機的一件往事 ; 當時在美國

的台灣人很少，我在美國無親無戚，一個人拖著

一件行李走出舊金山的機場，那時已經是三更半

夜，機場冷清清，連服務處都關門，只剩下我一

個人在停車場徘徊，很孤單、心裡很驚惶又著

急，因為我不知道要到哪裡去搭車，更不知道要

到哪裡過夜。 

  在失望中我忽然看到一位中年的東方人，就

緊緊的跟住他，他不會講北京話，更聽不懂我的

台灣話，但是他被我纏住不放很不耐煩，不得已

只好送我到舊金山市區，把我交給YMCA。我在

YMCA度過一晚，沒想到他隔天早上又出現，並

帶我到舊金山一家廣東人的教會去做禮拜，在那

裡吃中飯。當時我要趕到密西根去唸書，只好又

麻煩他送我到灰狗車站去搭車，但是他沒有直接

送我到汽車站，他繞道帶我到救世軍，在一大堆

的舊衣中翻出一件大衣。到了車站他才對我說：

「密西根正在下大雪，天氣很冷，你需要這件大

衣」，他沒告訴我他叫什麼名字，但是這件事在

我心中撒下一粒活命的種子。 

燈塔、撒種 

  親愛的兄姊，幾十年來，你我都是從很遠的

地方開車到這裡，要做什麼？咱的教會和你家附

近的教會有何不同？咱不是社區的教會，咱是一

間出外人、過路人的教會，在這裡有一座很舊而

且又老的燈塔，它的光非常的微弱、它需要你/
妳、我來添油、點燈、使它能在此繼續發出光，

引導過路人，幫助那些還在黑暗中摸索的人，平

安的來到主前。 

  或許咱所撒的種子，在這裡沒生根，但是，

咱撒在他們心裡的種子，他們會替咱帶回台灣、

帶到全美國或世界各地，5 年、10 年後，在那裡

開始發芽、開花、結多多的果子，願上帝祝福咱

的教會，也祝福咱各人所做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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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榮耀  

1989 年南灣長老教會誕生，那時我 39 歲，

「馬其頓的呼聲」來自洛杉磯長老教會，住南灣

地區的會友和一些長老教會背景的信徒，要求在

南灣地區(Torrance 附近)設立一間長老教會。

1988 年 8 月份小會委派高光民長老和許榮耀長

老，研究在南灣地區設立分會的可能性和必要

性。 

1988 年 8 月到 9 月間，在蕭華銓長老的府上

召開三次研討會，參會者有高光民、許榮耀、蕭

華銓、陳中霖、陳昭俊等人屬母會會友，外加周

哲次、洪茂澤等屬南灣地區的信徒，會後由許榮

耀長老提出一份「受託研究南灣地區分設長老教

會的報告」，給洛杉磯教會小會。 

10月份洛杉磯教會的小會正式做成議案，提

交 10 月份的和會，經過討論表決通過，12 月洛

杉磯教會的小會正式委派許榮耀長老擔任南灣分

設教會的負責人。我特別要提的是一切遵照我們

的法規，通過小會、和會，沒有個人衝動，也沒

有被阻礙的問題。 

  由於參與研討會的人都認為，既然決定要開

設教會就要越快越好，於是成立同工會。最初同

工是高光民、蕭華銓、陳中霖、陳昭俊、林昭

德、周哲次、鄭仁壽、施文吉、吳昭雄、李運慧

和許榮耀。那時同工會可能的話都是夫妻檔，後

來黃國男和美英夫婦、林昇耀夫婦相繼加入。雖

然臨時租不到教堂，幸好有蕭華銓夫婦主動提出

他們的家做禮拜場所，就這樣 1989年 1月第五禮

拜開始了第一次的聚會，第一次聚會就將蕭長老

的厝擠得水泄不通，由母會陳黃義敏牧師證道，

南灣教會從那天開始，正如陳黃義敏牧師的講題

一樣「破釜沉舟」，主日崇拜及教會所有事工都

正常運作，從未停止過。感謝上帝，當時有許多

母會信徒每主日都兩邊跑。開拓的艱辛難免，但

是要成功就要走出去。佈道會、對外晚會、野外

禮拜、旅遊等樣樣皆來，裡面的一桌一椅，事工

的安排運作都不可缺，這些同工信徒，我永遠心

存感念。 

令我最懷念的人就是南灣名醫高光民長老，

他和我都是母會當時的現任長老，一起同工，從

不輕視卑微的我，總是扶我在前，事實上向中會

提出設立教會的計畫，申請新教會的補助，租用

教會和很多事都是他負責完成的。他才華洋溢又

如此謙和，更顯露他高操人格，如今他已蒙主寵

召，安息主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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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勇敢、美麗、溫柔和最

具親和力的美英姐，她是第一

位蒙主召回天家的會友，當她

在病魔纏身的痛苦中，所表現

的堅強信心、毅力和安詳，更

讓我一心難忘。 

本會另一位幕後推動者，

就是陳黃義敏牧師，其實南灣

教會應該更早設立，都是因為

當時的信徒，小會缺乏信心而

作罷，義敏牧師的特質就是他

認為對的、好的事他就會去

做，不計自身的利害關係與後

果。義敏牧師、陳昭俊和高光

民三人是和 ST. Mark 教會和

ST. Andrew’s 教會交涉的特使， 
他還常說他們是三個 PHD。 

很感謝邱明忠牧師利用暑假來協助咱的教

會。他是依撒加大學的神學教授，兩個月的暑假

當作一年用，不停地探訪、佈道、座談和深入淺

出的講解，他以這種努力在幫助我們。他的講座

對我個人信仰和讀經有長遠影響，我深深懷念。 

陳昭俊長老是一位很細心的人，他甚至注意

到「這個新移民不知有飯吃沒有?」，真是可愛

的太空科學家。他們夫婦是我家庭的好友，對我

幫助很大。 

1990 年 5 月利用美國國殤長假到 Sedona 野

外禮拜，兩輛遊覽車座不虛席，約上百人參加，

第一次由高光民和吳照雄籌劃，辦的有聲有色。

2000 年再辦一次到錫安國家

公園野外禮拜，這一次由吳

昭雄長老籌劃，也是兩輛遊

覽車，後來昭雄長老變成了

舉辦旅遊、野外禮拜的專

家。 

猶記得 1988 年 8 月第一

次籌備時，忽然來了一位我

不認識的人，面帶笑容自己

走進來。他說:「要開設長老

會，當然要來。」他就是周

哲次長老，從那日起，他就

是南灣教會最重要同工，他

的口才和智慧是眾人皆知，

後來他當 TPC、NTPC 的主

 
母教會陳黃義敏牧師祝賀建堂完成 

 
陳宏文牧師/蕭華銓長老揭幕建堂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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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他的才華和能力有此可知，他的另一半秀惠

姐，長期擔任主日學校長，教會大小事她都有

份。有困難她都設法解決，她如果要我做什麼，

我都唯命是從。她是一位負責到底的人，由她做

建堂的募款負責人真是對極了。 

蕭華銓長老夫婦是我最欽佩的長者，南灣教

會從籌備會及開始主日禮拜都在他家裡舉行。蕭

長老自稱廟公，意思是全天候看守這個教會。他

對教會內較軟弱的信徒更是關照有加。蕭長老是

台灣名醫，他的醫術高超，診斷精確，他是我們

全家和許多兄姊的醫療諮詢顧問。只要你找上

他，他比你還關心你的病情。更可貴的是他節省

自己，施惠別人的愛心，我敢大聲說: 他是耶穌

的門徒。他們夫婦對教會建堂有大使命感，出錢

出力。新堂於 2003 年 8 月完竣，9 月第一個禮拜

日在新堂做禮拜，最高興的應該就是他們兩位長

者。 

南灣教會的另一個特色是聖歌隊，第一次由

母會楊子清指揮，第二次開始由商麗鶯接棒。她

精湛的音樂才能和對聖樂的熱愛，我們的聖歌隊

一開始就不錯，除主日讚美外，節日的讚美禮拜

都沒缺席，第一年演唱蕭泰然教授的「基督耶

穌」，第二年聖誕節選些彌賽亞的讚美禮拜，後

來商麗鶯更自己招兵買馬在第三年的聖誕節成功

的演唱彌賽亞。不只是指揮南灣教會的聖歌隊，

後來商麗鶯也在TPC成立聖樂團，有許多成功的

演出。之後運慧姐當我們的指揮，她精湛的音樂

配上她溫柔的本性，是我遇到過最好的聖歌隊指

揮。她是第一位在南灣教會結婚的幸運者，可惜

她很多時間在台灣，有幾位有名的指揮來幫忙，

但我們還是需要有一位屬於我們自己的指揮，有

人提議許長老，當了數十年的聖歌隊員，可以來

比比看，才比一下就下台了。要當聖歌隊的指揮

不簡單，很欽佩美滿姐，她接下這工作，她是最

佳事奉中學習的典範，現在的她在 TPC 的指揮

裡，應該是最優秀者之一了。 

當時施文吉、素瓊夫婦協助教會收支，舉辦

活動。他們是我鄰居好友，電腦專家。林昇耀兄

 

南灣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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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書及中文電腦上提供南灣教會最先進的軟、

硬體，這是有目共睹的，漂亮的昇耀嫂珍妮姐是

我們聖歌隊司琴。 

為了要將教會設立的歡喜分享給居住在南灣

的台灣同鄉，1989 到 1990 我們舉辦中秋節、聖

誕晚會。教會提供了精采的節目和豐富的免費台

灣料理，這裡我特別要提到蔡豔齡姐，她是料理

大師，每次教會需要，她都全力以赴，還有昭德

長老的米乳，他是早期教會的出納，他愛教會的

精神令人難忘。 

記得第一次同工會時，我脫口說出「我們大

將齊備，只是沒兵」，周哲次長老講了一句話令

我畢生難忘 --「我們需要的是兵，不是將」，要

服事人，舉辦 500 人的晚會，如果不是一些默默

做工的基督精兵，怎可能完成？我是當時同工會

的主席，而我四周同工們的能力與人品都遠勝於

我，他們都寧願是兵，後來我發現這是我們成功

的秘訣。 

有件事我不得不提的是我太太麗惠，她完全

支持我在教會的服事，當我忙著教會的工作，甚

至同工會常在我家聚餐，她把家庭、事業全部自

己扛著，後來我和她一同分擔那些工作，才體會

到當時她的忙碌實在是無法形容，我真的很感謝

她。 

在教會開始初期，除教會一切事工需要常常

討論外，有一半的時間是在討論如何聘牧，找牧

師真比找太太還難。 

當時我們教會就像一個沒出息的窮小子，要

找一個漂亮又能幹的太太真的很難! 感謝上帝經

由當時 NTPC 主席賴俊明牧師帶來一個消息，我

馬上打電話向賴牧師查詢這牧師的情形。他毫不

猶豫，直接了當的說:「這個某某牧師是最優秀

的一位。」並加以保證，感謝上帝這位某某牧師

就是我們從開拓到 2009 年他 65 歲正式退休為止

的陳宏文牧師，教會發展、成立堂會、新建教堂

都是他手中完成。 

30年了，我們一直使用台語，以服務從台灣

來的移民為宗旨，現在面臨新的挑戰，台灣移民

的停止，年輕人外移和人口老化的問題，我們需

要新的意象、新的挑戰，求主幫助。 

 

 

 

 

 

南灣聖歌隊獻詩慶祝建堂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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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方美盈 填詞：陳孝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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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方美盈 詞：李淑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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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書豪  

經歷長途飛機的折騰，終於回到台灣入住防

疫旅館。好不容易安頓好，終於可以靜下心來，

回味這 1 年 9 個月在洛杉磯的生活了。從充滿著

期待卻迷茫的 2018年 9月到充斥著混亂及不安的

2020 年 6 月，這 1 年 9 個月看起來就像夢一樣，

奇幻美妙，變幻莫測。如今，夢終究是醒了，很

剛好的，入住的防疫旅館位置又接近到 UCLA念

書前的 後一站──台大公衛學院，整個人看起

來就像又回到了原點一般。但我知道，這兩年天

父上帝帶領我所領受的以及我所經歷的一切，讓

我的內心真真實實的有了許多的成長。 

 我認識洛杉磯教會的起源可以說是到

UCLA 念書之前就開始了。當時還在台灣做出國

前的準備，我向我的母會──大直基督長老教會

的牧師詢問洛杉磯的長老教會，那時就知道

FPCLA，只是查了一下地址後，發現和我住的地

方以及學校以公車通勤來說，還有將近一小段的

距離（公車通勤要花上將近 1 小時）。因此我默

默的決定先在學校以及住家附近尋找其他教會，

若是真的沒有任何感動，我再狠下心來早起搭車

走路到洛杉磯教會。 

 2018年 9月中，我一個人帶著行囊來到洛

杉磯冒險，並且開始這趟尋找教會的路途。起初

的 1 個月來，我拜訪了住家附近的華人教會、學

校附近的韓國長老教會，以及當地的教會等等，

來來去去共拜訪了好幾間，雖然拜訪過的教會的

朋友們都非常熱情，並且也都是非常真誠的服事

上帝以及非常認真的研讀聖經、探索著聖經的真

理，甚至還可以練習英文能力，但每一次總覺得

都有一層朦朧的隔閡存在，總覺得內心好像少了

些什麼感動，慢慢的，我感覺到禮拜天的禮拜之

後，我總會有一點迷失。就在 1 個月過後的禮拜

五下課後，經過學校對面的教堂，內心忽然有了

一個聲音告訴著我：「繞了這麼多圈了，這禮拜

天是不是該搭個公車到 FPCLA 看看了吧！」因

此，那個禮拜天，我就真的在我 喜歡的烏雲密

布但涼爽舒適的天氣中早早起床，搭著 7 路公

車，再花 21 分鐘走 La Brea Ave.，來到了位在

Olympic Ave.上的洛杉磯教會。 

 剛進入洛杉磯教會的時候，台語主日禮拜

才剛開始不久，聽著熟悉的台語聖詩，手上拿著

同樣熟悉的台語聖經和台語聖詩，忽然覺得好感

動。能夠在遙遠的異鄉，看到熟悉的畫面，聽到

熟悉的歌聲以及語言，尤其又是 1 個多月沒有聽

到的台語，這種感動真的已經是不可言喻了。在

當天做禮拜的時候，我就下定決心，無論未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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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會找到 carpool 或是搭公車走路，以後每個禮

拜天都要來洛杉磯教會做禮拜。 

很開心的，在接下來的兩年裡，我能夠完全

融入洛杉磯教會的大小事。很感謝主，每個禮拜

都能夠固定的 carpool 到教會做台語主日禮拜或

是社青團契，如此我能夠省去搭公車走路所花費

的時間之外，還能夠和 Philip、歐長老和長老娘

或 Jennifer 互相關心每週的近況。每週來到教會

期待的就是拿到週報，因為週報都有很多當週

訊息、當週金句還有下禮拜的事項消息。藉由週

報，我能夠和洛杉磯教會有更深的連結，了解教

會的需求，並且同時也會為需要代禱的弟兄姊妹

們代禱。每週主日結束後，我還會留著週報作為

紀念，因此在我的房間櫃子裡有這麼一個角落是

疊著一年半來將近 80 週又厚又高的週報們呢！

此外，每個禮拜天的主日禮拜同時也是我 好的

充電時光。由於學校的課業非常繁重，腳步也特

別緊湊，常常沒 1、2 週就有大考或是大報告。1

個禮拜忙下來，常常都是筋疲力盡，平時更是沒

有什麼空檔可以靜下來讀聖經，因此到了禮拜

天，我會拋開課業的煩惱，全心預備來做禮拜，

如此一來可以稍作喘息，將一週的壓力掃去，還

可以藉由做禮拜聽講道的機會讀讀聖經，充實自

己屬靈的生命。每一週禮拜結束之後的愛餐時

光，還能夠和叔叔阿姨以及弟兄姊妹們聊天，並

且藉此能夠互相關懷近況。 

在教會生活中，團契生

活也是非常重要的。感謝主

讓我在洛杉磯教會的社青團

契能夠和教會的年輕人們一

同研讀神的話語、一同分享

當週近況，並且一同互相禱

告。真的非常感謝天父上

帝，讓我在異地他鄉之中，

能夠認識這麼多人，並且有

這麼多人互相關懷支持以及

代禱，這真的是非常非常幸福的。 

來到教會不久之後，在感恩節前夕，偶然的

參與手鐘團的服事。雖然在台灣時，我常常參與

音樂的服事，像是在兒童主日學的敬拜中拉中提

琴、青年崇拜中唱歌等等，但手鐘服事還真的是

第 1 次呢！感謝主給予我勇於嘗試的勇氣，讓我

能夠突破我的擔憂，很快的能夠熟悉手鐘，並且

能夠和大家一同奏出美妙的樂音榮耀主。服事後

偶然的機會，我把手鐘團服事的影片分享給我的

房東阿姨一家、我的家人以及我的朋友們看過，

大家更是被我們手鐘的樂音感動呢！慢慢的，我

也開始偶而為聖歌隊鋼琴伴奏服事，甚至還一起

參與了聖歌隊。很感謝主，讓我在洛杉磯教會也

還是能持續獻上我音樂的才能服事主。在異地他

鄉，能夠持續自己的興趣，甚至還能獻上自己的

興趣服事，這真的同樣是非常幸福的。 

在 UCLA念碩士的將近兩年當中，洛杉磯教

會是我在洛杉磯的生活中 大且 重要的一塊拼

圖，教會不只是生活上的幫助，更是心靈上的支

柱。真的很感謝主，讓我在這兩年的碩士時光能

夠遇見洛杉磯教會以及教會的所有弟兄姊妹們，

並且經歷了這麼多。若沒有洛杉磯教會的大家，

我真的無法想像如何用乾涸的心靈撐過這兩年的

時光。  

 

參與手鐘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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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碩  

當生活絆倒你的時候你要如何重新得力繼續

向前呢？當你走在灰心氣餒、挫敗失望的黑暗裡

你要如何找到亮光和希望呢？基督徒從逆境振作

起來的 SOP 不外乎以下的三部曲：1. 向上帝祈

禱，將所受的困苦與傷痛交託給祂。2. 不管環境

多麼艱難，只要確信上帝掌管明天，祂的應許必

定成就。3. 依靠教會，讓它成為我們苦難中的支

援團體。 

我們所信的上帝不僅是創造宇宙萬物的全能

者，祂也是滿有恩慈憐憫的父，我們可以透過禱

告坦然無懼的來到祂的施恩寶座前尋求幫助。我

們也確信無論順境或逆境，上帝掌管一切，祂的

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我們

雖會遇到苦難，但祂 終會帶領我們進入那末後

的指望。然而教會呢？我們是否能夠將軟弱無助

的一面攤在兄姊面前來尋求幫助呢？在我人生

黑暗的時期洛杉磯教會的兄姊們給予了我極其寶

貴的鼓勵與安慰，想藉此特刊來分享這段經歷並

向眾兄姊們致謝。 

我們全家 1997 年在洛杉磯教會受洗加入了

這個以基督為首的屬靈家庭，當時我和我太太

Karen 兩人年齡均 38 歲，兩個小孩 Jason 和

Leland，年齡分別是 9 歲和 7 歲。我個人是所謂

的 1.5 世代的移民，是典型的小留學生，12 歲的

時候離開台灣來到洛杉磯，父母則繼續留在台灣

經營事業，每年抽時間來美國看我們。1.5 世代

移民的生活中藏有一種隱憂，他們早晚會面臨一

種挑戰，就是同時需要照顧在美國生長的子女，

也需要照顧遠在台灣的父母。這種挑戰在 Karen

家尤其嚴峻，因為岳父岳母不僅每日要忙於店鋪

的經營，又要費盡心思管理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兒

子的生活。果然，這艱鉅的挑戰提早來臨了，它

來得兇猛急促，使我們措手不及，讓我們的家從

此無法回到安居樂業小康家庭的日子。當年為了

照顧父母，Karen 帶著罹患自閉症的小兒子

Leland 回台灣定居，大兒子 Jason 留在美國念大

學，我則成為往返台美兩地的空中飛人，原本好

好的一個家庭硬被拆成了兩半。 

今年(2020)新冠病毒疫情嚴重，這讓我想起

17 年前(2003) SARS 病毒肆虐的那年。當時台灣

百業蕭條，餐飲業者首當其衝受創 甚，經營台

北明星西點的岳父經濟上遇到了瓶頸，可說是一

籌莫展。財務困難只是小菜一碟，接下來兩三年

接踵發生的事才是重頭戲，也是我們家災難的開

始。那幾年發生的事已經在教會分享過幾次，這

裡不再贅敘。現在回顧起來似是輕鬆，可是當時

每天忙著跑醫院，一下急診一下復健，店裡家裡

事情千頭萬緒需要處理，生活甚是艱難。那時候

不但每天要安排 Leland的生活起居，同時也要兼

顧下半身癱瘓、需要全時照顧的大舅子。Karen

在第一線承擔筆墨難以形容的壓力，我也很焦慮

無法更有力的幫助她。記得有一年夏天我們在台

灣正忙得焦頭爛額的時候，洛杉磯的家遭歹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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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室內到處翻箱倒櫃一片狼藉，拖延了好幾個

月我才能回家收拾殘局，到警察局正式簽名立

案。這種緊急狀況兩頭燒、無法兩全其美的生活

壓力，造成了我們夫妻關係巨大的傷害，久久不

能癒合。 

然而，Emergency 終於成為過去，跌跌撞撞

的日子終於回歸平穩。感謝主，回顧這段日子祂

讓我經歷了許多奇異的恩典。祂賜給我和 Karen

陪伴父母的機會，讓他們晚年得有親情的關懷與

照顧。特別是 Karen，在她辛苦努力經營之下，

明星咖啡幸能重振昔日的光彩，不但回饋了父母

養育之恩，也讓他們得到了無比的欣慰。這段日

子上帝也保守我兩個兒子行走在祂所預備的道

路。因為父母不在身邊的緣故，Jason 從很早就

學習自己找答案，學習尋求主的旨意。研究所畢

業之後他獻身於教會的服事，然後就學於 Dallas

神學院裝備自己，準備將來為神國做更美的工。

上帝也在台灣為 Leland開了一扇恩典之門，當我

們看見他榮獲各種獎項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畫展

邀請函，我們不禁歡呼頌讚上帝的大能，透過

Leland 的故事，祂讓社會大眾看見萬事如何互相

效力，讓愛神的人得著益處。 

每次我回到洛杉磯教會做禮拜的時候都會被

一種歸屬感感動，因為我覺得又回到一個有人關

心我的地方，有人為我禱告的地方，有人幫助我

在患難中尋求主與主同行的地方。這幾年在台灣

的經驗告訴我，當我們遇到困苦時， 重要的並

不是能否得到什麼具體的解決方案，或是什麼專

家的諮詢輔導。 重要的是在患難中知道有人在

基督裡為你加油打氣，知道行走在人生道路上你

並不孤獨，這種與主同在、與人同在的屬靈存

在，是支撐我 重要的力量。 

在這裡要特別感謝幾位特別關心我的兄姊，

你們願意花時間與我團契，願意傾聽我訴苦，時

常勸勉鼓勵我，並透過祈禱把我們全家帶到主面

前得以進入祂的憐憫與恩典。也要感謝洛杉磯教

會每一位兄姊，哪怕是你們一般性的寒暄問暖、

或是午餐時間的閒話家常，這些都是具有療癒作

用的，因為在那些變故不斷的日子裡，我極需要

抓住每一根「平穩」的稻草。因為有你們，洛杉

磯教會可說是我得安歇的避難所，公義的上帝必

不會忘記你們所做的工與所顯的愛心。 

以前我常說我去台灣是不得已的，但現在我

不這麼認為了，因為這段日子我深深經歷了上帝

的帶領，更體驗了祂的憐憫，領受了更豐盛的人

生。這種跑來跑去的日子讓我領悟我們在世上住

在哪裡並不重要，因為我們本來只是世上的寄居

者，我們的盼望是天上更美的家。然而，在這世

上我們需要一個屬靈的家來餵養與保護我們。我

所歸屬的屬靈家庭是洛杉磯教會，這裡是一所我

可以說：「感謝主，我又回來了，在這裡真好」

的教會。 

 

2015 年筆者全家與岳父岳母出席明星

咖啡 65 週年慶暨 Karen 著作《愛在當

下》新書發表會。  

 

2013 年 Leland 榮獲中華民國第 51 屆十

大傑出青年獎項，應邀參加國慶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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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雅媛  

  第一次到洛杉磯教會，應該是在 1972 年底

或是 1973 年初，當天不是來參加禮拜，是在下

午跟我姨媽來教會，她之前有參加教會的靈修

會，留下一本聖經忘了拿，許錦銘牧師幫忙收

起，我們是來拿回聖經的。 

   記得我們從停車場入教會，要経過育嬰

室 ， 當 時 就 看 到 一 位 熟 悉 面 孔 的 女 士 ， 

她是我在台北和平教會認識的，在大學時期我常

跟兄嫂到和平教會禮拜，嫂嫂的媽媽跟這位女士

是朋友，我因此認識她，想不到在此看到她，就

像他鄉遇故知非常高興，因為這樣的邂逅，成就

了照信與我的姻緣，這位女士就是我的婆婆許林

磮女士，感謝主如此奇妙的安排。 

   1973 年與照信牽手在洛杉磯教會步入紅地

氈，因當時照信還在修讀博士，婚後馬上隨他赴

日陪讀，而真正開始在洛杉磯教會禮拜，是在

1974 年的 9月吧！那時我身懷六甲，照信無法陪

我返美，只得自己一人從日本再回到美國，與住

在Westchester的小姑許純真女士同住，當時在洛

杉磯教會駐堂的許錦銘牧師是照信的堂兄，所以

很自然的就到洛杉磯教會禮拜了，這也是當時唯

一用台語禮拜的長老教會。 

   1976 年初我們搬離 Westchester ，來到 Long 

Beach，至今快半世紀了，每星期日要開 40 分鐘

左右的車程到教會，從沒想過到別的教會，我的

生活以家及教會為中心，星期日我們一家 6 口與

公婆，有時加上照信的姨丈姨媽，總共有 10

人，開一部 Van 一起上教會，實在是一件非常幸

福的事。 

   回想起在教會的服事，我是從一位平信徒

開始慢慢進入參與事奉，先從參加聖歌隊、婦女

會。當時教會 壯大的團契就是婦女會，負責教

會的中餐，星期日講台上兩邊的插花，還有教會

的清潔等，那時候大家都年青、體力充沛，教會

所有的事都是會友自己動手。另外，由於自己的

小孩在上主日學，我也適時加入主日學老師的行

列，以前在台灣我們的小教會，我從初中時就得

教小班的主日學了。等孩子大一點，較有時間參

與事工，我做了 9 年執事，再來兩任 6 年的小

會，我是在 2004 年開始參與小會，當時擔任長

老，要輪流司會，我記得 2月 15日是我第一次司

會，在台上緊張到雙腳發抖，到目前已經有 60

多次的訓練，腳不再抖了，凡事慢慢的訓練，總

有達到理想的一天。 

   曾經有人問我，為什麼會選學 Cello，這也

是通過教會的 Program ，教會在 1987年成立青少

年的管弦樂團， 家長們開會討論，希望利用在

等小孩的當下我們大人也可以學點音樂，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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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唱夫隨，準備聖餐。                 超前準備，插花事工 

邀請 Gloria Liu 老師來教這些

家長，我選 Cello 是因為家裡

小孩都是學 Violin，如果我學

會就可以 跟她們 Duet，就這

樣我學了將近有十多年呢！ 

   從 1974 到 2020 有 46 年

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洛杉

磯長老教會在我人生當中佔

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上帝把

我放在這環境當中，通過參

與教會在各種事工的事奉與

學習、同工之間彼此互相的

切磋，來鍛練造就我，只有心

存滿滿的感恩。 

   至於“教會之 ”，我想我有三樣呢！第一件

事，我們 1973 年在本教會結婚，雖然還有其他

同樣的人，但目前還留在此教會的，算我們是

“ 早的一對“。第二件事，聖歌隊的隊員，我是

“參加 早”、也算是蠻久的一位，雖然其間因為

照顧小孩的關係，曾短暫停歇，不過從 1974 至

今還是隊員。第三件事較勉強，我是“ 多小孩 

 

的媽媽”，雖然伍長老娘也是 4個小孩跟我一樣，

但我是 4 次生產的。還有一個 是我們家老二所

擁有的， 1982年 11月 20日，台灣人第一屆感恩

音樂會，在水晶大教堂舉行，教會的 Orchestra 

有演奏，她是拉小提琴，當時她還不到 6 歲，是

“團員中 小的“一位。回想過去的歲月，歷歷在

目，深深感謝主的帶領！ 

  

婦女團契在盧菁菁會長家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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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都成了一場戲，演給世人和天使看 ～～ 

── 林前 4:9 

陳惠麗  

有人說人生如戲，戲如人生。雖然初登場總

是哭泣，但希望 終回不是嘆息。 

離開台灣那年，我 28 歲。在飛機上想著從

「今日世界」雜誌上看到的美國 --- 老忠實噴

泉，尼加拉瀑布，大峽谷 …，對美麗國度的憧

憬，支撐著離鄉的哀愁。 

估量著現實和理想的距離，臨行前在隨身小

冊子上抄了勉勵的聖經經節：「雖然無花果不發

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也不效力，我仍然要

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神喜樂」。然而，真實

世界的情況，遠遠超出我的想像，艱難的異國生

活起步，讓我掉入無止境的沮喪中。沒有

「Saturday Night Fever」，沒有 Beatles，只能 

「Let it Be」。好不容易盼到的星期天，到洛長

做禮拜已成了沒有異議的事，否則人生地不熟又

不會開車的我，就只能躲在家裡唱「孤獨宇

宙」。 

往教會 10 號公路遠處山上的「Hollywood」

排字，每每吸引我的目光。何處是五顏六色的舞

台? 拉開序幕後要演的是什麼？往後漫漫長路，

我是否會被設限在這個單調乏味的框架中？下意

識的聽到自己的嘀咕和怨嘆聲，覺得有些愚蠢但

也多少紓解浮躁的情緒。記得小時候晚飯後，沒

事就喜歡在院子裡看天空，覺得所有古老的故事

都從星星開始；對於每星期都要去的洛杉磯長老

教會，那裡是否也有我想要的題材？每次有這個

念頭閃過，都會對自己有這麼世俗的想法感到需

要被責備，僅管答案是肯定的：因為我發現原來

新的故事將從這個教會開始，來自台灣四面八方

的會友，幾乎菁英出盡集結在此，每個兄姊背後

帶著不同的精彩。我漸漸聽到許多讓我難以想像

的個人見證，聽到無數感動的詩歌；難捨的分

離，是誰將它撫平?  曾經的炫爛，要如何歸於平

淡?  以為被全世界遺忘的人，為何心靈如此豐

盛?   

終於我發現：原來寫劇本的是上帝。「神的

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我汲汲營營的追逐新劇

本，不過是徒勞而已。祂給每個人不一樣的場

景，讓我們在生活的過程中，經歷祂的恩典。

「因為上帝給我們預備了更美的事，教他們若不

與我們同得，就不能完全」。這劇本會繼續留傳

下去，從這個像燈塔般的教會開始 ：這是 美

的故事，也是 受祝福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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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還期待的續集中，容許我以一首喜愛的詩

歌，當成我們這齣戲的主題曲： 

「這一生 美的祝福」 

「在無數的黑夜裡，我用星星畫出祢，祢的

恩典如晨星，讓我真實的見到祢。 

在我的歌聲裡，我用音符讚美祢，祢的美

好，是我今生頌揚的。 

這一生 美的祝福，就是能認識主耶穌；這

一生 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穌」 

～讚美之泉 

FPCLA, A Church of Love 
郭德雄  

All the time, from the past to now and future, 

by serving the smallest, the poor, and the needy, 

 we are serving the Lord.    

A- MEN 

  

FPCLA and Me  
Katelyn Fong 

FPCLA has given me years of memories that I will cherish 
forever in my heart. I have spent the past 18 years growing up 
in this church: bonding with friends, seeing my grandparents 
every Sunday, and increasing my faith in God. FPCLA is a 
place where I feel welcome and loved. It’s a place that I know 
I will always be able to seek comfort and safety be cause it’s 
the Lord’s house. Every Sunday, I learn about God’s love, and 
I feel it in my soul. The English Youth Group is like another 
family to me-- one that I can always rely on. Laughter and joy 
can always be found here as we learn mo re about God and share 
our lives with each other.  Three generations in my family go to 
FPCLA; it holds a special place in all of our he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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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Mother Church 
Rev. Dr. Luke Tsai 

“I believe in God, the Father Almighty, Creator 

of heaven and earth. …” 

Though not too often now, but whenever I 

returned to FPCLA, reciting these words in my 

mother tongue stirred up fond memories of my years 

growing up. My Friday nights and Sunday mornings 

were reserved for church. Nothing could have 

disturbed that priority, not SATs, final exams, school 

activities. Nothing could have caused me to miss 

seeing my friends, singing praise songs, studying the 

Bible, practicing with the orchestra, and of course, 

table tennis. Those were the good old days. 

These days, whenever I come back, I couldn’t 

help but walk down every hallway and check out 

every room, from the hallway behind the kitchen to 

the restroom at the far end of the upper floor, to savor, 

to reminisce and to reflect. It might only have been 

four and a half years that I attended FPCLA before 

leaving for college, but those were the formative 

years of my life. Those four years helped shape who 

I am today. My friends, my mentors, the pastors and 

the elders, the uncles and aunties, they helped create 

unforgettable memories, shape my character and 

solidify my faith.  

Sitting in the same pews as I did thirty some 

years ago, I found myself still able to read and even 

memorize the responsive readings in Taiwanese, a 

testament to the indelible influence this church has 

had on me. It was here that I first received my call to 

ministry. When the pastor relayed God’s call to 

Isaiah, “Whom shall I send? Who will go for us?” (Isa 

6:8), it was as if God was speaking to me. Like Isaiah, 

I answered, “Here am I, send me!”  

FPCLA might not be a mega-church, might not 

have the best facilities, might not offer the best 

programs, but for me, it was a blessing.  

FPCLA, thank you. You will always be my 

mother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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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CLA and Us 
From Benjamin Wu 

FPCLA has always been a part of my life, 
growing up in Sunday School and being a part of the 
English Ministry, and it has always been a place I 
could rely on for my spiritual needs. The teachings I 
learned from Reverend Lew have kept me grounded 
in Christ through hard times over the past couple of 
years and being able to be a part of the English 
worship team has also fueled my own passion 
towards music.  

Furthermore, retreats have been very impactful 

in my walk in Christ as the fellowship has led me to 

some of my greatest spiritual moments in my life 

while also allowing me to grow closer to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Overall, I am very grateful for 

our church as it has helped me develop into who I am 

today while continually developing and 

strengthening my relationship with Jesus Christ. 

From Joseph Wu 

FPCLA has been a huge part of my life and has 

provided me with a plethora of memories from our 

monthly fellowships, annual retreats, and camping 

trips. It has also provided me with a second family 

that I feel I can always rely on, even during times 

where we are farther apart.  

I feel extremely lucky that I got to be a part of 

this church as it not only guided me to be a good 

Christian, but it also taught me much more, such as 

how to work with others and how to organize events. 

I have also grown to love serving our church, 

especially as a part of the worship team. FPCLA gave 

me an opportunity to be a drummer, which I am also 

grateful for.  

From Thomas Wu 

During my time at FPCLA, a love for worship 
was cultivated in me. Ironically one of my earliest 
memories here was being reluctant and rebellious to 
stand and sing, whether it were children’s worship 
songs or worship songs sang during our services. Our 
Sunday school teachers at the time had to tell us to 
sing or stand or we would get in trouble.  

However, as I matured in my next few years, I 
also began to be more drawn to worship. Listening to 
Pastor Lew’s sermons about living our lives as 
Christians brought me desire to worship our Lord. I 
was then given the privilege to serve in our English 
service worship team despite having no experience. 
The existing worship team members at the time 
taught me, with plenty of patience. By God’s grace I 
would later on be able to play for not only our English 
ministry but also at retreats, joint services, outings, 
fellowships, and even overseas mission trips. 
Through it all, I never stopped learning about 
worship and all the things it encomp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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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PCLA  
蔡佳君  

  加拉太 2:20「…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

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哥林多後書 5 : 17「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

是新造的人…」。 

  洛杉磯基督長老教會 FPCLA 對我來說非

常、非常地重要。他不僅僅是一棟莊嚴的禮拜

堂，有絢爛亮麗的彩繪玻璃，和一群愛主的弟兄

姊妹在當中敬拜聚會。更有坐在寶座上為王的主

耶穌基督，因為有主耶穌基督活在我裡面，使我

成為一個新造的人。 

  1992 年 8 月我來到美國，在 Oklahoma City

求學。第一次進到教會，參與學生團契的聚會，

開始了我的教會慕(主)道生活。在教會，我 快

樂的是詩班練唱時間，透過音樂，享受在主裡的

愛。1994年完成學業，來到洛杉磯和家人團聚。

因著找工作的緣故，南加、北加幾度搬遷，我離

開了教會。由於依親移民的身份還在等待中，使

我找工作的機會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經濟生活、

精神生活都陷入了困境。在這段生命低潮的時

期，聽到住家鄰近教會的詩歌獻唱，燃起了我想

重回教會的渴望，卻不得其門而入。但是，主耶

穌基督聽見了我內心的吶喊，當我的心門向主敞

開時，祂就應允了我的呼求。阿門！ 

  馬太福音 7:7「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

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1997 年年初，因著伍偉揚弟兄 (Young) 的引

薦，由葉一麗姊妹帶著我，來到洛杉磯基督長老

教會，開始參與台語社青團契的聚會。使我慕道

多年，輾轉在幾個教會流浪的旅程，終於在洛杉

磯長老教會的台語社青團契落腳安定下來。感謝

讚美主！主尋回了迷失的我。 

  彼得前書 2:2「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奶，像才

生的嬰孩愛慕奶一樣，叫你們因此漸長，以致得

救」 

  當時團契聚會，由每個參與的弟兄姊妹輪流

帶領查經。他們並不介意我還只是個慕道友，給

我服事主的機會，讓我帶領查考一小段經文，我

開始多方閱讀經文釋義書籍，一字一句查考經

文。聖經經文，是神賜給我生命的靈糧，我像是

從愛慕靈奶的嬰兒，成為可以自己咀嚼靈糧的孩

子，開啟了我追求聖經知識的胃口，和靈命的成

長，以致得救。 

  馬太福音 6:33「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

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1997 年 12 月，我在教會弟兄姊妹的祝福和

見證之下，受洗成為基督徒，並和伍偉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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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 弟兄結為連理。當時聖歌隊在婚禮上獻

詩「天父恩典真正大」，讓我深切的感受到天父

上帝的愛、奇妙恩典和一路的牽手帶領。 

  感謝讚美主！賜給我一個做神兒女的尊貴身

份，建立一個基督為首，尊主為大的家。 

  2000 年之後，4 個孩子相繼在 2 年 8 個月內

接連出生，忙於照顧養育稚子們的我，身、心、

靈時常感到非常疲憊。還記得 小的雙胞胎兩歲

的時候，一個疲累的夜晚，他們早該安靜地睡覺

了，卻哭鬧不休，不肯入睡。我關著房門，讓他

們在裡面哭，我自己坐在門外哭。這時我清楚的

聽到他們用台語哭喊著 "祈禱、祈禱" ，頓時我

恍然大悟，我已經累到忘了幫他們做睡前禱告，

這就是他們不願意睡覺的原因。是主，在提醒我

禱告的重要，是主，要我透過向祂禱告，從祂那

裡支取祂要給我的力量、精神、體力、和智慧，

讓我可以成為祂的好管家，牧養祂的小小羊。 

  終於在 2006 年，當雙胞胎兒子進入托兒所

後，我就像是強力海綿，渴望神智慧的言語，不

斷地找機會吸收神的真理和教導。因此，洛杉磯

長老教會的主日成人查經班，就成為我吸收神話

語的主要來源。感謝前後兩位成人主日學老師-

林明志長老、和伍偉揚長老，在聖靈的引導下，

忠心地傳講神的道、神的真

理，讓我更深刻的明白神的

愛、信實、公義、聖潔、和

審判 ......。將真實的基督信

仰，可以堅固、紮實地根深

在我心中。在往後的若干年

間，我可以單單安靜地坐在

主的腳前，屈膝敬拜、留心

聆聽、等候主的旨意，選擇

了那上好的福份。感謝讚美

主！因著這份祝福和裝備，

讓我有機會開始從事教會的

服事。 

  約書亞 24 : 15 「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

事奉耶和華」 

  用讚美詩歌事奉主，是我 大的快樂，是主

給的恩賜，也是 初主吸引我的起手式。有幸在 

2013年華語主日禮拜的草創時期，參與敬拜讚美

的服事，也在台語堂參與聖歌隊，帶領會眾一起

嘔咾敬拜上帝。我們家四個孩子也在英語部劉牧

 
很高興子女參與敬拜讚美的事工—英文部敬拜讚美 

 

第一次上台做主日禮拜的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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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以及 Joshua Lin，

Wayne Lin，的牧養

帶領下，認識神，

用神的話語餵養他

們，使他們靈命有

更多的成長。 2013

年，三個男孩也同

時參與英語部的敬

拜團隊，和 Wayne 

一 起 用 音 樂 事 奉

主。 

  神是守約施慈

愛的神，當我們選

擇信神，每天用禱告來到祂的面前，向祂支取能

力，神必垂聽並應允。有好幾年的時間，每晚在

孩子們入睡前，Young 都會帶領全家一起靈修、

晚禱。謝謝耶穌給賜我們禱告的恩典和權柄，讓

我們全家都能經歷神改變的大能。四個孩子受聖

靈的感動，分別在 2018 年的復活節、聖誕節，

和 2019 年的復活節，在教會弟兄姊妹的見證

下，受洗歸入主耶穌基督。上帝是孩子的天父，

祂對每個孩子都有一生完美的計劃。謝謝主耶穌

基督，在孩子們離家上大學之時，上帝自己，親

自做他們的屬靈的遮蓋，他們的一生都在上帝的

手中。感謝讚美主！ 

  2020年 3 月，武漢肺炎疫情在洛杉磯大規模

爆發之後，上帝用外在大環境的艱難，來試煉我

對上帝的信心。我曾經一度陷入極度的恐懼、害

怕、憂鬱 、和沮喪之中，但是上帝用祂的話語

親自鼓勵安慰我。~約翰福音 10:10 “盜賊來、無

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

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以及詩篇 91 篇。讓我

再一次用信心來到祂的面前，定睛、注目、仰望

上帝，獻上我的禱告、感謝、讚

美、和敬拜。 

 以弗所 1:4「就如神在創立世界

以前，在基督裡就揀選了我們」 

  我 確 信 「 天 父 恩 典 真 正

大」，神的信實在此大大彰顯，

主耶穌基督的恩典訴說不盡，

「咱當數算祂的恩，日日用有

剩」。 

  願頌讚、尊貴、榮耀歸於我

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阿門！

參與聖歌隊的事奉 

 
子女都參加英文部的靈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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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甄鎂  

洛杉磯教會與我有一段很特別的緣分，2007

年第一次踏上美國這片土地拜訪的教會就是洛杉

磯教會，簡約樸實的外觀搭配著巴洛克風格的彩

繪玻璃是對它的第一印象。當時的我尚未認識上

帝，洛杉磯教會亦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踏進的教

會。記得當時恰逢聖誕節，我來探訪當時還是男

朋友的現任老公-信堯，他邀請我一同在教會過

聖誕節。印象 深的是教會禮拜堂中間大大的十

字架、裝飾得很漂亮的聖誕樹以及美國文化中特

有的 Potluck。 

禮拜後，看到每個家庭都精心準備自己的拿

手佳餚一同分享，我心想，一次可以品嚐到這麼

多種口味的菜餚，從前菜到飯後甜點水果樣樣具

備，真的好划算啊！午後，聽到熟悉的聲音，還

開了兩桌，不是麻將的聲音，原來大家是在打桌

球。自從大學畢業後再也沒有接觸桌球，看到大

家揮灑著汗水，充斥著笑聲很認真的計分比賽，

而我也有機會參與一起同樂，有別於商業化的聖

誕節慶祝模式，這樣簡單溫馨的聖誕節著實別有

一番風味。 

後來回到台灣幾年後，我也認識了上帝，在

高雄鳳山教會聆聽牧師講道，參與服事及各項大

大小小的活動，一直到了 2016 年才又踏上美

國，開始人生不一樣的旅程。再次回到洛杉磯教

會已是 9 年後，這段時間不算太短，原以為會覺

得陌生，但一看到教會的外觀，接觸到教會裡的

環境，很快地，那份熟悉的印象又悄悄地回來，

沒有違和感。 

在異鄉念書，少了家人和熟悉的朋友，洛杉

磯教會就像家一樣。在這裡，認識了一群同樣在

異鄉打拼的遊子，可以分享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也多了許多關心和照顧的溫暖長輩們。異鄉生活

中所遇到的挫折與感謝，在團契裡往往都能得到

共鳴，透過彼此的分享代禱，在心靈上有很大的

安慰鼓勵和成長。回想 MRI 實習前意外地扭傷

腰，整整 1 個月的疼痛動彈不得，當時收到台灣

製的酸痛貼布，以及來自兄姊們的關心和代禱，

讓那時疼痛不已的我倍感窩心。 

每逢佳節或是採收的季節，少不了來自各家

庭自己種的蔬菜、水果，有絲瓜、桑葚、紅棗、

橘子、檸檬、芭樂、蓮霧…等等，實在很感謝長

輩們的分享，讓我可以品嚐那份來自家鄉熟悉的

味道。 

從小就喜歡唱歌，也參加過合唱團，但是唱

詩歌卻是不同的感受和體驗，尤其台語詩歌裡的

白話字又是另一門學問。在聖歌隊服事 大的收

 



 ___________________  洛杉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與我   FPCLA AND ME  ____________________ 

- 46 - 

穫，我想就是看白話

字可以輕鬆的發音，

唱出詩歌的美了。一

首歌要感動人，首先

要先感動自己，而唱

詩歌除了感動之外，

也像是上帝在某個時

間點對我說話，有時

安慰，有時鼓勵，有

時卻是靜靜的陪伴。

聖歌隊在教會的角色

亦是如此，透過指

揮、優美的鋼琴伴奏

搭配四部和聲，將上

帝的話語、對上帝的

讚美和感謝，傳遞於

會眾之中。 

洛杉磯教會聖歌隊成立於 1970 年 9 月 20

日，半個世紀以來不間斷地唱出許多動人的詩

歌，帶領會眾敬拜獻上感謝。除了每個主日獻詩

外，在復活節、聖誕節甚至其他教會慶典，都可

以看到聖歌隊的身影。 

雖然隊員來來去去有所變動，歲月在每個人

身上悄悄地留下了痕跡，但是不變的卻是愛唱歌

以及服事的心。這群來自四面八方愛唱歌的弟兄

姊妹，每週日是 早到達教會的一群人，隊員們

跟著指揮、司琴反覆地練習著一首首詩歌，為的

就是將 好的聲音和旋律擺上。多年的同工，彼

此間已經練就絕佳的默契，指揮的一個眼神一個

動作，司琴絕妙的「暗示」和輔助，隊員們馬上

心領神會，唱出一首詩歌應該有的表情。不論在

練習時或是獻詩後，輕鬆愉快的氛圍總是圍繞在

隊員之中。私底下的聖歌隊感情很好，樂於分享

不藏私，每每有人回故鄉台灣或是出外旅遊，回

來一定分享當地特產，犒賞辛苦練習的聖歌隊員

們。 

我很榮幸可以擔任聖歌隊隊長服務大家，也

很感謝指揮、司琴、隊員們多年來的辛勞，可以

用相同的語言一起大聲歌唱讚美是很幸福的事。 

看過一則笑話說：「電腦中毒了可以重新安

裝，那 2020年中毒了可以重來嗎? 」2020年是個

特別的一年，因為 Covid-19病毒攪亂了全世界過

去習慣的生活秩序。縱使過去的歲月無法重新來

過，但在新的生活方式裡，主內的弟兄姊妹卻有

了新的連結方式。透過長執同工們的努力，花了

很多時間測試研究學習，讓我們可以在網路無國

度的世界裡彼此聯繫。利用社群媒體參與網路禮

拜、舉辦了查經禱告會、團契禱告生活分享。當

然， 功不可沒的就是活到老學到老的兄姊們。

雖然無法實體聚會，但卻沒有因此疏遠。透過彼

此幫助，讓弟兄姊妹們都能藉著科技分享疫情期

間的生活。即使生活模式有所改變，上帝的愛卻

是亙古不變。每個人就像是小小的螺絲釘，因著

愛，努力地守護著教會這個大家庭，在這個大家

庭裡，每個人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缺一不可。

 
2019 年聖歌隊聖誕節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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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CLA  
孔  紈  

我是 2012 年 3 月 4 日

在加州 Davis 受洗信主，

2013 年 9 月畢業來到洛杉

磯實習。那個時候在洛杉

磯一個朋友都沒有，不會

開車也沒有車（那時當然

也還沒有 Uber!），生活上

有諸多不便利。當時又面

臨找工作以及簽證的壓

力，非常希望能夠找一個

華人教會，能夠用自己熟

悉的語言，與一些跟我有

類似背景的朋友聚會。 

2013 年 10 月的某一天在網上尋找我住所附

近的華人教會，找到 近的一家就是 FPCLA，

所以那個週日的早晨就來聚會。我記得第一次來

是在小木屋，大家都很熱情的歡迎我，印象很深

刻的是 Nicole 很親切的跟我聊天。那時覺得弟兄

姊妹都很熱情，教會氛圍很溫暖。於是就留下來

在 FPCLA 穩定聚會。 

我們常常去嘉安Emy家裡聚會，他們熱情招

待，給我們生活各樣的關懷，我覺得就是找到家

的感覺。之後和 Nicole、嘉安、Emy、Melody、

竑道同工一同服事，也於當時來教會的好多人成

為了非常好的朋友。後來又有 Jennifer、彥宇、

Kai、書豪等等同工。 

我們這一群愛主的弟兄姊妹穩定每週聚在一

起團契、主日，敬拜神，分享在神裡面的經歷，

也一起陪伴彼此的高山低谷。印象很深的是我們

一起開了很多的同工會，討論如何更好的傳福音

給更多的人，如何更好的敬拜神。後來信堯甄鎂

夫婦、Antony、阿昌 Mary 夫婦也常常加入我

們。疫情期間，更是讓物理距離遠的弟兄姊妹通

過網路的方式合一，如 May、Yvonne、Terry 等

等，可以每週都聚在一起。 

我在 FPCLA 社青團契有 7 年的時間了，其

中做過三年的會長，這些年我們歡迎了好多新的

朋友，也送走了很多老朋友，見證了多少人的人

生重要時刻：升學、畢業、找工作、結婚、生子

等等。我們這一群人現在分散在世界各地，但是

都因為在 FPCLA 的這一段時光的相聚，讓我們

人生這一段時間有特別的回憶。 

在 FPCLA 社青團契的這些年，也得到了非

常多的長辈的教導、幫助、支持，特别是 Peter

長老和 Eunice，李牧師夫婦、Winnie長老、惠美

長老、Young 長老等等。屬靈上給我們很多的幫

助與帶領。尤其是在我和劉信辰舉辦 Zoom 婚禮

的時候，有非常多的長輩來參加。而且他們為了

參加我們的婚禮，特別花時間與精力學習使用

Zoom。我們看到這麼多長輩關心我們，為我們

祝福、禱告，真的是非常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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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FPCLA 這 7 年的時間，也在

教會 50 週年的歷史中見證了一段不

短的時期。在這裏與弟兄姊妹建立

肢體關係，一同學習神的話語、更

多認識神、親近神、追求神。我們

攜手奔走天路，互相鼓勵。這7年真

的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期待 FPCLA在接下來的 50年，能夠

緊緊跟隨耶穌，帶領更多失喪的靈

魂認識耶穌，成為耶穌在地上的榮

耀，也給更多像我一樣的人一個屬

靈的港灣。 

倚恩＆宓潔 

去年(2019)因為先生來到好萊塢求學的關

係，初來乍到，還記得因為是農曆新年的 pot 

luck 聚餐，被彥宇弟兄邀請過來幫忙做菜，有幸

第一次來到 FPCLA 這個大家庭，並且參加每週

一次的華語聚會。這間教會吸引我們的地方很

多：神透過 Peter 長老精闢入理、字字珠璣的講

道，雖然不是太艱深的道理，但總是能讓我們反

思信仰的真諦。還有弟兄姊妹時常的連結，以及

可愛長輩們的問候及不定時的食物分享，特別在

這個人生地不熟的土地，感受到來自台灣同鄉的

溫暖。 

能在異地與許多同鄉的主內弟兄姊妹連結，

是何等大的福氣與恩典。相信這也是前人辛苦開

拓，才讓我們得以享受這在主愛裡豐盛的果實。

感謝上帝，何等祝福 FPCLA，也願主愛的恩典

時常流動在這裡。 

怡菁 

我們所信的神是信實的神！ 2017 年我於台

灣服務的公司臨時指派我到洛杉磯出差，出發在

即，我不抱希望地詢問高雄母會是否有人認識洛

杉磯的教會，沒想到當時剛好有位曾在 FPCLA

聚會的弟兄從洛杉磯回高雄，遂便取得當時於

FPCLA 牧會的李仁豪牧師聯絡方式。 

時間快轉至 2018 年，我因工

作關係再度被外派來洛杉磯。雖

因地緣關係，我選擇就近在所住

的城市聚會，但也盡可能找機會

參與 FPCLA 社青活動。亦有幸於

2019 年參與退休會，認識更多

FPCLA 主裡的弟兄姊妹。 

感謝神一路的帶領及供應。

感謝 FPCLA 的社青，讓我在異地

也能在靈命上被餵養。也感謝同

工們不辭辛勞地擺上。祈盼

FPCLA 下一個精彩的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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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CLA LA  
王宜芳  

聖經裡面我很喜歡腓立比書 4 章 6 節：應當

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

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

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無論從哪個地方搬到哪

個地方，只要找到屬神的家就會感到安心，也能

體會更多神的愛，因為在那裡有一些朋友的陪

伴、在那裡有一些生命的相處，也充滿神恩典的

記號,就像我從台灣搬到 Indiana 求學，又搬到

Bakersfield工作，再搬到 LA,找到了 FPCLA,又搬

去日本，再到維州，又搬回 LA,每一腳步都是神

在帶領，但是去了那麼多教會，只有 FPCLA 讓

我覺得像娘家，如此溫暖如此自在。 

回顧我如何來到 FPCLA，要從 2007 年自從

弟弟信堯說要來比佛利山莊唸MRI說起，當時我

還在 Bakersfield 醫院上班，我就在網上找到

FPCLA,因為這間教會離他讀書的地方很近，可

能有人可以幫忙他找到住的地方，結果到教會裡

一問，大家都住在蠻遠的地方，但是每個星期日

大家還是都會開車到教會聚會，好像有一股特別

的力量把大家聚在一起，除了神的愛以外，並在

這個大家庭一起經歷很多事，讓大家真的很

「親」，就像感情很好的兄弟姐妹，非常有台灣

味，就連過年過節的午餐也都很有台灣味，後來

我也找到 LA 洗腎中心當營養師，就可以常去

FPCLA,每次去那裡就像回娘家一樣，充滿親情

充滿愛。 

說到教會的台灣味，一定要講教會廚房，尤

其默默付出的艷齡姐和素貞姐，當大家在禮拜

時，他們在廚房努力煮好吃的，還有以前煮香香

麵茶和炒米粉的昭德長老，當然還有很多默默付

出的兄弟姐妹沒能一一提起，你們的服事讓我們

晚輩滿足了想家的思念也同時飽足我們的味蕾。 

 

我 喜歡跟大家過感恩節和聖誕節，這兩個

都是教會的大節日，每年感恩節大家就會把家裡

蔬果拿來分享神賞賜的豐盛，Nami san 就會排出

充滿藝術氣質的蔬果花卉；May 會帶領手鐘團奏

出美麗的樂音，真是讓視覺跟聽覺都是一大享

受；聖誕節教會總是會有新鮮的聖誕樹，所以禮

拜時都可以聞到香香的聖誕樹味道，禮拜完總是

有澎派的大餐，緊接著看大家表演的聖誕節目都

是精心設計，好幸福阿，神的愛就這樣不知不覺

地繞行在教會當中。 

教會裡面人才濟濟，到處都是高材生，但是

大家都很謙卑，也有很多懂音樂的人才，所以聖

歌隊，手鐘事工才會一直延續下來；看到舊照片

手鐘的代代相傳，有種說不出的感動，雖然教會

成員逐漸老齡化，年輕一輩來來去去，可是老一

輩大家都默默的付出，還是繼續在聖歌隊服事，

這麼多年來堅持有聖歌隊獻唱，若不是從神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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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可能很早就沒聖歌隊了。

我還沒結婚前也參加聖歌隊，聖

歌隊員都要比其他會友早到教會

練習，有時候吃完中餐還要練

習，所以在教會的時間比其他的

會友長一點，但是唱歌的時候是

在讚美神，能跟大家一起服事充

滿喜樂。 

說到社青團契，要謝謝阿昌

Mary他們一家長時間陪伴大家一

起成長，常常開放家庭讓我們去

那裡撒野玩遊戲吃零食。謝謝

Peter 長老也是花很多時間在造就

我們屬靈的生命，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帶領查

經，主日學。之前還有夫妻團契，常常有好吃好

玩的，當時的社青也會插上一腳，我印象很深的

是去露營還可以吃到高級的料理；月圓時的半

夜，家聲執事還帶我們去海邊抓銀魚...。我也參

加過兩次教會的出遊，一次是去 Sedona,一次是

去拉斯維加斯，都是坐大型的巴士出門，這麼多

人一起出遊的旅程背後也要有很嚴密的籌備，跟

大家一起遠程旅遊也都輕鬆自在，還可以享受上

帝美麗的創造，也跟會友們有更多的互動，這些

經驗都豐富我的教會生活，而這些點點滴滴就只

有在 FPCLA 才找得到，謝謝 FPCLA 的你們，雖

然結婚以後比較少去 FPCLA,但是每次去的時候

大家總是笑臉迎接，感謝上帝讓我認識你們也讓

我在 LA 有個溫暖的娘家。  

       

     陳素貞姐展現廚藝          蔡森德、楊艷齡夫婦        Nami San 在感恩節的 

        準備台灣味                料理主日愛餐                蔬果擺飾 

 
手鐘團節日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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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信堯  

  洛杉磯教會，是我 2006 年來到美國的

第一間教會，也是 2015 年二度來美時，幫助我

尋求、體驗神的投靠所。心裡總好奇著，50年前

的信仰前輩們，是帶著怎樣的信心與熱情建立教

會？長年居住四散卻聚集敬拜的兄姊們，是秉持

什麼理念委身奉獻？上帝的心意又將如何地透過

我們來傳揚呢？雖然答案沒有一躍而出，但感謝

主，在相隔七年的兩段時光裡，透過經歷學生與

執事兩種身分，透過和教會兄姊們的認識與相

處，藉著發現散落於各處的痕跡，得以慢慢地想

見並遇見「你們就是基督的身體，而每一個人都

是肢體」的教會特色。 

望著教會的屋頂，總想起蹲坐在屋頂上修理

的昭德長老，想起當年他示範如何收水管，看著

我們動手體驗卻手忙腳亂，露出一臉「江湖一點

訣，講破沒價值」的竊喜表情；會友照顧教會就

如同自己的家，是我對洛杉磯教會的第一印象。

挺立在旁的茂盛綠樹，也常有兄姊悉心照料，每

逢修剪過後，便常見到家聲執事漆上 pruning 

paint 的英姿。不僅如此，2019 年底討論修剪細

節時，德雄幹事勉勵大家一起動手，滿心期待能

將完工後的照片分享給清吉長老做鑑定，展現出

來的熱情，與 2019年 5月教會的 Vegas之旅，在

休息站勉勵著同行青年們的清吉長老身上，同出

一轍。在這些印象交錯當中，除了遇見肢體之間

的掛念，更得以想見早期的同工們，多年一同奮

鬥的深厚情感。 

小木屋佇立所在的停車場，曾聽聞用來舉辦

過園遊會，也是青年們運動的空間，尤其看著地

上格線塗抹的痕跡，得以想見當時李仁豪牧師與

社青們的付出。近年來，停車場除了每主日提供

會友們使用外，在這個場地上，還感受到參加電

子產品回收活動的居民回饋感謝、照信長老和煌

坤長老感謝載菜同工的親切，以及見證了 Adrian

小朋友首次騎動二輪腳踏車的喜悅。另外，在主

堂外圍有五扇厚實窗板，宛如千鈞城門，得以想

見當初必定動用不少人力，花費九牛二虎之力，

才能如此牢穩地固定在牆上，保護會堂完整，讓

我們得以安心敬拜。倘若仔細觀察窗板上的鐵勾

和牆壁上的螺絲，會發現有著不同的長度與尺

寸，在在刻劃著過往同工們的用心與巧思。 

禮拜堂分為上下兩樓層，上層有辦公室和以

前聖歌隊練習的房間，在走廊上放置聖歌隊服的

衣櫃前，則是禮拜結束後聖歌隊員們寒暄交流的

好地方。同是聖歌隊隊員的淑純姊，如同眾多兄

姊溫馨的關心一般，給予短暫隻身在美國的我很

大的鼓勵與祝福；印象深刻的是，不曾見她顯露

身體微恙的疲憊，卻看見她獻上歌聲，敬拜 神

直到人生終點的熱忱。一樓是敬拜的地方，除了

右前方有提供年輕人服事機會的司會講台之外，

左前方則有一塊常因為風吹而翻動的玻璃。每次

玻璃翻動時，穿著聖歌隊服的中霖長老便會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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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想起他傳授用紙固定窗戶的獨門祕訣、分

享用背部肌肉唱出高音的教導、請兄姊幫忙錄影

獻詩的堅持，以及詩班練習後輪流禱告的傳統創

立，至今仍記憶猶新。除了敬拜讚美與聖歌隊的

歌聲之外，每逢紀念的節期，會飄揚著手鐘的優

美旋律；常常在主日排演完，便能聽到致力於手

鐘音樂教導的蕭百合姊，給予手鐘團的肯定與鼓

勵。洛杉磯教會曾歷經大火，雖無法想見過往樣

貌，卻從諸多信仰前輩們的形象中看見，服事精

神、培養後進的心力，還有文化傳承的風貌。 

禮拜堂的後方有廚房、餐廳和交誼廳，是每

個主日禮拜結束後 歡樂和放鬆的地方。滿載熱

騰騰米飯的飯鍋，有著同工們精密計算飯量和水

量的智慧，不同口味的菜餚，則富含訂菜、載菜

以及夾菜同工們的愛心；看到自告奮勇為大家主

理愛餐的兄姊們，還有為大家在廚房忙進忙出的

姊妹們，當品嘗著愛餐或 Potluck 滿滿家鄉味的

菜色時，更凸顯佳餚的美味。飯後的洗碗槽非常

熱鬧，有著「三代同堂」及「三語同堂」洗碗服

事的獨特畫面；多次見到英語部青年擦拭餐桌，

幫忙整理，心裡更是感動與感謝。交誼結束後而

趨於寂靜的餐廳，會聯想到每年的受難日紀念禮

拜(Good Friday Service)；當天預備聖餐的長老

們，和服事的同工們，以及排練敬拜詩歌的英語

部青年們，齊聚共享晚餐的當下，便延續了兩代

移民之間難得的連結。想像著耶穌為門徒洗腳的

情景，在教會諸多兄姊無私的奉獻裡，也同樣遇

見了肢體彼此服務的愛。 

這幾年，不論在美國的發展或是移民的生

活，都滿有兄姊的關懷與禱告，在人生旅途中，

幫助我學習仰望主的功課。在學習服事的過程

中，有不少的教導和提醒，更時常有許多熱心的

兄姊主動提供幫助；一句句“我可以幫忙什麼”?

的訊息，常在需要的時刻伸出援手，給予極大的

支持與鼓勵。看著大家不懈怠地學習，參加線上

活動以及查經班和禱告會的身影，眾多渴慕 神

話語的心意，和生活分享的彼此勉勵，是何其寶

貴且美好。 

感謝主的恩典與帶領，因著感動而建立 50

年的洛杉磯教會，讓我們得以找到一份故鄉的歸

屬感，並實踐與回應我們的信仰；更因為主先愛

我們，所以兄姊們互為肢體，學習主的樣式與教

導，彼此相愛扶持。懇求主幫助我們，在向著祂

所設的標竿前行時，找到更多傳揚福音的方式、

發掘更多與社區交流的機會，看見更多文化傳承

的可能性。  禮拜前在音響室準備口譯器材 

愛餐後在廚房清洗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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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絮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 

－賽 40:31 

 

  2020 真是個特殊的一年，因為 COVID-19的

疫情從 1 月就開始襲捲全球，世界從金閃閃快節

奏的高速列車，進入一個黑白停格的畫面；人聲

鼎沸的街道，進入靜音的按鈕裏，徒留疑是幻境

不真實的茫然感。洛杉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

如此不一樣的步調中走入第 50 年的感恩的見

證。 

  記得 1987 年第一次走進我們教會的日子，

似乎回到台灣做禮拜的空間裏，台上聖歌隊穿著

傳統的聖歌隊隊服，四部和諧的聲音，在聖殿中

迴盪著。禮拜完後的愛餐是我印象 深刻的了，

道道地地的台灣佳餚，讓思鄉的我感動極了，聽

聞都是出自姊妹們的巧手，讓當時年輕的我佩服

的瞠目結舌。我和明志在教會結婚生子、受教服

事…眨眼走來已過 30 餘年。如今回首，檢視所

經過的旅途，除了神雙手褓抱之下的那排腳印； 還有一連串，雜沓在我身旁、環繞在我四周大大

小小不同的腳印。那些腳印屬於教會弟兄姊妹的

腳印，洛杉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就是伴隨著我一

路前行溫暖的大家庭。 

大家庭 

  從德州畢業搬來洛杉磯生活上班，當決定在

教會結婚時，我們剛參加洛杉磯的教會。家人都

不在身旁，只有明志和我倆人在洛杉磯，真所謂

人生地不熟，在計畫一切結婚事誼的忙碌中，又

得接待從台灣以及各地飛來參加的家人和親友，

真是十手十腳也不夠用。記得子清長老和當時的

婦女會長惠真長老他們馬上挽起袖子為我們籌劃

禮典。教會全體總動員，從司會、招待、花童、

 
文絮、明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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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佈置…全都包辦。少年團契成為英俊貌美

的迎賓招待，聖歌隊的賀歌大大加分。Nami 長

老為我們在 social hall 佈置的「喜」牆，藝術極

了！在我人生這一大步中，四周圍滿了教會這一

大家子的祝福與幫助！特別感恩主為我所預備的

屬靈家人！ 

  爾後不論生子，搬家、生病入院…生活中的

高高低低。感謝牧長、長執、團契幹部慇慇關

懷，讓年輕的我不覺得舉目無親，感謝神的「攝

理」將我們放在這個大家庭中，也在屬靈的道路

上讓我看見教會中這許多如雲彩般的見證人，見

證著主耶穌基督的憐憫與慈愛，也溫暖在異鄉的

我。 

神話語的栽培 

  教會對於教導基督的真理更沒有缺少過，除

了牧師的講道、各種專題演講，週日的查經班從

1990便延續至今。我從小在基督徒的家庭長大，

母親嚴嚴的要求子女每主日都得去教會禮拜，這

養成了我每周日上教堂「坐禮拜」的習慣，但認

識上帝嗎？可說模糊不清！來到洛杉磯教會後因

著明志教導社青查經班、成人主日學近 30 年不

間斷，我也當個忠實的伴讀生從懵懂到品嘗主恩

的美善，從埋怨為何要一早就把才 1 歲多的道涵

挖起床到變成催促大家準備。查經中，從心不在

焉到聚精會神，從索然無味到越嚼越甘甜。感謝

教會牧長們支持查經班持續下去，特別感謝孫牧

師、清吉長老的鼓勵與支持。希望教會的查經班

能持續不間斷，因為「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

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箴 9:10) 而只有在

神的話語中才能幫助每個人真正的認識神，造就

信徒的靈命成長。 

  靈修會也是我在屬靈路程成長的因素，不論

是教會、團契或者聯合靈修會，都讓我受益匪

淺，也享受兄弟姊妹的交誼分享。記得早期的社

青靈修會，其中有一問題是你為何來美國？我當

時的感動是上帝告訴我「來，親近我！來～更親

近我！！」這句話一直在我的生命中引領我。感

謝教會每次承辦靈修會的工作人員，他們勞心費

力的辛勞，造就我更親近主，願上帝祝福他們！ 

神的祝福 

  每次的服事，都是神預備的操練，也是神的

祝福！「生之泉」的服事是其中之一，在一次電

話中偶然與文昭姊妹(早期的社青成員)談及文字

事工的可行性，後經小會同意，便組織編輯小

組。編輯成員大部分為當時的社青成員有我、永

碩、文昭、競恆、瑞雲、後有妮君加入。從1999

年 2月創刊以季刊出版歷經將近 6年才

停刊。雖然當時小孩才上小學，編輯

時常開會到半夜，同工們負責盡心的

態度，只能說哈利路亞！讚美主！那

是一段神訓練我與兄姊們一起服事的

歲月。也感謝孫牧師、中霖長老及撰

寫文章投稿的兄姊們，他們的支持與

包容才能讓文字事工成為教會傳福音

的一部分。爾後這編輯小組也參加編

輯教會 30週年及 35週年特刊的事工。

因為這樣的服事機會，神教導我「先

禱告再服事，謙卑後再領受神的祝

福」！ 

 

1997-早期社青靈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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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服事的豐盛裏神預備各樣的祝福，聖經教

導「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

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林前 2:9)。

人生旅途走到孩子們進入青春期，父母卻邁入黃

昏的年日時，不論是做父母或當子女角色的擔

子，卻沉重的難以背負。和我們相同年歲的夫妻

在教會原本就少，一直蠻孤單的，但神慢慢的將

一些年歲相同的夫妻帶領來到教會，夫妻團契也

因此誕生，大家有相同的難處，相似的挑戰，而

神也藉著研讀神的話語，各樣主題分享如「風雨

人生」、「婚姻與父母之道」、「與主同建家

園」等，也舉辦適合我們團契的主題靈修會…加

上其他夫妻的相扶持，伴我度過人生的暴風階

段。感謝主恩，明白神的話語和主內肢體的幫補

讓我們在這黑暗時期前進有亮光，相互扶持不致

失落，這是神為我們生命旅程所準備的應許和祝

福！ 

  不論是在婦女團契、夫婦團契、社青、生之

泉等的服事，甚至是教會聖誕節表演的編劇…每

一次都戰戰兢兢，因為知道自己能力的不足，而

神也在身旁預備了好的同工以及祂的引領。服事

是神 大的祝福和經歷神 好的機會！經上說

「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

弱上顯得完全。…..」 (林後 12:9)，願主祝福神

國一切的僕人與事工！ 

結語 

  洛杉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就如這首歌「我們

成為一家人，因著耶穌，因著耶穌，成為神兒

女。…」變成一個大家庭。今年是教會邁入第50

年感謝主恩的紀念，和教會一起成長的年歲裏，

似乎看見高高低低的路程，有時似凋零，但有時

卻看見神國的種子因為教會的努力在世界各地發

芽結實。先知書上說「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

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

倦，行走卻不疲乏。」(賽 40:31) 相信洛杉磯台

灣基督長老教會，可以走到第 50 年，絕非偶

然，神的掌權與恩典必然與我們同在，盼望我們

因等候神，靠著神加添給大家的力量，必如鷹展

翅上騰，再往前奔跑 50、100 年，做神寶貴有用

的器皿！ 

 
生之泉 

 

  

婦女會警察講座 社青聖誕歡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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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美里  

  因著聖靈帶領，一個向惠美長老和雪真五姨

電話問安的機會，我得以有幸參加了洛杉磯基督

長老教會設立 50 週年的慶祝特刊，心中甚感欣

慰！ 

  1972年 9月，我因為 I-20學生簽證有效期限

即將屆滿，必須趕緊離開臺灣來美國報到。媽媽

的胞弟胞妹 - 我自小親密的四舅高光民以及五姨

高雪真，是我決定先在洛杉磯駐足的 大動力。

而他們所屬的洛杉磯基督長老教會，也順理成章

地，成了我移民美國的第一個屬靈大家庭。 

  充滿了新鮮感，以及留學生的興奮，加上有

四舅、四妗和五姨守護著，每天真是快活又滿有

希望。 

  雖然 12 月底，因為要陪同，必須去紐約茱

麗亞音樂學院深造的妹妹-安里去紐約，只好告

別洛杉磯，匆匆結束 3 個月短暫的相聚。然而，

一些洛杉磯長老教會點滴在心頭的往事，卻終生

難忘。 

  來到這個教會，第一次體驗到美國台灣人的

教會，是如此溫暖。除了臺灣長老教會一樣的崇

拜方式、吟唱熟悉的聖詩，以及加入聖歌隊；

特別的是，每個禮拜天可以享用從未有過的交誼

愛餐。更幸運的是，不久感恩節即將來臨，教會

刻意安排大家新移民身分，可以享用的火鷄大

餐，並且學習體會當年英國清教徒第一個感恩節

的意義。我還榮幸地被邀請參加美音姊主持的服

裝表演走秀；同時許錦銘牧師希望我特別替「海

外台灣基督徒聯合通訊」寫稿，介紹美國感恩節

之由來。新國度、新經驗，我因此得以很快融入

美國新移民的生活，似乎都「忘」了思念故鄉臺

灣！ 

  猶記得，那時候柑縣地區 Orange County，

正開始新社區發展，李宗派教授，買了新房子；

有一天主日崇拜之後，許牧師夫婦率領會友去拜

訪。當時許牧師剛好有一道新學的料理，用

bacon 捲豬肝（也許不是豬肝，但不記得）放入

烤箱烤後，可當開胃菜或小點心，非常好吃！大

家讚不絕口！這個造訪活動，使我大開眼界，看

到了廣濶無邊的大洛杉磯。 

  1973 年之後，匆匆十多年過去，直到 1987

年，夫婿和我帶著三個女兒，從中西部的俄亥俄

州大舉西遷，終於再回洛城下決心定居。但是我

們住在北嶺 Northridge 比較偏遠，加以女兒們需

要英語青少年團契和英語崇拜，所以我們就近成

了聖谷台福基督教會的會員，沒有加入洛杉磯長

老教會之行列。 

  然而，我們仍然在許多特殊場合時，不時參

與貴堂之崇拜或慶祝活動。每次參加，總有「回

娘家」的溫馨。歷任牧長，許錦銘、溫惠雄、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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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義敏、孫武夫，都有接

觸並且互相認識。其他老

會友以及陳昭俊、Emma, 

菁菁、蘇惠哲等諸位長

老，彼此之間的交流互

動，也令人珍惜！有一

年，惠美長老邀請我主講

一堂主日學，主題是基督

徒禱告生活的重要性，也

是難忘的經驗。 

  也許少數會友，知道

臺語漢字聖經的翻寫者林

恩魁醫師長老，他是我的

父親。 

  2009年，父親以 87高

齡，由舍弟林世光陪同，第三度參加去紐約宣達

「台灣人進入聯合國促進會」TAIUNA 之活動；

會後順便探訪洛杉磯之兩個女兒：美里和安里，

以及其他親友。 

  感謝四妗百合長老娘，特別安排演講會，得

到洛杉磯基督長老教會之歡迎和熱情參與，大家

相聚，給先父無比的溫暖與懷念。(洛杉磯長老

教會之子教會 Torrance 臺灣人基督長老教會，在

陳惠亭醫師之安排下，父親也在南灣作了另一堂

演講。同樣的溫暖、珍貴！) 

  「50年」半個世紀，是一段值得記取的里程

碑。一個教會的建立、成長、興旺與衰退，好比

人生歲月一般。現今雖然有慽慽然的惆悵，但是

回顧來時路，這個教會是蒙福被上帝重用的屬靈

大家庭。這裡，曾經有多少台美人駐足過，造就

過，一代又一代傳承，在洛杉磯這個異鄉異土，

它傳遞了永恆不朽，來自上帝的福音；也安

慰過多少迷失受傷的心靈。這個教會的未

來，將會繼續透過咱所有肢體們，去述說、

去傳頌，而被記念。我由衷感謝這個大家

庭，何等幸運，與有榮焉！恭喜 50 週年大

慶！並頌「恩上加恩！力上加力」！ 

  後也想藉此紀念，當年我初到美國之

時，非常疼愛照顧我的許建仁、吳婉兒兄姊

夫婦。 

  當然，我所敬愛的創會長老高光民醫

師，我的四舅，更是滿心不捨與懷念。

 

2009 年，臺語漢字聖經的翻寫者林恩魁長老受邀到洛杉磯長老

教會演講，會後合照。 

 

參與早期聖歌隊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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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慧玲  

雖然因為工作的緣故，我們已搬到了

Arizona 有很多年。但回想起過去在 教會生活的

點點滴滴，心中充滿了感恩，感謝神的慈愛與恩

典，賜給我屬靈的大家庭洛杉磯長老教會，讓我

們在教會中領受到弟兄姐妹們的對我們滿滿的愛

心，也讓我在這教會中，在主裏成長學習！不禁

想起詩人所描寫的情境：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詩篇 133 篇 1 節） 

  回憶起 40 年前剛來美國不久，當時的我，

因為敬愛的祖母盧寶長老及三叔一家在洛杉磯長

老教會聚會而來到這裡，我參加了青年團契，查

經，還有各樣的團契的活動，美好時光似乎就在

不久之前。後來和文德結婚後，他因為工作的關

係，我們搬離了洛杉磯，中間經過幾次的搬遷，

直到 2001 年回到洛杉磯居住，才又回到了洛杉

磯長老教會，那時弟兄姊妹的關懷溫暖馬上包圍

了我們，好似回到娘家的感覺。當時，兩個孩子

Jonathan 和 Michael 正值青少年及小學的年紀，

他們很快的溶入 William Lew 牧師帶領的英文

部，在那段期間，他們被建立了良好的信仰根

基。同時，我的媽媽楊潘淑磬長老也住在洛杉

磯，我們在教會裡也一起參與各樣服事及同工。

直到小兒子 Michael 上大學那年，文德已在亞歷

桑那州工作 5 年，我只好搬來鳳凰城。記得那年

2011 年夏天，全教會去了 Sedona 靈修旅遊，還

特地來到我們剛剛搬到 Phoenix 的家探訪及舉行

家庭禮拜，當時和弟兄姐妹們再次相聚真是溫馨

又歡樂。 

 

  

早期女社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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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CLA  
陳孝怡  

我來到 FPCLA，只有短短的四年時間，現

在回想起來，卻覺得好像已經是好久好久以前的

事情了！在我來美國的六年時間當中，有三分之

二的時間是有 FPCLA 參與在其中的，一起經歷

了許多值得紀念的時刻，更是見證了上帝許多的

祝福與恩典。現在，就讓我娓娓道來吧！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來教會，是 2016 年的 9

月。當時我剛從學校(UCR)畢業，從 Riverside 搬

到 LA 來，在 LA 沒有認識的朋友，而且西邊的

華人教會不多，還好透過我在Riverside教會認識

的朋友介紹，以及曾經和 May(方美盈)的一面之

緣，讓我來到了 FPCLA。 

對教會的第一印象，就是「哇！好久沒聽到

台語了，真是熟悉又陌生的懷念啊」，記得那天

大家都非常熱情的招呼我，在主日結束後，牧師

也帶我到小木屋認識了一群和我年紀相仿的社青

們！吃飯果然是 好打成一片的一種社交活動！

一起享用愛宴的過程覺得彷彿回到家一樣的親

切，就這樣，我開始固定參加主日和每週五晚上

的社青團契。 

那時候的社青團契，是每週五晚上在嘉安和

Emy 家舉行，不得不說，他們家的客廳彷彿有一

種魔力，讓人放鬆，又叫人敞開。每次我們從

LA 週五的尖峰車潮中歷劫歸來，打開他們家門

的同時，撲鼻而來的飯菜香連同 Adam(他們養的

貓)在腳邊磨蹭著，讓我們可以瞬間放下一週累

積的疲憊，重展笑顏。在團契中，除了靈命上的

學習之外，分享每個人生活及代禱事項，是我們

弟兄姊妹們相互連結 重要的時間。我們對彼此

的敞開，相互關心成為在生活上彼此扶持的家

人，也常常讓我們週五的聚會到半夜還令人流連

忘返欲罷不能！ 

  2018年 3 月的時候，我回台灣探親，原

本正享受和家人相處的時光，卻接到來自當時我

室友從 LA 傳來的訊息，因為種種原因，讓我不

得不在一週內從我當時住的 Apartment 內的次臥

搬到主臥房，否則我可能會面臨到一些金錢上的

損失。這突如其來的消息著實讓人在台灣的我一

時之間亂了手腳，原因除了無法在一周內回到美

國之外，我在離開美國之前完全沒有預料到需要

搬家，所以壓根就不曾整理打包！眼看著時間緊

迫，我實在沒有其他辦法了，只好向嘉安和 Emy

求助！沒想到他們義不容辭地一口答應，叫我不

用擔心，他們可以幫我搬「房間」！這樣的情義

相挺，在太平洋另一端的我，真的鬆了好大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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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就這樣，嘉安、Emy 連同其他的社青朋友

們，在約好的時間內，到我家幫我完成了「搬房

間」這創舉。就在我回到 LA 之後，有次嘉安終

於忍不住跟我說「這些年來幫朋友搬了無數次的

家，什麼稀奇古怪的東西沒搬過，還真的是第一

次搬到這麼原始、毫無整理打包的家，也算是蠻

特別的體驗啦！」其實仔細想想還真的有些不好

意思，真是感謝他們這麼熱心的幫忙，這種「特

別」的體驗，還真的是一次就夠了！ 

自從認識了這群教會的弟兄姊妹後，我們都

成了生活中彼此很重要的朋友和家人，也參與了

許多彼此人生的重要時刻。2016年參加了我人生

第一個 baby shower, 就是為要歡迎嘉安和 Emy 的

James 到來，當時除了認識到東西方文化的不同

之外，覺得跟大家一起玩遊戲實在是太好玩了！

雖然才認識 Emy 不到一個月，結果不小心就在

Baby Q&A 的遊戲當中打敗其他所有社青們獲得

遊戲的獎品，跌破了大家的眼鏡；2017年就在我

得知我抽中了工作簽證的當天，開心的帶了零食

飲料去參加團契跟大家分享這個好消息，在場的

朋友們臉上比我還要興奮的表情讓我印象深刻；

2018 年擔任 Melody 的伴娘也是全新的體驗，學

到了好多東西方婚禮文化的差異，同時也見證了

在神的面前立約的婚姻是何等的美好；2019年感

恩節，有鑒於我們社青團員大多都沒有家人在身

邊過節，因此揪了大家一同去遊玩，半夜我們驅

車進入 Joshua Tree National Park 國家公園內，看

到繁星點點和北斗七星，隔天在 Palm spring山上

看到白花花和厚厚的積雪，雖然過程冷到牙齒頻

頻打架，纜車也排到天荒地老，卻非常令人難

忘！2020 年，更是為了孔紈和 Chris 的網路婚禮

獻上了我第一次的婚禮主持。現在回頭看，能夠

參與到他們人生中的重要時刻，真的是非常感

恩。 

在參加教會團契的這些年，當然也有面臨挑

戰的時候。我在 2019 年開始擔任社青團契的會

 

康貞純長老歲末邀社青團契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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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在答應接下這個重責大任之前，內心有許多

的掙扎和不確定，擔心自己不能承擔起責任、擔

心自己的能力不足、更是擔心社青會不會因此就

撐不下去了？因此，我們幾位社青的核心同工曾

經一次又一次的開會討論，擬定計畫，尋求資

源，我們想盡辦法，想要用「人」的方法來解決

「神」給我們的考題。殊不知我們絞盡腦汁的

2019年年度計畫才剛排好，我就被通知因為工作

上的需要，被派去舊金山出差，而且時間長達 6

週之久。不僅如此，就當我在數饅頭眼看著結束

出差回 LA 的日子快要到的同時，再度被告知有

其他客戶的業務需求，所以我的出差將再延展 1

個半月！我不在的這些日子，感謝當時的副會長

彥宇和孔紈，一起撐住了團契的運作，除了每週

聚會、關懷之外，他們還舉辦了包餃子、參觀

LACMA 等活動，讓我在舊金山羨慕的同時，也

放下心中的一塊大石，真的是「萬事都互相效

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

人」。我相信這也是神要給我的功課，當我學習

放手交給神的時候，祂就會親自來看顧我們這群

羊，因為祂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

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

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

念」。 

FPCLA與神同行了 50年，而我和 FPCLA與

神同行的旅程，雖然才開始不久，但也仍然在進

行著，感謝 FPCLA 給我這個操練成長的機會，

我相信「凡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讓我們

一起繼續奔跑天路吧！ 

  
 

 

週五晚在嘉安，智妍家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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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德  

回想起來那也是 40 多年前了，説起來也真

巧，我與慧玲都是同一年同一個月來到美國。雖

然是那麼多年前，印象卻還是那麼清晰 ; 好像沒

幾天前，我們台北建成教會所有團契的人，才在

我們家歡送我，記得當晚我們也唱了當時我們大

家都很喜歡的一首歌，就昰「愛的真諦」。我們

團契裏面大部分的人都是從小在教會一起長大，

一起在詩班團契中服事的同工，要離開他們確實

捨不得，但相信神有祂的美意。帶著大家滿滿的

愛的祝福，到達洛杉磯國際機場已經是夜晚了，

飛機降落前一片毫無邊界的萬家燈火，心中驚訝

美國真是大！出了機場大廳迎接我的就是多年不

見的舅舅，許錦銘牧師，那時候許牧師己出國多

年。首次站上異鄉能有多年不見的親人相迎，心

中充滿了無限的溫暖。 

來到美國的第二天，  以前教會的一位弟

兄，就很熱情的來載我去聖地牙哥的海世界玩。

許多海生動物與表演都是以前沒看過的，真是好

玩的地方，當時不太有概念，現在知道當時來回

開車就要 3 個小時，即使經過這麼多年，一想起

這件事，我心中還是非常感激這種主內弟兄的

愛！ 近有機會再與大學同學的組群聯絡上，其

中一位同學在組群上回憶，當他來留學停在洛杉

磯機場時，因為飛機誤點，需要等好幾個小時才

能轉下ㄧ班，我就去接他到我舅舅家聊天，他到

現在還很感動當時的接待。當夜深人靜許多思緒

湧現時，我們能想到的是什麽？而我能帶給我們

人生當中周圍或擦肩而過的人又是什麽？這不禁

讓我想起，耶穌所説的，「施比受更有福」真是

真理，這給我們在「今世想到留下的痕跡」一個

很正面的方向。曾經看過一段小影片，主要內容

是提醒我們去問自己，當有一天我們到天上時，

有多少人會來跟我道謝呢？「因為你的緣故，我

今天才能在這裏！」真是值得我們深思。 

  來到美國第 1 個禮拜的一個晚上，許牧

師就載我到林昭德長老的府上，原來當時有青少

年的夏令會在那邊舉行，就這樣很快的也就融入

了洛杉磯長老教會的團契和教會的各項活動。這

些年來，我們也去過美國的許多城市，每到一個

城市，我們一定找個教會，感謝神的恩典，讓我

們全家在不同城市也能繼續敬拜神，也在不同的

教會中得到各種不同的學習，可以對日後服事上

有幫助。也因此認識了在不同地方許多主內的弟

兄姊妹，很多弟兄姊妹我們也一直保持聯絡，也

算是一種很難得的體驗。但每次回到洛杉磯長老

教會，總是覺得感到特別溫馨與親切感，尤其能

用從小熟悉的母語來敬拜讚美，每次都有深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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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屬我不結果子的，他就剪去； 

凡結果子的，他就修理乾淨，使枝子結果子更多。─ 約翰福音 15:1-2 

感受。現在回想起來，當初離開從小長大的教

會，何等不捨，但卻能在千里之外的異鄉，無線

接軌式的融入另一個教會，說起來這一切都是神

豐豐富富的恩典，就像我們台語常說的，「凡事

都有上帝的攝理！」也應證了聖經所説的「我們

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

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羅馬書 8 章 28 節） 

「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我必在外

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萬軍的耶和華

與我們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們的避難所。」詩

篇 46 篇 10-11 節） 

  這是一段感受越來越深的經文，也越來

越體驗到這節經文的寶貴。這經文一開始就叫我

們要休息，充分的彰顯了天父愛護祂兒女的心。

天父愛我們的終極表現當然是道成肉身，因祂所

受的鞭傷我們得了醫治與拯救；但天父的愛不止

於與我們永恆的去處有關，在今世祂能體恤我們

的軟弱，願意在大小事上，隨時成為我們的幫

助。我曾經在一個單位服務時，有一個幫手不但

沒有盡到該作的事，還常常幫倒忙。在繁忙的工

作當中，碰到這種幫手，內心的不滿很容易被激

起。感謝神提醒我，把這件事交給神，也不用自

己浪費精神與那位員工計較。記得那時有時脾氣

要起來時，我心裏只好趕快默背腓立比書 4 章 6-

7 節，讓自己心情平靜一些。結果神後來自己出

手，讓那位員工失去了工作。這裏學習到的功課

是，我們可以一無掛慮，而且這是命令，我們不

應當為任何事掛慮；但卻要把每一件事，都要藉

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所要的告訴神，在碰到

難處時，不但要祈求，也要學習為臨到的困境感

謝神。在困境中感謝神，就是用信心宣告我們有

一個慈愛的天父，是一個值得被尊崇的神，卻又

很樂意與我們同在，成為我們避難所的神。這不

是一個簡單的功課，但深信我們願意以順服的心

去學習，是神所喜悅的。 

  在這彎曲背逆處處有陷井的世代，我們

還能靠神守住信仰，其實就是值得我們彼此互相

thump up！在走天路的旅程中，有洛杉磯長老教

會的弟兄姊妹相伴，不禁從心中感恩讃美神！以

馬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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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雪玉  

今逢教會 50 週年紀念，生活在恩典中我不

能不述說神在我身上的奇妙帶領。 

30 幾年前我來到洛杉磯教會，追求主的真

理，聖靈的帶領深感主的同在。每當開車上教會

或到公司上班，一直感受到神同在的喜樂，不由

自主地吟讚美的詩歌，甚至落淚向主禱告，心思

意念常圍繞在主的身上。小兒 Mike 在青少年時

期，蒙牧者與長執同工和兄弟姊妹們的教導與關

愛穩定成長，目前在韓國教會英語堂敬拜主也參

與服事。  

三、四年前我開始想要處理房產，因為台灣

的兄姊及晚輩常勸我回臺灣養老。今年年初，朋

友建議我或許將房間出租可以增添一些收入。當

時我正計劃出售房子，出租或許不太方便出售。

朋友說等有了買主再說啊！後來，朋友介紹一位

房客，這真是神派來的天使，大力的幫忙我整理

家當。差不多兩個月的時間，我就委託仲介處

理，上市的第一天，我心中充滿平安、喜樂，黃

昏時仲介告訴我說有一位買主感興趣，再過不多

久就簽約成交了。這麼快速、順利，真是要讚歎

上帝奇妙的作為，接著準備一個月後要交房，有

位朋友介紹一位先生，樂意幫我搬家，即使在下

雨天他也盡心盡力不辭辛勞的來回奔波。 

思想著這一路走來，感謝上帝無微不至的眷

顧、賜福予我，祂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祂的路

徑都滴下脂油，我要繼續仰望祂的慈愛與信實，

並且歡喜領受祂無限豐盛的恩典直到永永遠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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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美惠  

自 1978 年我們從中西部搬來洛杉磯，我們

就一直在洛杉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參加禮拜，至

今整整 42 年。 

當初我們所以會到這個教會，因為這是離我

們家 近的台語教會。在中西部待了八年，非常

渴慕和台灣人在一起說台語，洛杉磯教會用台語

敬拜上帝，禮拜完後還可以一起吃道地的台式午

餐。經過 42 年，我還是覺得這個「禮拜天的午

餐」是洛杉磯教會之 。感謝許多兄弟姐妹的辛

勞和付出，花許多工夫去準備。以前由教會內自

己人準備都要花很多時間、精神，如果自己人無

法準備也要有人去訂購和接送，這又是另外一種

辛勞。 

我覺得還有一個洛杉磯教會之 ，就是我們

常常會有一些優秀的台灣來的留學生在我們中

間。由於我們教會靠近洛杉磯兩所著名的大學—

UCLA 和 USC，所以常有台灣來的留學生來我們

教會禮拜，並參加教會的社青團契。看到他們在

教會的服事和優異的表現，我就感覺到台灣的未

來若有他們的參與，一定是看好的。 

 

艷齡姐準備的午餐好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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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月卿  

  1984年夏天第一次踏進洛杉磯台灣基督長老

教會，會友們熱誠接待陌生客人讓我印象深刻！

一大群的小孩們活潑可愛，原本就喜歡幼孩純真

的我馬上被他們吸引了！當年聖誕節帶領這群小

朋友們演出歌舞劇：「365 Days of Christmas 
Each Year！」 家長們熱心幫忙製作戲服，樂團

現場伴奏，令人感覺到耶穌誕生的喜悅！小朋友

們也學了一些聖詩敬拜神！ 

  1987 年搬遷到外州，於 1995 年回來洛杉磯

再回到我們的教會，看到學生們長大許多，滿心

歡喜！他們現在大都為人父母，許多人在神的教

會服事，心裡倍覺安慰！接著，一群又一群新的

小朋友們出現了！教他們演奏手鐘、唱聖詩，自

己跟他們一起樂在其中！除了音樂之外，還教導

小朋友們聖經真理。 

  身為一個幼兒主日學老師從中學習受益良

多，教學相長，讓我更認識更愛全能的神！「教

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

離。」是老師的職責。以愛心，耐心，信心教導

神的話語，能帶領他們永永遠遠敬畏信靠獨一的

真神，是何等的美事！ 

 

早期主日學母親節手鐘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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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主日學 

   
    早期主日學感恩節手鐘演出         早期主日學聖誕節演劇 

 

2010 年代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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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Journey with FPCLA 
Joshua Lin 

And we know that in all things God works for the good of those who love him, who have 
been called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 － Romans 8:28 

  As long as I can remember, FPCLA has been a 
part of my life. Even though I’ve moved away and 
am no longer able to attend, the effect FPCLA has 
had on me continues to this day. Most of my time was 
spent in the FPCLA English Group, which went thro 
ugh many changes during my time there. 

  I basically spent my entire childhood growing 
up in FPCLA. Up until my starting high school, the 
English Group was, in my eyes anyway, a very large, 
active group. We had a lot of retreats with very good 
motivational speakers and events. One of the 
programs that stood out in my mind was a mentorship 
program during one retreat, where us kids were 
paired off with an older person during the retreat to 
ask questions to and study their example. I greatly 
respected my mentor, Mikey, for volunteering to 
mentor me. Mikey was outgoing and extroverted, the 
opposite of me in almost every way. It was very 
enlightening to learn from someone who walked with 
God in such a different way. In fact, as a whole, the 
generation before us was very active in my 
generation’s growth and fellowship during this time, 
which helped to cement the idea of the church as a 
family that cared and helped each other in their walk 
in Christ.  

  Unfortunately, during my years in high school, 
the English Group had dwindled down to only a few 
people. Most of the English Group had left due to 
numerous factors. Because FPCLA is a commuter 
church, it became more difficult for those of us who 
had stayed to organize event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youth pastor, the leadership and senior members 
of the English group had left to attend other churches 

for various reasons. As a result, we had to learn 
quickly as the next generation began to grow up in 
the English Group. My role was to be one of the 
Sunday School teachers for the youth, a position I 
normally would never have taken on my own. 
Personally, I dislike attention and prefer to take a 
supporting role rather than a leading role but I’d 
learned from Jonah that it’s not a good idea to refuse 
when the Lord calls you to go somewhere.  

Over the next decade, the Lord taught me patience 
and diligence as I worked alongside the other 
teachers in preparing lessons and teaching in the 
classroom. When the youth in FPCLA began to enter 
middle school, the English Group believed that a 
class for the older children was needed. I was charged 
with leading this class but most of our material was 
tailored towards children in early elementary school 
and either wasn’t relevant or very useful towards the 
issues they would encounter as they grew older. I 
believe that this period was one of the most spirit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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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ve times of my life. I needed not 
only to know what I believed as a 
Christian, but also how to justify and 
explain that to another person. Through 
teaching others, God used my unease at 
being out of my comfort zone to force me 
to grow and mature as a Christian.  

  Last year, I left FPCLA to start the 
next phase of my life in Arizona. However, 
the lessons I learned and experiences I 
went through at FPCLA have continued to 
impact and influence how I live to this day. 
Though I went through many ups and 
downs at FPCLA, in a way I still regard it 
as a home and family, and wouldn’t trade 
my time spent there for anything. 

 
 

  

 

 

 

 

 

  

1997 Sunday school in  
Long Beach field trip     

 
1996 Sunday school Christmas Performance  

 English group winter ret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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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CLA  
伍偉揚  

  1987 年的夏天來到美國，先去了聖谷台福

教會 1 年多，但因為英文程度很差，使得我無法

融入聖谷教會的英文青契。 

  1989 年春天，去參加我舅舅(冠飛長老)家的

家庭禮拜，在我表弟的介紹下，認識了還在大學

的 Antony 執事和還在高中的 William(蔡宗仁

兄)。我記得 Antony 準備了一個 VHS rewinder 要
給朋友當生日禮物，我當下說 VHS rewinder的品

質都不好，皆很容易壞，我有看到 Antony 臉色

有變，但沒有發飆，也聽到 William 提到他聽了

Debbie Gibson 的“No more Rhyme”會想哭，覺得

這幾位年輕人有風度且感性，印象頗深刻。 

   當天遇到在台灣同一教會的明志長老，也

應他的邀請，決定來 FPCLA 看看。因為有舅舅

和阿姨在 FPCLA 所以一來就不覺得生疏，也開

始參加了週五晚上的查經會，因為中英台一起併

用 ， 所 以 覺 得 還 過 得 去 ， 後 來 就 一 直 在

FPCLA。但是週五晚的查經聚會在 1989 年的秋

天停掉了。在 1990 年初，一些講中台語的青年

們，決定在每週日早上開始查經班，基本上由明

志長老主導並帶領，其他人也有時會輪流分享，

而這個查經班的成員在 1990 年的暑假，去舊金

山舉行了靈修會，這可說是台語社青的前身。後

來因著教會事工的推動和大家的共識與需求，教

會在 1991 年的夏天成立了青年團契，這是一個

包括中/台/英文成員的 big group，當時中/台部的

leader 是 Jamie Yang，這個大團契成立後，於中

秋節在 Jamie 家的 Westin Inn 舉辦了

第一次的靈修會、也第一次在感恩

節的禮拜中獻詩、並在聖誕節主持

音樂讚美禮拜。後來，因為語言、

文化背景以及年齡的差異，使得這

個聯合青契有困難在雙語兼顧的考

慮下繼續得到成員的支持，於是在

一個只有三位台語契友參加的聚會

(Peter, Esther, Young)我們在禱告中

得到了共識而決定正式成立台語社

青團契。 
 

初代社青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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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時社青的成員便以台／中文為主，加上

剛來美國的一麗姐、從東部回 LA 的 Carol 和來

留學的準博士胡毅兄，一起讓台語社青成為教會

中大家所肯定的一個肢體。每週五有聚會、週日

有查經班(明志長老帶領)、夏季有靈修會、也舉

辦 了 二 次 冬 季 的 滑 雪 之 旅 (Tahoe and 
Mammoth)。這期間契友來來去去，一直有人員

的變動：Esther、胡毅、Carol 回台，Mandy、
Kevin 來美，文昭來LA、明志長老全家也搬到北

加州一年半，但團契的事工沒有停斷，大家在一

麗、Kevin、William、Rachael這些歷任的會長們

的帶領下，社青依然是教會年輕人屬靈的家。 

  1995年秋季潘競恆兄加入的同時，社青全員

參與了教會 25 週年的慶祝活動。而從 1996 年聖

誕節開始，在阿昌執事、競恆兄和 Antony 執事

的合作策劃，社青一次又一次在聖誕慶祝會中為

教會帶來無比的歡笑和回憶。搞笑歌舞、燈光

秀、魔術表演、精彩話劇等等，皆成為大家津津

樂道的話題。 

  1995 年初，明志長老全家搬回南加州，

Carol 回美國，加上後來若干年中佳君、妮君、

偉君、瑪麗、Ruth 的參與，使得社青的固定成員

有添增，而台語社青在教會的服事也有不可或缺

的地位。即或契友中難免有來來去去的問題，但

看到後浪推前浪的傳承，皆是彰顯主耶穌祂信實

的引導與保守的印記。 

  婚後，接連著有了幾個小孩，所以在 2001
年後便沒有再參與社青的聚會和活動。有時看到

那幾位從一開始就支持參與的契友們與新來的

May、嘉安、Emy、品偉、Joe 和 MI 學生的互

動，覺得即使歲月有點不再，但只要在台語社青

中，那股年青人的熱血，依然會從心中湧出。 

  我個人深信台語社青因為有明志長老的支持

與輔導下，一直皆是以信仰為中心來打造屬靈的

伙伴，不管是用中文還是台語，因著上帝的真理

使這個團契一直延續下來，至今 30 多年，我相

信曾參加過這個團契的弟兄姊妹，都有一份對神

的感恩與社青的認同。 

  回憶是個人心中的紀念，但在社青中得到的

造就與操練，則是在神的國度裡永不抹滅的產

業。感謝讚美主！ 

(附記：由於長遠的舊記憶，使得當時一些社青

契友沒有一一被提到，敬請見諒。) 

 
1993 社青歡送明志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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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早期社青公園 BBQ 聚餐 

 
 

 
 

 

 
 
 
 
 

  

1997 年聖誕節演劇 

1997 社青聖誕節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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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CLA  
陳孝怡、孔紈、李嘉安、童智妍 

教會社青團契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1990
年，當時社青的團員們，如今有些人都成為了長

老、執事，是教會的中流砥柱，而他們的孩子可

能都已經到了可以參加社青的年紀了。這麼一代

代的傳承，使得社青團契在教會 50 年的歷史中

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2013年社青團契的主日華語禮拜，像是上帝

為我們開啟了另一扇門一樣，讓我們可以開始邀

請那些在附近的 MI 和 USC 的學生們。 

MI 的留學生普遍年紀較輕、且英語不是他

們的強項，照理來說，華語的主日聚會是很好向

他們傳福音的管道，但是我們卻發現，或許是因

為 MI 的學生有著較獨特的背景和族群特性、又

或許是我們所關心的話題和興趣有所不同，讓我

們總是很難突破這些學生們的心房，和他們打成

一片。感謝主，上帝在幫我們開門的同時，也為

我們預備了不少在 MI 就學的基督徒，成為我們

與非基督徒學生之間很好的橋樑，也成為我們團

契得力的同工。 

爾後，隨著當時團契的主要同工嘉安畢業離

開校園和我們 MI 的同工學成歸國，漸漸地與學

校的連結也減少了。這時，感謝神再度開啟了另

一扇窗給我們，把附近的年輕華人上班族帶到我

們中間。與學生截然不同特性的上班族，有著穩

定性高且獨立、時間行程固定等特性，讓我們同

工群增添了不少生力軍，在服事的過程中彼此互

相的扶持，成為感情要好的弟兄姊妹。 

「你們中間誰有一百隻羊失去一隻，不把這

九十九隻撇在曠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著

呢？」路加福音 15:4 

 
社青 2019 聖誕戲劇 

機場接送 

我們教會憑著地利之便，往南有南加大

(USC)，往北有音樂家學院(MI)，往西有加州大

學洛杉磯分校 (UCLA)，因此大部分的社青成

員，甚至許多社青的同工都是留學生或者曾經是

留學生。有鑒於親身體會過身為留學生，在初來

乍到人生地不熟的洛杉磯時，內心的不安和焦

慮，因此我們便開始了機場接送的事工，希望讓

這些離鄉背井的學生們，能在踏上這塊異地的同

時，用他們熟悉的語言和溫暖的笑容來迎接他

們。此項事工是由當時社青團契的主要同工嘉安

和 Emy 來打理，他們一路接待了許多台灣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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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有些甚至在找到租房之前，曾經在他們家的

客廳借宿呢！嘉安和Emy的熱心和愛心，一直是

留學生們對洛杉磯教會 直接的印象，直到2016
年他們的小孩 James 出生之後，這項事工才因為

他們兩位分身乏術而暫停。 

吉他班 

吉他班是 2015 年初由當時社青同工陳竑道

弟兄舉辦的傳福音活動。陳竑道弟兄當時是 MI
吉他專業的學生，他對用音樂傳福音很有負擔，

所以在教會開設了兩期免費的基礎樂理課+吉他

班，為了吸引新朋友每週穩定來到教會，讓我們

同工可以更多了解他們，並讓他們有去教會的習

慣。如果學員出席率 100%，陳竑道弟兄很慷慨

的提供免費教學，若有缺課，可以申請補課，再

算學費。 

此事工吸引了近 10 位新朋友前來參加，讓

大家可以相互認識，也多學習了一項技能。此

外，還造就了很多同工在帶領敬拜讚美時有更好

的樂理知識，對於團契的每

個人都有非常大的收穫。 

這些年我們一起服事過

的弟兄姊妹 

我們曾經在2016年春天

統計過華語事工自2013年開

辦後三年是否有所成長，我

們星期五晚上和主日聚會人

數 高可以超過20人，但也

可以低至少於 5 人，平均下

來則是在10人左右。但當我

們細細查看細節，發現出席

過華語社青的成員竟然達到

了71人，扣除華語事工開始

前原有教會成員 : 15 人，共

有56人來到我們的華語團契 
(不包含僅參加活動 : 13 年

Maria Del Rey 海灘 BBQ,16 年湯圓之夜) 。其中

決志 : 5 人 ; 受洗 : 2 人(1 位於本教會 ; 1 位於其他

教會受洗) ，透過親朋好友介紹來到洛杉磯台灣

基督長老教會/社青團契 : 45 人，透過網際網路找

到教會 : 13 人，自行前往找到教會 : 4 人，透過

辦活動之後來到教會/團契 : 9 人 (13 年 3 人 ; 16 年

6 人) ，如果再繼續把 2016 年統計後的紀錄算下

去，我們發現神讓我們社青團契透過華語事工接

觸並且有機會服事到 100 個人，他們也許只是過

客，短暫的來訪，又匆匆地走到下一個站，但神

卻透過我們的團契在他們生命的一段路程上，可

以感受到神的愛以及聆聽到神的話語，對於有幸

參與其中，可以為主所使用的我們，更是領受祝

福滿滿。 

「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

不吹滅，…….」馬太福音 12：20 

2020 年初在新冠肺炎的襲擊之下，加州州

長下令「居家隔離(Stay at Home)」的同時，讓教

會實體聚會被迫按下了暫停鍵。這個前無古人，

 
社青-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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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無來者的情況讓大家一時之間亂了手腳，每個

人都在問，還要聚會嗎？要怎麼聚會呢？前面所

述網路發達給教會帶來的挑戰，在這裡卻讓我們

看到了曙光。 

社青團契的每週聚會，從居家令開始之後就

改在網路上進行，至今尚未間斷過！也因為網路

的團契聚會破除了實際空間和距離的限制，讓我

們有機會邀請不論身處何處的朋友們再次參加，

像是回台灣的彥宇夫婦、搬到聖地牙哥的

Melody、在北加工作的黃敬，或是之前因為家裡

距離較遠且要照顧孩子們而許久沒參加團契的

May 和 Yvonne 等。在聚會中我們仍舊同以往一

般地一起讀經禱告、一起看影片分享心得、甚至

還一起運動流汗，除了討論學習神的話語，我們

也分享了生活上的好與壞，更是聽到弟兄姊妹們

在這疫情當中經歷神、神垂聽我們禱告的見證！

這段時間，我們內心難免懼怕不安，但因為在團

契中我們互相代禱、彼此紀念，都讓我們深深的

感到儘管我們各自在家中，神的愛卻從未遠離讓

我們。再次相信，神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而且

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如今教會走過了 50 載，社青團契一路走來

雖如履薄冰卻也如影隨形，俗話說「前人種樹，

後人乘涼」，我想我們現在應該是一邊種樹一邊

在乘涼！謝謝前輩們為我們扎的根、在屬靈上樹

立良好的典範，願我們也能夠讓將來的社青們在

我們栽種的樹蔭下享受從神而來那豐豐富富的恩

典與祝福。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

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

一的心」 以弗所書 4 : 2-7

 

 

社青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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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絮  

「才德的婦人，誰能得著呢？她的價值遠勝過珍珠。」(箴 31:10) 

翻看教會的舊照片，照片中的姊妹鮮活地蹦

跳出來，拿著鏟子在教會廚房璀璨的笑著，鍋中

食物在沸騰的湯汁中翻騰著，姊妹們正為教會會

友準備台灣味的餐食。翻開另一張照片，背景是

聖誕節的舞台，姊妹們當年年輕的臉龐漾著喜

樂，甜美的歌聲，恍惚從微黃的照片中流瀉出

來。再看 近的活動照片，ZOOM截屏小方塊的

螢幕上每位姊妹聚精會神運用網路參加聚會。

2020 年世界由於 COVID-19 的影響，進入一個新

的紀元。洛杉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也在這一年進

入新的里程碑 – 台灣人在洛杉磯設立第一間的台

灣人長老教會屹立在洛杉磯 50 年，感謝主的恩

典和祝福，讓我們在異鄉，依然能夠用我們寶貴

的母語敬拜上帝。近日的相片中雖看的出每位姊

妹歲月留下的痕跡，這也代表著姊妹們與主耶穌

和教會同行久遠的印痕。 

上帝起初造男造女，是照著神的形象所造

的。耶和華 神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

造一個配偶幫助他。」(創 2:18)教會就像是一個

大家庭，婦女的角色在教會中更是不可或缺。婦

女會在教會裏就像聖經所教

導的光和鹽的元素，在福音

中可照明、可調和，是教會

事工中不可缺少的。婦女會

在教會中也像極了媽媽的角

色，就如台灣古諺云，阿母

像是古時候木水桶的桶箍，

若沒有了，木桶就散了，家

人也難以圈在一起了；教會

也類似，少了婦女會的事

工，器皿也缺角、不完善

了。 重要的是婦女們要在

基督裏與主連結，極力追求
 

1997 年聖誕節獻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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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耶穌基督裏的特質與果

子。箴言 31 章裡面所講「才德

的婦女，價值勝過於珍珠」(箴

31:10)。裏面所講的才德的婦女

用口語描述就是，她有智慧有

能力、能幫夫旺財、樂善好

施、持家勤快有威儀、粗工細

活都在行、口出智慧、舌燦仁

慈，丈夫子女都稱讚她， 重

要的是她單單敬畏耶和華，從

耶和華那裏得著智慧與能力！

箴言 31 章，神也特別祝福她。

「…惟敬畏耶和華的婦女必得

稱讚。願她享受操作所得的；

願 她 的 工 作 在 城 門 口 榮 耀

她。」(箴 31:30-31)。願我們所

有的姊妹都能得著神這份稱讚

與祝福！ 

婦女團契，秉持著輔助教會各樣事工，幫助

姊妹靈性上的長進，落實基督化生活。自成立

來，每位會長與委員們，無不通力合作、絞盡腦

筋，舉辦各種不同的活動幫助姊妹們在基督裡成

長，在生活中堅定跟隨主的信心。活動包羅萬象

從靈修會、聖經講座、個人見證、醫學保健、插

花藝術、夫婦關係、詩歌欣賞、運動健身、美國

警察、電影欣賞、野外踏

青到 3C 學習等等，五花八

門，會後同工們更費心準

備各樣餐點讓會友們可以

交誼分享。教會若舉辦任

何大型活動，例如牧師就

任典禮、周年感恩禮拜、

婚禮喜慶、會友告別式等

等，婦女會也盡心分工，

幫助各樣事工圓滿完成。 

感謝主的賞賜！教會

中的婦女姊妹有各樣不同

的恩賜，有行政、教導、禱告、藝術、廚藝、財

務、音樂和 3C 電腦等等，她們都願意奉獻出來

讓主使用，使我們的教會合一、更能為主做工。

感謝主！讓我能參與這個團契，使我這後生晚

輩，從姊妹中學習良多，也在服事裡得以成長。

知道神喜悅大家同心合力建造基督的大家庭！求

主幫助姊妹們在未來的五十年裡依然將婦女會的

事工傳承下去，使婦女會在教會、福音的事工裡

能盡一份心力，願我主悅納！ 

 
2020 年新春整理廚房，鍋盤亮晶晶後開心合影。 

 
2020 年方美盈執事中秋月餅教學，舉杯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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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會自 1985 正式制定章程，成立至今。為建立歷任會長名單，承蒙教會前輩幫忙矯正，但由

於資料不夠完整，有些年代無法一一考察，若有錯誤，懇請見諒、指教。特別感謝願意擔任會長和

委員職責的姊妹們，他們為神、為教會所付出的時間、精神…，求神親自賜福！ 

以下姊妹領導過婦女會，致力於神的事工。僅紀錄於下，獻上我們的敬意(稱呼簡略)： 

   陳鄭美音、吳莊文理、黃江韻瑾、黃楊詠絮、蔡淑貴、蕭郭玉霞。 

歷任會長： 

1985  游劉榮子 

1986  盧菁菁(1986、1995)  

1987  林都美 

1988  張惠真 

1989  邱惠美(1989、1997)  

1990  黃素娟(1990、1993) 

1991  潘淑娟(1991、1998) 

1992  陳雅媛(1992、1999、2013) 

1993  黃素娟(1990、1993) 

1994  高蕭百合 

1995  盧菁菁(1986、1995) 

1996  楊艷魿(1996、2005、2008) 

1997  邱惠美(1989、1997) 

1998  潘淑娟(1991、1998) 

1999  陳雅媛(1992、1999、2013) 

2000  楊壽美 

2001  李淑櫻(2001、2006) 

2002  李美卿(2002、2014) 
 

 

2003  練杏村 

2004  蔡雪玉 

2005  楊艷齡(1996、2005、2008) 

2006  李淑櫻 (2001、2006) 

2007  陳惠麗 

2008  楊艷齡(1996、2005、2008) 

2009  鄭美惠(2009、2010、2012) 

2010  鄭美惠(2009、2010、2012) 

2011  洪莞媚 

2012  鄭美惠(2009、2010、2012) 

2013  陳雅媛(1992、1999、2013) 

2014  李美卿(2002、2014) 

2015  王英敏 

2016  許瑛珍 

2017  周文絮(2017、2018、2020) 

2018  周文絮(2017、2018、2020) 

2019  邱富珍 

2020  周文絮(2017、201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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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家聲  

  感謝主，有機會擔任長青團契的會長，在事

工的推動上感謝團契多位委員以及團員的協助與

提供資訊，讓所計劃的事可以順利推行來事奉

主，獻上感恩。 

  雖然大家都上了年紀，但是事奉主的心沒有

辭退，當初團契成立時，是以「壯年團契」為

名，為了表現我們事奉主的精神永不衰退、永遠

年青而將團契名稱改為「長青團契」，真是實至

名歸，不是嗎？但願我們疼主的心永不改變，是

我們的心所願。 

  李登輝前總統有一次來洛杉磯演講時，他提

起迦勒，他說迦勒志願出戰雅納族人時，問約書

亞說：「我八十五歲了，我還是強壯，像摩西打

發我去那天一樣，無論是爭戰、是出入，我的力

量那時如何，現在還是如何。」（書 14:8-

11），迦勒專心跟從耶和華的心不變，但願我們

長青團契每一位兄姊都帶著迦勒的精神一起來事

奉主。 

  今年的春節大掃除看到我們長青團契，不論

年齡在 70、80、甚至近 90 歲的兄姊，每人拿著

工具—鋤頭、剪刀、掃帚等，奮力的清理教會的

後院，雖時而說說笑話、手卻不曾停工、互相鼓

勵的情景，真是讓人感動，我們就像是主內的一

家人。 

 
春節大掃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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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猶記得吳得榮牧師曾說過：「他要戰死在戰

場上，不要病死在床上。」並以此來共勉兄姊。

一個忠誠的基督徒是沒有退休年齡的，上帝要祂

的子女活著都有祂的旨意，傳播福音、奉獻自己

的餘生、為這個社會做出有義意的事、伸出友誼

的手、愛你的鄰居、朋友，讓上帝的榮光照耀這

個世間。有些醫生在退休後，到偏遠的鄉村為那

些缺少醫護人員照顧的窮人免費看診，他們用愛

行義在世間，榮耀、遠播主名。 

  雖然今年我們洛杉磯教會在迎接創會 50 週

年時，適逢新冠狀病毒肆虐全世界之際，讓我們

長青團契一年來的事工計劃也受了阻礙而停擺，

教會的聚會也改以視訊來代替，是前所未有的改

變，讓我們也藉著這個時候謙卑在主面前，為此

次的疫情迫切向主禱告—為確診治療中的人早日

康復、並求主親自安慰死者的家屬，我相信上帝

是掌管這個世界的主宰，願我們認罪回到主的面

前，求主赦免我們這個犯罪的世界，願父神藉著

這個疫情來翻轉，化危機為轉機，讓人人皆歸主

名下，讓這個世界重新得福。 

長青團契歷任會長 

1992-1993 吳菁菁 2010 邱惠美  

1994 段芳仁 2011-2012 歐煌坤  

1995 沈義發 2013-2014 黃冠飛  

1996-1997 蔡森德 2015 蔡清吉  

1998-1999 歐煌坤 2016 歐煌坤  

2000-2001 陳昭俊 2017 黃冠飛  

2003-2005 陳俊明 2018 邱惠美  

2006-2009 葉思雅 2019-2020 林家聲 
 

 
端午節邀社青一起包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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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會友返台到屏東探訪    

吳耿堂兄、菁菁姐                

 

 

 

 
賞心悅目，長青賞花一日遊 

  學無止境，早年 
長青邀請陳中霖 
長老教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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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mer Pastors 

第一任 

 

許錦銘 牧師 
(1973-1979) 

第四任 

 

孫武夫 牧師  
(1993-2003) 

第二任 

 

溫惠雄 牧師  
(1981-1987) 

第五任 

 

蘇森源 牧師  
(2008-2011) 

第三任 

 

陳黃義敏 牧師  
(1988-1991) 

第六任 

 

李仁豪 牧師  
(201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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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mer Elders 
1973 陳昭俊 高光民 陳茂雄 

莊文理 葉思雅 李宗派 

1974 陳昭俊 高光民 陳茂雄 

莊文理 葉思雅 李宗派 

1975 陳昭俊 高光民 陳茂雄 

莊文理 紀義雄 蘇國雄 

1976 陳明章 高光民 蔡陽輝 

莊文理 紀義雄 蘇國雄 

1977 蕭百忍 江以文 蔡陽輝 

陳昭俊 紀義雄 蘇國雄 

陳科成 

1978 許照信 江以文 蔡陽輝 

陳昭俊 陳中霖 蕭華銓 

1979 許照信 江以文 李敏輝 

陳昭俊 陳中霖 蕭華銓 

1980 許照信 楊子清 李敏輝 

林昭德 陳中霖 蕭華銓 

1981 吳菁菁 楊子清 李敏輝 

林昭德 陳中霖 蕭華銓 

鄭仁壽 

1982 吳菁菁 楊子清 李敏輝 

林昭德 陳中霖 蕭華銓 

鄭仁壽 

1983 吳菁菁 許美員 李敏輝 

蘇惠哲 陳中霖 蕭華銓 

1984 楊子清 許美員 歐煌坤 

蘇惠哲 林昭德 

1985 楊子清 許榮耀 歐煌坤 

蘇惠哲 黄冠飛 蕭華銓 

林昭德 

1986 楊子清 許榮耀 歐煌坤 

蘇惠哲 黃冠飛 蕭華銓  

1987 楊子清 許榮耀 黃素娟 

高光民 黃冠飛 蕭華銓 

1988 楊子清 許榮耀 吳菁菁 

林昭德 黄冠飛 蕭華銓 

1989 楊子清 許榮耀 吳菁菁 

高光民 黄冠飛 蕭華銓 

1990 許照信 許榮耀 吳菁菁 

高光民 黄冠飛 蕭華銓  

1991 許照信 蔡清吉 吳菁菁 

高光民 陳中霖 楊子清 

1992 許照信 蔡清吉 吳菁菁 

高光民 陳中霖 楊子清 

1993 張惠真 蔡清吉 吳菁菁 

高光民 陳中霖 楊子清 

1994 張惠真 李敏輝 邱惠美 

黃冠飛 陳中霖 楊子清  

1995 張惠真 李敏輝 邱惠美 

黃冠飛 蔡清吉 高光民 

1996 張惠真 李敏輝 邱惠美 

黃冠飛 蔡清吉 高光民 

1997 張惠真 李敏輝 藍慶豐 

陳中霖 蔡清吉 高光民 

1998 張惠真 李敏輝 藍慶豐 

陳中霖 林明志 蔡雪玉 

1999 林昭德 邱惠美 藍慶豐 

陳中霖 林明志 蔡雪玉 

2000 林昭德 邱惠美 藍慶豐 

陳中霖 林明志 蔡雪玉 

2001 林昭德 邱惠美 藍慶豐 

陳中霖 林明志 黃素娟 

2002 黃冠飛 陳昭俊 藍慶豐 

陳中霖 林明志 黃素娟 

2003 黃冠飛 陳昭俊 蔡清吉 

邱惠美 林明志 黃素娟 

2004 黃冠飛 陳昭俊 蔡清吉 

邱惠美 謝伯芳 陳雅媛 

2005 黃冠飛 楊明仁 蔡清吉 

邱惠美 謝伯芳 陳雅媛 

2006 黃冠飛 楊明仁 蔡清吉 

邱惠美 謝伯芳 陳雅媛 

2007 黃冠飛 楊明仁 蔡清吉 

邱惠美 林明志 陳雅媛 

2008 藍慶豐 陳惠麗 蔡清吉 

邱惠美 林明志 陳雅媛 

2009 藍慶豐 陳惠麗 沈文和 

黃武雄 林明志 陳雅媛 

2010 藍慶豐 陳惠麗 沈文和 

黃武雄 林明志 林昭德 

2011 藍慶豐 陳惠麗 沈文和 

黃武雄 林明志 林昭德 

2012 藍慶豐 陳惠麗 邱惠美 

黃武雄 林明志 蔡清吉 

2013 藍慶豐 陳惠麗 邱惠美 

黃武雄 蘇惠哲 伍偉揚 

2014 陳雅媛 康貞純 邱惠美 

黃武雄 蘇惠哲 伍偉揚 

2015 陳雅媛 康貞純 邱惠美 

林明志 蘇惠哲 伍偉揚  

2016 陳雅媛 康貞純 邱惠美 

林明志 蘇惠哲 伍偉揚  

2017 陳雅媛 康貞純 邱惠美 

林明志 蘇惠哲 伍偉揚 

2018 陳雅媛 康貞純 黃武雄 

許瑛珍 蘇惠哲 伍偉揚 

2019 陳雅媛 康貞純 黃武雄 

許瑛珍 邱惠美 林明志 

2020 藍月卿 李淑櫻 黃武雄 

許瑛珍 邱惠美 林明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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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mer Deacons 
1973 吳鏘廬 吳宛兒 吳政彥 

紀義雄 陳明章 陳進琛  

1974 吳鏘廬 張超雄 卓幸夫 

紀義雄 陳明章 陳進琛 

1975 吳鏘廬 張超雄 卓幸夫 

陳科成 蕭百忍 陳進琛 

1976 吳鏗廬 張超雄 卓幸夫 

陳科成 蕭百忍 

1977 吳鏗廬 陳中霖 許照信 

李敏輝 沈文和 

1978 林昭德 吳鏗廬 黃重明 

吳菁菁 沈文和 郭伯達  
李敏輝 

1979 林昭德 林焜雄 黃重明 

吳菁菁 沈文和 郭伯達  
陳 勳 

1980 林昭德 林焜雄 蘇惠哲 

吳菁菁 許美員 郭伯達  
陳 勳 

1981 盧道隆 林焜雄 蘇惠哲 

賴榮亨 許美員 

1982 盧道隆 游榮子 蘇惠哲 

賴榮亨 許美員 許榮耀 

1983 陳文德 游榮子 鄭清溪 

賴榮亨 許榮耀 

1984 陳文德 游榮子 鄭清溪 

蔡清吉 吳昭雄 許榮耀 

1985 陳文德 蔡雪玉 鄭清溪 

蔡清吉 吳昭雄 陳俊明 

1986 溫忠雄 蔡雪玉 鄭清溪 

蔡清吉 吳昭雄 陳俊明 

1987 溫忠雄 蔡雪玉 鄭清溪 

蔡清吉 吳昭雄 陳俊明 

1988 段芳仁 蔡雪玉 鄭清溪 

蔡清吉 吳昭雄 陳俊明 

1989 段芳仁 蔡雪玉 丁哲民 

蔡清吉 吳昭雄 陳俊明 

1990 段芳仁 蔡雪玉 丁哲民 

邱惠美 張惠真 陳俊明 

1991 段芳仁 林家聲 丁哲民 

邱惠美 張惠真 黃武雄 

1992 藍慶豐 林家聲 丁哲民 

邱惠美 張惠真 黃武雄 

1993 藍慶豐 林家聲 丁哲民 

邱惠美 陳雅媛 黃武雄 

1994 藍慶豐 林家聲 丁哲民 

陳惠麗 陳雅媛 黃武雄 

1995 藍慶豐 林家聲 楊明仁 

陳惠麗 陳雅媛 黃武雄 

1996 藍慶豐 林家聲 楊明仁 

陳惠麗 陳雅媛 黃武雄 

1997 沈文和 林明志 楊明仁 

陳惠麗 陳雅媛 林都美    

1998 沈文和 楊壽美 楊明仁 

陳惠麗 陳雅媛 林都美 

1999 沈文和 楊壽美 楊明仁 

李永碩 林家聲 林都美  

2000 沈文和 陳雅媛 楊明仁 

李永碩 林家聲 林都美 

2001 沈文和 陳雅媛 楊艷齡 

李永碩 林家聲 黃宜琦 

2002 沈文和 陳雅媛 楊艷齡 

李永碩 林家聲 黃宜琦 

2003 郭德雄 鄭崇誠 楊艷齡 

李永碩 林家聲 黃宜琦 

2004 郭德雄 鄭崇誠 黃斌一 

李永碩 林家聲 陳文德 

2005 郭德雄 鄭崇誠 黃斌一 

許瑛珍 吳昌志 紀恆立 

2006 陳建興 蔡妮君 黃斌一 

許瑛珍 吳昌志 紀恆立 

2007 陳建興 蔡妮君 黃斌一 

許瑛珍 吳昌志 楊亞文 

2008 陳建興 蔡妮君 黃斌一 

許瑛珍 吳昌志 李淑櫻 

2009 伍偉揚 蔡妮君 黃斌一 

許瑛珍 吳昌志 李淑櫻 

2010 伍偉揚 蔡妮君 方美盈 

許瑛珍 吳昌志 楊慧玲 

2011 伍偉揚 蔡妮君 方美盈 

黃斌一 林家聲 楊慧玲 

2012 伍偉揚 吳昌志 方美盈 

黃斌一 林家聲 康貞純 

2013 藍月卿 吳昌志 方美盈 

黃斌一 林家聲 李嘉安 

2014 藍月卿 吳昌志 方美盈 

黃斌一 林家聲 李嘉安 

2015 陳建興 洪莞媚 方美盈 

黃斌一 林家聲 李嘉安 

2016 陳建興 洪莞媚 藍愛佳 

黃斌一 林家聲 李嘉安 

2017 許瑛珍 洪莞媚 藍愛佳 

王信堯 鄺錫傑 李嘉安 

2018 李淑櫻 洪莞媚 藍愛佳 

王信堯 鄺錫傑 李嘉安 

2019 李淑櫻 洪莞媚 黃斌一 

王信堯 鄺錫傑 蔡佳君  

2020 楊艷齡 洪莞媚 黃斌一 

王信堯 鄺錫傑 蔡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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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Church Administration in 2020 

 (箴言: 3 章 5-6 節)  

一、小會：代議長: 許明遠牧師 
  長老：邱惠美(書記)、藍月卿(關懷)、林明志(教育)、許瑛珍(禮典)、黃武雄(財務)、 
     李淑櫻(傳道) 

二、執事會：鄺錫傑(主席)、王信堯(書記)、黃斌一/洪莞媚(交通)、王信堯/楊艷齡(關懷)、 
      洪莞媚/蔡佳君(禮典)、鄺錫傑/王信堯(維修)、楊艶齡/黃斌一(膳食)、 
      蔡佳君/鄺錫傑(庶務) 

三、財務組：黃武雄(聖歌隊--關懷/聯絡) 
  1. 會     計：黃武雄 
  2. 出     納：蔡雪玉、蘇惠貞、黃斌一、周文絮 
  3. 登     錄：洪莞媚 
  4. 檢 帳 委 員：郭翠玲(一年任)、蔡森德(二年任) 
  5. 財 產 管 理：建立重要財產檔案(包括教會墓地): 小會財務組、執事會庶務組 
  6. 警 鈴 系 統：吳昌志、鄺錫傑、王信堯、黃斌一 
  7. 保     險：黃武雄 
  8. 庶務/膳食/維修：執事會 

四、教育組: 林明志(英語部/青少年團契--關懷/聯絡) 
  1. 兒童主日學校長: 劉靄泉. 教員: Winnie Chiu、Cindy Fong、Kelsey Lew 
  2. 成人主日學教員: 伍偉揚、林明志 
  3. 分區查經 
  4. 門徒訓練 

五、傳道組：李淑櫻(長青團契--關懷/聯絡) 
  1. 靈修會(包括 TPC 靈修會)/培靈會: 小會傳道組、教育組 
  2. 家庭禮拜 
  3. 生活講座 
  4. 網際網路：王信堯、林明志 
  5. 團  契：1) 長青團契會長: 林家聲 
        2) 婦女團契會長: 周文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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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社青團契會長: 陳孝怡 
        4) 青少年團契會長: Joseph Wu 
        5) 聖歌隊隊長: 翁甄鎂 

六、關懷組: 藍月卿(社青團契--關懷/聯絡) 
  1. 接待: 郭德雄(來賓登錄卡)及主日輪值招待同工 
  2.聯絡/代禱: 李美卿/許瑛珍(東)、李倍英/邱富珍(西)、陳雅媛/楊艷齡(南) 
  3.探訪/關懷: 小會/執事會(關懷組)、各團契會長 
  4.值星/點名/司獻: 執事會 
  5.通訊錄/寄週報: 執事會(關懷組) 
  6.交通: 執事會(交通組)、林家聲 

七、禮典組: 許瑛珍(婦女團契--關懷/聯絡) 
  1. 聖餐：主持牧師/小會員 
  2. 佈置：小會/執事會(禮典組)、李淑櫻 
  3. 聖樂： 1) 聖歌隊：(隊長/翁甄鎂, 指揮:陳惠麗, 伴奏:方美盈、藍月卿、謝書豪) 
       2) 司琴：藍月卿、方美盈、陳孝怡、郭德雄、林詩珊 
       3) 敬拜讚美: 英語部/社青團契 
       4) 手鐘: 方美盈 
  4. 音響控制/影音錄製: 劉元生、郭德雄、執事會(禮典組) 
  5. 投影機操作: 執事會(交通/設備組)、吳昌志 
  6. 婚喪喜慶: 小會(禮典組) 
  7. 野外禮拜: 小會/執事會(禮典組) 
  8. 週報/和會手冊: 洪莞媚、翁甄鎂 

八、書記：小會記錄、和會記錄、中會文書報表、教會登錄簿 (登錄受洗、堅信禮、結婚、轉籍/
入籍等會員資訊)、事工聯繫、信件處理(書記/郭德雄) 

九、代議長：1. 太平洋中會：黃武雄      
      2. TPC/NTPC：黃武雄、許瑛珍 

十、人事委員會：邱惠美、林明志、李淑櫻 

十一、提名委員會：小會代表：邱惠美、林明志；執事會代表：鄺錫傑； 
   會友代表：於 2 月和會中選出 

十二、「慶祝本教會設教五十週年」籌備委員會委員: 許瑛珍、李淑櫻、黃冠飛、陳雅媛、康貞純 

十三、「教會發展委員會」組織成員為:現任小會員六名、執事會代表兩名，長青團契、婦女團

契、社青團契、英語部、聖歌隊代表各一名，共 1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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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rent Elders 

 

邱惠美 

 

黃武雄 

 

林明志 

 

許瑛珍 

 
藍月卿 

 
李淑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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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rent Deacons 

 
楊艷齡 

 
洪莞媚 

 
蔡佳君 

 
黃斌一 

 
鄺錫傑 

 
王信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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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Fellowship Presidents 

 
English Group 
Joseph Wu 

 

 
社青團契 

陳孝怡 

 

 
聖歌隊 

翁甄鎂 

 
婦女團契 

周文絮 

 
長青團契 

林家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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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ghlights Over Fifty Years 
 1970 年   

 08/09  張瑞雄牧師利用暑期休假期間由北加州灣區南下，在 USC 附近的世紀衛理公會 (Centenary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3500 S. Normandie Ave., LA) 試辦台語教會。 

 09/06  洛杉磯台灣基督教會正式借用世紀衛理公會教育館，舉行第一次崇拜。 

 09/20  成立聖歌隊，葉思雅醫師擔任隊長與指揮。 

 1971 年  

 01/03  賴信雄先生開始在本會負責牧會事工。 

 02/05  在高光民兄府上召開同工會，議決加入美國聯合長老教會。 

 03/27  美國聯合長老教會太平洋中會議決接受本堂申請加入，並指派委員會來輔導。 

 07/11  由世紀衛理公會遷移到 Wilshire Crest Presbyterian Church， 
即教會現址： 5211 W. Olympic Blvd., Los Angeles。 

 09/28  太平洋中會議決接納本會為「開拓教會」，並同意指派高昭龍牧師為組織牧師。 

 1972 年  

 08/18  高昭龍牧師離職返回波士頓哈佛大學繼續他的研究生涯。 

 09/03  和會監選許錦銘牧師為本堂牧師。 

 1973 年  

 01/21  完成教會章程草稿，並召開第一屆和會，選出首屆長老及執事： 
長老：陳茂雄、莊文理、高光民、陳昭俊、葉思雅、李宗派。 
執事：陳進琛、吳鏘盧、陳明章、紀義雄、吳婉兒、吳政彥。 

 05/20  本教會升格堂會，正式成為美國聯合長老教會會員。 

 07/01  本堂第一任牧師許錦銘就任典禮。 

 1974 年  

 01/30  Wilshire Crest Presbyterian Church 宣佈解散，本教會接管該會建築物。 

 03/03  本會活動於 KABC 電視台放映，内容包括聖歌隊演唱、台灣風景及藝術，並介紹本教會之

特色。 

 03/31  長執會議決聘請駱維道牧師娘為本會宗教教育主任兼教會秘書，任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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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 年  

 02/02  本會長執會與福音教會同工舉行第二次聯席會議，協談福音事工之合作及擴展。 

 02/23  南加州亞洲聯盟年會 (APC) 假本會舉行。 

 05/04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王南傑牧師等五位牧長駕臨本會請安證道。 

 07/04-06  本會與福音教會舉行聯合夏令會。 

 12/16  舉辦「移民講座」，邀請洛杉磯移民局長 Mr. Joseph Sureck 主講 新移民法。 

 1976 年  

 01/25  少年團契成立。 

 04/25  成立柑縣佈道所(13072 Fairview Street, Garden Grove) 聖保羅長老教會第一次聚會。 

 05/16  柑縣佈道所於聖保羅長老教會開幕典禮，並與該會會友舉行愛餐及交誼。 

 05/20  婦女會舉辦 BAZAAR 慶祝本會升格會堂三周年，總收入$1326.07。 

 1977 年  

 1/21-22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派高俊明牧師到本堂培靈佈道。 

 03/13  少年團契義賣肉粽為台灣盲人有聲圖書館募捐。 

 03/27  台南神學院蕭清芬院長在本堂佈道所證道。 

 05/15  中會議長 Price 證道，訪問本堂。 

 1978 年  

 01/20-22  舉行春季退修會。 

 10/01  聘黃德利牧師為半職教育主任。 

 1979 年  

 1/21-22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派王再興牧師到本堂培靈佈道。 

 09/02  歡送許錦銘牧師回台北雙連教會。聘請黃德利牧師暫代處理教會行政及牧會工作。 

 1980 年  

 01/01  本年度起黃德利牧師臨時協助本堂牧會一年。 

 05/04  參加南加州台灣人教會在福音教會舉辦之「聯合禁食祈禱會」。 

 07/04-06  本堂與柑縣長老教會在 Arrowhead Springs 舉行聯合夏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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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 年  

 03/01  本堂第二任牧師溫惠雄赴任。 

 07/04  聖歌隊主辦到倍克斯非採水果，共九十八人參加。 

 07/20  舉行第二任牧師溫惠雄就任式，由太平洋中會議長主持，共 325 人參加。 

 11/29  松柏會請洪瑞麟教授主講「岩礦生活與藝術」，由黃炎先生安排。 

 12/24  舉行聖誕慶祝禮拜、聚餐及福音車奉獻禮拜。 

 1982 年  

 04/0-11  在 Arrowhead Springs 舉行春令會，主題「同心合意興旺福音」，150 人參加。 

 04/19  本堂禮拜堂凌晨遭人縱火損失嚴重，幸而保險公司負責賠償。本堂負責捐出美金十七萬配

合額，加強建築物架構及整修教堂裝璜。 

 04/25  開始借用附近 Wilshire Blvd. 以馬内利教會的副堂聚會。 

 05/16  美國殘障童子軍特別爲本堂火災重建奉獻$1000。美籍舊會友 Mr.Bates 主動協助。 

 07/29  北美教協在 Azusa Pacific 大學舉行夏令會，「台灣之夜」由本堂主持。 

 12/24  青少年聯合詩班到 Van Ness 療養院及 Gardena 療養院慰問病患及贈送聖誕禮物。 

 1983 年  

 04/03  聖歌隊於復活節讚美禮拜演唱「無比的愛」。好撒馬利亞人慰問八位病患長輩。 

 04/12  聖歌隊受邀到太平洋中會議會中獻唱，深受好評。 

 06/10  本堂所屬美國聯合長老教會與美南長老會合一，成為美國第二大教派。 

 06/12  女宣包肉粽，除端午節每人一個外，剩餘作為建堂義賣。 

 12/24  好撒馬利亞人基金會購買聖誕禮物約 300 份，慰問九位病患長輩及兩間療養院。 

 1984 年  

 04/06  美國長老教會南加州大會 20幾位女宣代表訪問被燒教會，由溫牧師與歐煌坤長老簡報介紹。 

 04/29  太平洋中會教育幹事 Nancy Scott 來本堂訓練主日學老師。 

 10/15  本堂主持在好牧者教會舉辦之「台灣長老教會之夜」，歡迎台灣來的 25 位牧師。 

 12/20  本堂好撒馬利亞人基金會慰問老人療養院並贈送禮物。 

 12/23  聖誕節讃美禮拜，主日學唱歌劇：「一年三百六十五個聖誕節」，並有青少年團契、聖歌

隊、手鐘團表演，會後愛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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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 年  

 01/06  舉行長執就任式，長老：黃冠飛、蕭華銓、許榮耀，執事：陳俊明、蔡雪玉。 

 02/03  經過兩年十個月重建，從以馬内利長老教會返回原址敬拜上帝。 

 03/30  舉行獻堂式與慶祝設教十五週年。本堂管絃樂團、手鐘團、聖歌隊聯合演唱「無比的

愛」，並發行「焚而不燬」特刊。 

 02/17  舉行聖禮典，受洗：陳素貞、張富雄、張富喬，轉籍：鄭哲誠、黃敏、鄭思恩。 

 07/20  婦女團契正式成立，章程草案由黄冠飛長老擬定，選出會長吳菁菁，副會長林都美，委

員：吳淑貞、陳雅媛、林人惠、陳翠美、邱惠美、游榮子、張惠真，共有會員 64 名。 

 09/08  舉行聖禮典，小兒洗禮：吳祖怡、黃正穎、陳怡園，成人洗禮：黄錦霞、蘇秀珍，轉籍

者：黄輝銘、劉萬福、許容珠、莊杏元。 

 09/22  本會特為鄭德和洗禮，轉籍有楊惠喬、盧能榮二人。 

 1986 年  

 01/05  舉行長執同工就任式，長老：許榮耀、蘇惠哲。執事：鄭清溪、溫忠雄。 

 01/26  高光明長老夫婦贈送手鐘一套十二支，使手鐘團可演奏音域更廣的曲目。 

 02/02  聘請 Dr. George Lynch 負責主日學。 

 07/27  高俊明牧師訪問本堂與請安。 

 08/05  美國長老教會亞裔關懷中心 A.H.C.C.在本堂設立老人休閒中心，本日開幕。 

 08/17  舉行聖禮典，洗禮：蔡明謀，轉籍：黃玉匣、鍾雪花、盧如融、黃玉嬌。 

 09/07  開始英語禮拜，每週日上午十點在禮拜堂舉行。 

 11/09  舉行聖禮典，洗禮：李培倫，轉籍：黄素娟、黃繡梨、李運慧、丁哲民。 

 12/13  南加州台灣人聖樂團彌賽亞演唱會，楊子清長老指揮，本堂管絃樂團為主伴奏。 

 12/14  太平洋中會總幹事 David Meekhof 證道與訪問。 

 12/20  手鐘團應邀在真光中國基督長老教會中文學校演奏，下午參與好撒馬利亞人基金會慰問療

養院，青少年團契演唱聖誕歌曲。 

 1987 年  

 01/04  舉行長執同工就任式。長老：楊子清、黃素娟，執事：蔡清吉、吳昭雄， 
主日學校長：陳中霖，婦女團契會長：林都美，青年團契會長：溫永霖， 

少年團契會長：蔡宗仁，聖歌隊隊長：林玅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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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3  美國長老教會總會派人前來拍攝管絃樂團禮拜中的演奏，以便在各國佈道使用。 

 06/26  本堂管絃樂團、手鐘團應美國基督長老教會亞洲聯盟之邀，在該年會中演奏。 

 08/02  舉行臨時和會，接納溫牧師離職並成立選牧委員會。八月代議長為黃德利牧師， 

九月起代議長為蔡一信牧師。 

 11/22  舉行定期和會，審查預算，選出長老蕭華銓、黄冠飛、高光民，執事：陳俊明、蔡雪玉、

段芳仁。 

 12/06  婦女團契舉行年會，選出會長張惠真姊，副會長邱惠美姊。 

 1988 年  

 03/01  三月份起，聘請盧恩盛牧師為青少年團契輔導。 

 03/06  本堂手鐘團成立，聘請蕭百合姊擔任指導。 

 04/17  婦女團契開始於午餐後，在育嬰室主持每主日的祈禱會。 

 05/29  蔡一信牧師受邀主持聖禮典，成人受洗：鍾練杏村及林家聲。幼兒洗：許信恩， 
堅信禮：黃博仁、黃博義、温郁婷、溫宏之、楊明仁及楊亞文。 

 08/26-28  在 Arrowhead Lake 舉行夏季靈修會，主題「注神看耶穌」，陳瑞騰牧師主講， 
葉高芳牧師為青少年講師，Dr. George Lynch 主持兒童主日學。 

 09/18  本堂第三任牧師陳黄義敏就任典禮，並舉行音樂慶祝會。 

 11/06  舉行聖禮典，受洗幼兒：劉久安，堅信禮：王冠智，轉籍：劉秀蘭、劉碧雲、陳伊利、陳

滿利。 

 11/27   和會通過在南灣分設「南灣分會」。 

 1989 年  

 01/15  舉行長執同工就任式，長老：高光民、許榮耀，繼任執事：段芳仁，新任執事：丁哲民，

主日學校長：陳中霖、副校長：蔡清吉，婦女團契會長：邱惠美、副會長：黃素娟，青年

團契會長：丁哲民、李昱平，少年團契會長：黄博義。 

 01/19  起，南灣分會假蕭華銓長老府上舉行主日禮拜。 

 02/05  舉行聖禮典，幼兒洗：施安娜，堅信禮：陳丁瑚、許以芬、黃宜琦。 

 05/07  南灣分會改在 St. Andrew 長老教會聚會。 

 05/10  任命丁哲民執事為青少年事工輔導。 

 05/19-21  舉行三天的佈道大會，聘請陳祥康牧師主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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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4  舉行聖禮典，接納堅信禮者：蔡宗仁、黃斌一、吳主昱、劉偉倫、陳禮三。 

 06/24  太平洋中會接納本堂南灣分會為中會「新教會發展計劃」事工之一，並通過本堂現址產權

以美金三十五萬價格售給本會。 

 10/22  接納陳少華、潘淑娟、楊宗欽、馮莊瑞瑗等兄姊轉籍。 

 12/19  小會議決自 1990 年開始全教會性早晨祈禱會。接納陳澤仁、林雋姘夫婦轉籍。 

 1990 年  

 01/07  舉行聖禮典，成人洗：許瑛珍，小兒洗：林道涵 (Joshua)，長老就任：吳菁菁、許照信，執

事就任：邱惠美、張惠真 

 02/10  自即日起，本堂於每月第二個星期六主辦 「未雨綢繆」生活講座。 

 04/15  小會議決成立 「Mission Study」委員會，進行研究本教會今後之事工與目標。 
委員會由全體長執及各區關懷區長組成，高光民長老為召集人。 

 06/10  購堂委員會決定一次付清購買現址教會，並修函請示中會。 

 06/29  高光民長老夫婦帶領手鐘團前往 Sacramento 參加 Handbell Festival。 

 09/15  舉行設教 20 週年音樂讚美禮拜。 

 09/16  舉行設教 20 週年感恩禮拜。 

 11/25  舉行定期和會，審查 1991 年度預算，選出長老陳中霖、蔡清吉、楊子清， 
選出執事黃武雄、林家聲。 

 1991 年  

 01/06  舉行聖禮典與長執就任式，並接納蔡森德兄全家及沈文吉兄全家轉籍加入本教會。 

 01/26  本堂與 Anaheim 長老教會在 Pacific View Mortuary & Memorial Park 為故許鴻源長老舉行聯

合教會葬之告别禮拜，緬懷故人對兩間教會的極大貢獻，且一生忠心事主。 

 02/03  與台美長宣會合辦的 "Shalom Program" 台語班開始上課，另有英語班為成人開課。 

 08/03-05  舉行培靈佈道會，劉瑞義牧師主講。主題：聖靈向眾教會說的話。 

 03/17  南灣分會舉行設教兩週年紀念禮拜曁陳宏文牧師就任典禮。 

 03/26  太平洋中會財產委員會於中會事務所召開有關本堂購買會堂事宜，並定於五月底完成購堂

手續。 

 04/07  舉行聖禮典，受洗者有林家祥、林富美、蘇杏仁及林雋懋等四位。 

 07/01  小會聘請李榮禮醫師及丁哲民執事自七月起為青少年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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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25  舉行聖禮典，藍愛佳接受堅信禮。 

 09/08  召開臨時和會，選出九位聘牧委員：高光明、邱惠美、黄素娟、温宏元、張惠真、黄冠

飛、陳少華、楊明仁、蕭郭玉霞等及位兩候補委員林昭德及蘇惠哲。 

 10/03  由購堂基金經費撥出$4500 粉刷教會外觀，使之煥然一新。 

 11/24  前彰化基督教醫院院長蘭醫師主日證道，並由蘭醫師娘翻譯台灣話，同日舉行聖禮典，李

穗華小姐接受堅信禮。 

 1992 年  

 06/03  小會議決聘請吳得榮牧師，自本月起幫忙講道、成人主日學及查經等事工，至 12 月底止。 

 06/01  本月起査經班每週五在教會舉行。七月份起改為分區查經，分成東西北南四區。 

 06/07  舉行設教 23 年獻堂感恩禮拜，由陳宏文牧師主持。 

 08/02  開始成人主日學，主日禮拜時間改為 10:30-11:30，成人主日學時間為 11:40-12:30。 

 04/24  壯年團契開始舉辦活動，討論章程草案、團契名稱、正副會長及委員資格等，08/23 完成章

程草案，由黄冠飛長老送交小會審核。  

 09/13  壯年團契正式成立，並推選會長吳菁菁，副會長黃冠飛，委員：黄素娟、潘淑娟、楊忠

正、林宗 人及黄武雄等。  

 1993 年  

 02/21  和會監選通過聘牧委員會推薦人選孫武夫牧師為本堂駐堂牧師。 

 03/01  聘請 Mr. Mark Cannon 為本堂青少年輔導。 

 06/01  郭德雄先生自本月起，受聘為教會幹事。 

 09/19  孫武夫牧師下午抵達洛杉磯，當晚由教會舉辦餐敘交誼。 

 10/31  和會中接納陳紫雲、孫偉婷、郭德雄及莊惠理轉籍。 

 12/05  舉行孫武夫牧師就任感恩禮拜，由太平洋中會七人組成的牧師就任團主持就任式。 

 12/26  舉行聖禮典，幼兒洗：謝佳音 (Pricilla) 、黃文慶 (Jonathan) 、李靜 (Rebecca)，堅信禮：陳

璧兒、藍維佑、許以利。 

 1994 年  

 03/09  促請美國長老教會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草案。 

 12/30  本會、南灣教會與 Santa Monica 教會聯合向中會行函，促中會轉達總會支持台灣為一自主

自立之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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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 年度主題：同心創造  

  高光民長老在美國聯合長老會太平洋中會及全國大會會議中發起支持「台灣為一自主自立之實

體」的聽證說明會。 

 09/20  本會第一任許錦銘牧師在台北蒙主恩召。 

 10/07  舉行設教二十五週年感恩禮拜，參會者約有二百人。 

 1996 年度主題：生命更新  

  設立英語禮拜小組，並計劃英語禮拜事工。 

  成人主日學舉辦「代溝」座談會，由長輩和青少年輪流發問、回答，找出溝通之路。 

  感恩節舉辦感恩見證的聚會。 

 04/07  台語敬拜讚美小組成立。 

  高光民長老被選為 TPC 主席，但因高光民長老攻讀 MBA 碩土課程無法擔任，改由孫牧師擔任

TPC 主席。 

 1997 年度主題：心志換新  

  成人主日學改變方式，採用林明志兄所編寫的羅馬書讀經概要，採分組討論，綜合報告 。 

  改變關懷探訪方式，每次探訪都有長執各一人，關懷小組二人，關懷組長與牧師前往帶領小型分

享聚會。 

  執事會發起感恩義賣活動，鼓勵會友將多餘的物品獻出來作為義賣品，所得金額全部奉獻給教

會。為期半年 (每週一次)，成果相當好。 

  成立 TPC 靈修會的籌備會，準備接辦一九九八年由本會主辦之事工。 

  英語禮拜小組另成立敬拜小組帶領敬拜讚美 (Singspiration)。 

  本會出身之青年李昱平在中壢牧會，舉行傳道師授職禮拜。 

  支援好牧者所開拓 Chino Hills 教會，關懐小組每週安排一個家庭前往該會參加主日禮拜。 

 1998 年度主題：關懷與接納  

  本年度起舉行華語禮拜，因參加人數不多，七月份起停止聚會。本年度起週報擴充篇幅，改為八

頁。 

  蕭百合姊提供蕭華銓和蕭郭玉霞獎學金給本會青少年 (男女各一名)。 

  成人主日學結束研讀羅馬書之後，繼續採用林明志兄所編寫的約拿書、以弗所書及哈巴谷書讀經

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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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禮拜採用英語為主體，全程翻譯為台語，敬拜讃美由英語部帶領。 

 02/18  本會創會元老高光民長老蒙主恩召，02/28 舉行告别禮拜，参加者約有六百人。 

 由於高光民長老的告別式乃本會第一次教會葬，因此小會擬定今後教會葬的標準。 

 07/03 - 05  TPC 聯合靈修會由本會主辦，圓滿完成，備受稱讚，出席總數有 432 人， 
本會出席 112 人。 

 07/19  聘請 Rev. William Lew 為青少年團契輔導牧師，開始充實青少年靈性教育及培養下一代之領

導人材，從此青少年活動漸趨稳定，人數也逐漸增加。 

 1999 年度主題：結聖靈的果子  

 01/17  起，成人主日學改為合班上課，主日崇拜後由林明志長老主講「聖靈」，孫牧師主持基要

信仰造就班 (同時舉行)，幫助初信者。 

  陳中霖長老在小會建議本會應該出版刊物提升會友信仰，並供對外宣教之用，而於 02/14 出版第

一期「生之泉」季刊。 

 09/04-06  假 San Diego Rancho Bernardo Holiday Inn 舉辦設教 29 週年靈修會， 共 115 人參加。張

宣信牧師主講：「更新、聖靈」、「在狼群中的羊」、「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 

 2000 年度主題：傳道與感恩(人人傳道，凡事感恩)  

  週報再擴充版面為十二頁，可容納主日禮拜全部講道內容與成人主日學教材，以及金句。 

  吳菁菁長老發生嚴重車禍，昏迷一個半月後甦醒，腹部手術六次後保全生命，但雙眼失明，期待

上帝再行神蹟醫治。 

  今年是本會設教 30 週年，因此舉辦一系列慶祝活動： 

 05/19 - 05/21  舉辦三場培靈會，一場長執同工夫婦造就會，一場成人主日學；講師是嘉義北榮教

會湯孟宗牧師。 

 07/07 - 07/09  與喜信基督長老教會於 Alpine Meadows 舉辦設教 30 週年聯合靈修會，出席者有 92
名。由張拯民牧師主講。 

 09/09  舉行本會設教 30 週年感恩禮拜。 

  今年度成人主日學研讀使徒行傳，第一週由牧師介紹經文概要；第二週分組研討；第三週綜合報

告。 

 2001 年度主題：同心合意，各盡本分  

 01/07  開始成人主日學「讓全世界都知道」，第一課「在十字路口」，由施旭傑傳道及林明志長

老輪流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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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3  英語部敬拜讚美小組於 APC 讚美之夜帶領敬拜，並在期間分享信息。 

 04/28  電腦中心成立，並開始授課，教授電腦基本概念及運用。 

 06/16  培靈會邀請陳腓力牧師主講「事奉的生活」。 

 09/16  為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舉行聯合祈禱會。 

 10/28  和會選出長老兩名：黃冠飛，陳昭俊；執事兩名：林家聲 ，李永碩。 

 12/23  Jessica Yang (楊明仁、黄宜琦夫婦之女) 接受嬰兒洗禮。 

 2002 年度主題：落實教會大使命  

 03/31  黃啟榮兄堅信禮，Katelyn Jadee Fong (鄺錫傑、溫郁婷夫婦之女) 嬰兒洗禮。 

 04/05  成人主日學分三班進行： 

1) 施旭傑傳道負責「讓全世界都知道」的課程，每隔三週一次。 

2) 林明志長老負責「約翰福音」的研討。 

3) 孫牧師負責慕道班。 

 05/05  本會開始關懷協助喜信教會，孫牧師受 TPC 指派為該會議長。 

 07/20  林恆志牧師來本會培靈，主題為「落實教會大使命」。 

 09/08  神學生吳端傑 (Jerome Gaw) 來英語部實習。 

 09/14  英語部提出教會異象，並請林明志長老，謝伯芳長老，李永碩執事參與研討。 

 10/20  接納張啟芳長老、高三遷姊轉籍入本會。 

 10/27  和會選出長老兩名：蔡清吉、邱惠美；執事兩名：郭德雄、鄭崇誠。 

 12/01  臨時和會接受孫武夫牧師辭職，生效期為服務滿十年 (即 2003 年 9 月)。 

 12/22  Tiffany Wu 吳柏霓 (吳昌志、洪莞媚夫婦之女) 接受嬰兒洗禮。 

 2003 年度主題：落實教會大使命  

 04/20  英語部舉辦復活節特別禮拜，邀請社區十哩內居民參加，嘗試發展社區教會功能。 

 04/20  Henry Chi 堅信洗禮，Verna Guo 洗禮並接受為會員。 

 05/04  台語部，英語部輪流於主日使用禮拜堂作禮拜。 

 05/25  孫武夫牧師十年惜別禮拜曁餐會。 

 05/25  培靈會由吳家棟牧師主講「落實教會大使命」。 

 05/31  孫武夫牧師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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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7  參加 TPC 為台灣走出 SARS 風暴禱告會。 

 08/06  由義工成立膳食委員會負責教會主日午餐事宜。 

 10/26  第二次和會選出長老兩名：謝伯芳、陳雅媛；執事兩名：陳文德、黄斌一；聘牧委員會九

名：黄冠飛、李永碩、蔡清吉、邱惠美、陳雅媛、黄斌一、楊明仁、陳昭俊、張惠真。 

 11/11  派陳昭俊、蔡清吉參加中會 35 週年慶祝活動。 

 11/15  本會主辦 TPC 長執靈修會，議題為「TPC 教會何去何從」，黃冠飛長老負責策劃。 

 12/03  施旭傑幹事轉籍入本會。 

 2004 年度主題：落實教會大使命  

 02/04  制訂對外宣教基金運用條例 (由傳道組黃冠飛長老所擬)。 

 02/04  規定聯合禮拜每年禮拜四次，包括兩次和會、母親節及長執同工就任主日。 

 02/04  宣教策略小組事工之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小組事工暫停，視需要再作研議。 

 02/08  南灣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設立十五週年感恩禮拜，聖歌隊前往獻詩。 

 03/14  主日學開辦中文班，由王英敏姊負責教學。 

 04/14  通過決議案建議總會支持台灣加入 WHO。 

 07/07  英語部會員參加台灣總會所舉辦「我愛台灣」宣教營活動。 

 07/07  陳建興、王英敏全家 (陳建興、王英敏、Joan Chen、Tiffany Chen) 轉籍入本會。 

 07/07  未來應聘牧師到職，決定續聘半職幹事。 

 09/29  游正民醫師全家 (游正民、王明玲、游高岩、Raymond 、 Nancy 、 Chris) 入籍。 

 10/03  蔡涵儀 Abigail Tsai (蔡宗仁、王美玲夫婦之女) 接受幼兒洗禮。 

 10/31  第二次和會選出長老兩名：黄冠飛、楊明仁；執事三名：吳昌志、許瑛珍、紀恆立 (二年

任，補陳文德之缺) 。 

 12/15  接受 Caleb Yang (楊明仁、黄宜琦夫婦之子) 、Elise Fong (鄺錫傑、溫郁婷夫婦之女) 、
Addison Wu (吳昌志、洪莞媚夫婦之子) 三位幼兒洗禮。 

 2005 年度主題：與主同行  

 01/22  黄冠飛長老母親黄陳水鶯女士百歲生日感恩禮拜。 

 03/05-06  在 Lake Havasu 舉行野外禮拜，邀請陳美蕙牧師參加，並帶領聚會。 

 03/27  接受青年 Matthew Lew 堅信禮成為正式會員。 

 04/12  成人主日學四月份起改採新眼光讀經手冊為教材，仍請林明志長老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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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0  決定於 10/01 舉行本會創設三十五週年慶祝感恩禮拜並出版紀念特刊。 

 06/08  英語部決定於九月參加墨西哥短宣事工。 

 06/18  Santa Monica 教會邱以正牧師傳道五十週年榮退及設教 20 週年感恩禮拜，聖歌隊前往獻詩

祝賀。 

 07/10  幹事兼助理傳道施旭傑 (Jack Shih) 提出書面辭職，於 07/31 離職。 

 07/13  聘請郭德雄執事為半職幹事，接替施幹事部份事工。 

 2006 年度主題：與主同行  

 02/09  自 2 月起長青團契每週四有定期聚會，活動內容包括交誼、聚餐、電影或音樂欣賞、信仰

分享。 

 02/26  年度第一次和會，莊智皓(Jerry)兄受洗，接納為本會正式會員。 

 03/05  自三月起成人主日學繼續査考彼得前書第五章，由林明志長老帶領。 

 04/16  復活節聯合禮拜。接納方美盈姐轉籍為本會會員，並為 Nelson 和 Cindy 的兒子 Garrett Lee 
Fong 舉行幼兒洗禮。 

 04/29-30  婦女會與長青會聯合舉辦靈修會，地點：Oxnard Residence Inn，講師：黄淑美牧師， 
主題：成長與操練。 

 06/04  成人主日學開始査考彼得後書。由林明志長老帶領。 

 06/17  舉行同工座談會，講師林楹俊牧師。 

 06/23-25  夫婦團契舉行靈修會。地點：Cal Poly,Pomona，講師：熊聖華牧師，主題：人生 贏家。 

 07/02  今年有九名高中生畢業，今秋將進入大學，教會贈送聖經勉勵他們。 
九名畢業生為：Joan Chen，Jonathan Chen， Jeffery Hsu， Curtis Jah， Jason Lee，Valerie 
Lew， Jo-Ann Lieu， Tina Lin and Hana Ogita 。 

 08/04-06  英語部在 Malibu State Park 舉行夏令營。 

 10/01  世界聖餐主日舉行聖餐，蔡宗仁兄和王美玲姐的兒子 Cameron Tsai 接受幼兒洗禮。 

 10/29  2006 年度第二次和會，聯合禮拜。和會中並修改章程第七章(預算和財務)，增列第三節，設

置檢帳委員兩名，任期為兩年，連選得連任一次。選出長老兩名：陳雅媛、林明志，執事

兩名：黄斌一、楊亞文。 

 11/11  婦女和長青團契聯合舉辦年會講座。主题：活出更豐盛的生命，黄惠蘭牧師主講。 

 12/24  聖誕節聯合禮拜(手鐘獻奏)，舉行聖餐、洗禮、堅信禮、轉籍、長執同工就任，會後舉行

Potluck 和聖誕慶祝會。 
受洗：陳勝全，轉籍：伍偉揚，堅信禮：Jonathan Chen and Jeffery H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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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年度主題：在恩典中長進  

 01/21  主日上午 10:00 – 10:25，由謝伯芳長老帶領白話字的練讀。主日上午 10:30 – 11:25，由林明

志長老主持成人主日學，一月份起查考馬太福音書。 

 02/25  舉行聯合禮拜，並召開 2007 年度第一次和會，選出四位長執提名委員：張惠真、謝伯芳、

段芳仁、王英敏；二位檢帳委員：蔡森德(二年任)，張麗星(一年任) 

 03/03  婦女會主辦墨西哥龍蝦灣之旅。 

 03/25  教會訂購「真道手冊」及「從永遠到永遠」兩本讀經参考書籍，每家庭各一本。 

 04/08  復活節聯合禮拜，手鐘團獻奏，舉行聖餐並為林道涵兄(Joshua Lin)舉行堅信禮。溫宏之兄

和許婷婷姐的女兒 Lena Sarah Wen，張富雅兄和 Deborah Chang 的女兒 Samantha Chang，王

超平兄和陳哈娜姐的兒子 Jared Wang 舉行幼兒洗禮。 

 04/29  成立英語部事工發展小組，成員包括林明志長老(召集人)謝伯芳長老、楊明仁長老、劉靄泉

牧師，以加強溝通並協助英語事工之發展。 

 08/03-05  英語部於 Malibu State Park 舉辦 Annual Summer Camp 。 

 08/12   Joshua Lin 高中畢業，教會贈送聖經做為勉勵。 

 08/17-19  夫婦團契舉辦夏日戶外靈修及露營活動，地點：San Simeon State Park 。 

 09/29  聖歌隊參加 TPC 主辦各教會聖歇隊研習會演出。 

 10/13-14  本會舉行培靈會，主題：「在恩典中長進」，講師：吳炳賢牧師。 

 10/28  舉行聯合禮拜，並召開 2007 年第二次和會，選出長老兩名：藍慶豐、陳惠麗；執事兩名：

許瑛珍、吳昌志。 

 11/03-04  台語社青團契於 Yucaipa Oak Glen Christian Conference Center 舉行靈修會， 
主題：「上帝的計劃」。 

 11/24-25  婦女會退修會，主題：「數算恩典」，主日禮拜講師：楊東川牧師。 

 12/09  基諾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設教十週年慶，邱惠美長老代表本會前往祝賀。 

 12/23  聖誕節聯合禮拜，聖歇隊演唱「Bring Us Peace」，舉行聖餐，並為林懷恩兄舉行堅信禮，

Sylvia 和 Douglas McFadden 的兒子 Duncan McFadden 舉行幼兒洗禮。 

 12/30  (1)  長執同工就任，南灣蔡淑理姐前來獻唱「Holy City & Alleluia」，頒發蕭華銓長老、長

老娘獎學金，得主：林懐恩兄(Wayne Lin)及會友長年服事之感謝狀。 

(2)  喜信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設教十週年慶，陳雅媛長老代表本會前往祝賀。 

  2007 年度本會更新下列硬體建築： 
教會樓下餐廳和交誼聽之窗戶。 
廚房之整修和翻新(蘇惠哲長老與鄭美惠姐捐款奉献，陳文揚兄設計和監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會歷史   CHURCH HISTOR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103 - 

 2008 年度主題：在恩典中長進  

 02/24  年度第一次和會選出兩年任執事李淑櫻姐；選出長執提名委員會四名：蔡雪玉、林昭德、

陳中霖、伍偉揚；選出檢帳委員兩年任一名：林都美。 

 04/13  太平洋中會來函感謝本會奉献$6150 做為幫助 Malibu 教會火災後重建事工。 

 04/20  小會通過選牧委員會所提蘇森源牧師為本會第五任牧師 。 

 04/27  召開臨時和會監選牧師，和會通過監選蘇森源牧師正式成為第五任牧師：任期三年 ，為指

定牧師 (Designated Pastor) 

 05/04  劉牧師帶領英語部參加全加州數百個城市同時舉行，幫助社區的 Big Sunday 活動。 

 05/17-18  本會婦女團契於 Agua Caliente Hotel & Mineral Water Spa at Desert Hot Spring 舉辦靈修會

及旅遊活動，講師：伍偉揚兄。 

 07/06  成人主日學自本週起由伍偉揚兄帶領。 

 07/18-20  與恩惠長老教會合辦聯合靈修會，主題：「佇恩典中長進」，講師：王武聰牧師 
     地點：Tahquitz Pines Christian Conference Center at Idyllwild 

 08/10  展開為期八週的慕道班課程，由蘇森源牧師帶領 

 09/20  舉行蘇森源牧師就任感恩禮拜，太平洋中會組成八人特會員前來主持，婦女團契準備豐盛

晚餐接待會友來賓。 

 09/27  聖歌隊前往好牧者教會參加 TPC 音樂營，講師：陳茂生教授 

 10/05  世界共同聖餐主日：陳文揚兄受洗，並接納黄啟光、李文珍夫婦轉籍，本日並拍攝教會團

體照。 

 10/26  舉行聯合禮拜及第二次會員大會選出新任長執各兩名：長老：黄武雄、沈文和，執事：蔡

妮君、伍偉揚，確定 2009 年主題：「佇信心中長進」。 

 11/16  本會與恩惠及第一長老教會針對「跨教會英語事工」開會協商 

 12/14  頒發蕭華銓長老紀念獎學金及蕭郭玉霞長老獎學金給李志倫、林道涵。 

 12/21  聖誕節聯合禮拜手鐘團獻奏聖歌隊獻詩「聖嬰基督」， “And the Glory of the Lord”、「讃美

萬王之王」、「願主賜福保護你」。 

 12/28  舉行新任長執與同工就任、聖禮典；劉久安 Jo-Ann Lieu 接受堅信禮，入籍本會。 

 2009 年度主題：在信心中長進  

 02/22  舉行聯合禮拜及 2009 年第一次會員大會，選出二年任查帳委員：楊慧玲；選出長執提名委

員：黃冠飛，張惠真、陳中霖、周文絮。 

 03/01  恢復禮拜前練詩：張惠真長老帶領，蕭百合姐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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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2  舉行聖餐、洗禮 (李卓諭、高品偉、李佩娟)；嬰兒洗：Amy Wen (johnny Wen 與 Ting Hsu
之女)；兒童手鐘團演奏，會後 Potluck。 

 04/22  TPC 松年團契來訪並與本會長青團契聯合聚會：蘇森源牧師證道 (人老心不老)及詩歌見

證。 

 05/03  葉高芳牧師証道：〝勿按外貌定是非〞，婦女會主辦專題：〝一切靠關係〞 

 06/27  蕭百合姐、方美盈姐帶領手鐘團參加 Palos Verdes St Peter's 的手鐘敬拜研習。 

 08/28-30  英語部與社青舉辦露營-Malibu Creek State Park。 

 08/30  恢復祈禱會，每主日 1：30pm-2：00pm，於廚房後 Room A 

 09/20  張思聰牧師證道「聆聽神的聲音」；婦女會主辦專題「界線一為你的產業負責」。 

 09/27  林恩魁醫師見證與分享 (台語漢字聖經翻譯者)。 

 10/04  世界共同聖餐主日/聖餐；謝吟雪姐妹(哥倫比亞大學附屬醫院資深腫瘤化療師)分享：「戰

勝癌症的 佳武器」。 

 10/25  召開和會及長執選舉—長老：林明志，林昭德；執事：方美盈，楊慧玲。 

 12/13  楊宜宜傳道 (台灣宜教基金會創辦人)分享事工及見證。 

 12/20  聯合禮拜一聖餐/洗禮/轉籍，會後聖誕慶祝會/Potluck。受洗者：邱馨慧，高達偉，童智妍；

小兒：Miles Lucas；轉籍：康貞純；蕭華銓長老及蕭郭玉霞長老紀念講學金受獎人：李卓

諭，高品偉。 

 2010 年度主題：在盼望中長進  

 01/30  長青團契一日遊 (箭頭湖--Lake Arrowhead) 

 02/06  玉山神學院陳美惠牧師帶領那魯灣合唱團前來主領感恩音樂會。 

 02/13  小會議決：a.  購買新聖詩 110 本及張啟芳長老奉獻 90 本，共 200 本 
b.  組織建置委員會，由林昭德長老籌組。 

 02/21  婦女團契舉辦醫學講座：”認識心臟病” – 蘇惠哲醫師主講。 

 02/27  長青團契舉辦專題講座：“世界有名的藥草” - 鄭炳全博士主講。 

 02/28  聯合禮拜與第一次和會：a.接納 2009 年決算； 

           b.選出長執提名委員：康貞純、溫明晃、歐煌坤、陳中霖； 

           c.檢帳委員(兩年任)：洪莞媚。 

 03/07  即日起主日禮拜時間訂為 10:30 am，成人主日學 11:45 am – 12:30 pm。 

 03/20  小會議決：教會將於 40 週年慶赠送每户一本新聖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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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1  美好人生講座(1)：楊裕仁醫師主講。 

 05/01  婦女團契邀請蔡維仁牧師夫婦分享 ”生命見證”。 

 05/31  長青團契一日遊：La Jolla Beach 

 06/27  晶晶兒童合唱團献詩演唱(42 人) ；暑期成人主日學由蘇牧師主講 ”神學家的故事”。 

 07/25  美好人生講座(2) - 黃斌一執事主講 ”醫藥知多少?”。 

 08/27-29  英語部主辨露營-Malibu State Park。 

 08/28   婦女團契一日遊：Hollyhock House 及 Griffith Observatory 

 09/05  伍偉揚執事主領成人主日學一出埃及記。 

 09/05  教會停車場規劃：製作殘障專用停車位及講員、貴賓停車位。 

 09/26  慶祝設教 40 週年：a. 舉行感恩禮拜     
b. 執事會安排感恩餐會      
c. 分發每戶一本新聖詩    
d.團體照。 

 10/03  小會議決：接納蘇牧師提出任期滿 (至 5/31/2011)不再申請續聘 

 10/24  聯合禮拜與第二次和會，選出長老：藍慶豐、陳惠麗，執事：黃斌一、林家聲。 

 11/19-20  婦女團契靈修會：基督徒與重生：吳得榮牧師 (Mary & Joseph Retreat Center)。 

 12/11-12  葉明翰牧師主領培靈會：1. 為什麼我所信的是真的?       
             2. 異端面面觀        
             3. 如何向民間宗教者傳福音?  
             4. 耶穌降生的啟示(主日) 

 12/26  李僄渙牧師講道/同工聯席會議 

 2011 年度主題：在愛心中長進  

 02/27  第一次和會選出長執提名委員：黃冠飛、蔡清吉、康貞純，邱惠美； 
選出兩年任檢帳委員：陳雅媛。 

 03/06  蔡方時 Francis (蔡宜峰兄與方美盈執事兒子)幼兒洗，李鶴年姊妹洗禮。 

 04/23  本教會聯合省墓禮拜於 Rose Hills Garden Serenity 舉行。 

 04/24  接納 Jonathan Lin 堅信禮。 

 07/1- 07/03  舉辦全教會 Sedona 旅遊。 

 07/31 盧俊義牧師「聖經、信徒與教會」專題，並推動 2012 開始三年一輪查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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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6  第二次和會選出三年任長老：黃武雄、邱惠美、一年任長老：蔡清吉 
       三年任執事：伍偉揚、吳昌志、一年任執事：康貞純。 

 2012 年度主題：在愛中互相建立  

 01/01  推動三年讀經計劃 (2012--2014 年讀完整本新舊約聖經)。 

 01/08  長執同工就任：長老：黄武雄、邱惠美、蔡清吉(一年任) 
執事：伍偉揚、吳昌志、康貞純(一年任)  長青團契：歐煌坤    
婦女團契：蘇美惠  台語社青：李嘉安  聖歌隊：康貞純。 

 02/26  召開 2012 年第一次和會 

a.  選出 9 名選牧委員：黄冠飛、陳昭俊、陳雅媛、康貞純、蔡妮君、黄斌一、陳惠麗、 
     邱惠美、蔡清吉 

b.  選出 2012 年 4 名長執提名委員：陳昭俊、郭德雄、蘇惠哲、李淑櫻 
c.  選出 2 年任檢帳委員：童智妍 

 04/08  復活節   a. 舉行聯合禮拜、聖餐和洗禮。 

 b. Johnny Wen 和 Ting Hsu 的兒子 Dylan Wen 接受幼兒洗禮。 

 06/09  整修教會前面鐵欄杆以及停車場靠禮拜堂旁邊之人行步道，舗上全新水泥。 

 08/05  全面整修、更新教會交誼廳、兒童主日學教室及部份樓上地區之地板。 

 09/01  舉行培靈會，講員：盧俊義牧師，主題：馬可福音中的耶稣。 

 11/18  舉行感恩節禮拜和聚餐 

a.  聖歌隊選出新隊長：康貞純    副隊長：洪莞媚。 

b.  長青團契選出新會長：黄冠飛    副會長：歐煌坤。 

c.  婦女團契選出新會長：陳雅媛    副會長：李美卿。 

 12/23  舉行聖誕節聯合禮拜、聖餐及洗禮。洗禮者如下： 

a.  成人洗禮：呂琳蕙、吳蕭芳珠。 

b.  幼兒洗禮：Adrian Tsai (May 和 Evan 的兒子)、Vivian Ahran Kim (Emily 和 Gabriel 的女

兒)、Sebastian Hong-En Creighton-Hsu (Eleanor 和 Ben 的兒子)、Tessa Blythe 
Young 和 Rella Grace Young (Eugene 和 Michelle 的女兒) 

 12/23  成立教會發展委員會，成員如下：黄武雄、藍慶豐、林家聲、康貞純、歐煌坤、林昭德、

蘇惠哲、李淑櫻、陳雅媛、李嘉安、林懷恩(Wayne Lin)。 

 12/30  成立學生團契主日祟拜事工，自 2013 年 1 月 20 日開始試辦六個月。 

 2013 年度主題：與主同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會歷史   CHURCH HISTOR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107 - 

 01/06  舉行長執同工就任典禮：長老：蘇惠哲 伍偉揚(三年任) 
執事：方美盈 李嘉安(三年任) 藍月卿(二年任)    各團契會長：長青團契：黄冠飛、 

婦女團契：陳雅媛、社青團契：童智妍、聖歌隊：康貞纯。 

 01/20  召開教會發展委員會，成員如下：黄武雄、藍慶豐、林家聲、康貞純、林昭德、歐煌坤、

蘇惠哲、李淑櫻、陳雅媛、李嘉安、林懷恩 

 01/20  推行學生團契主日禮拜事工： 
10:30am-11:30am (學生團契主日學)， 
11:45am-12:45pm (學生團契華語主日禮拜) 

 02/17  為繼續推動三年讀經計劃，邀請蘇曉星牧師主持讀經内容研討和分享 

 02/24  召開 2013 年第一次和會： 
a.  選出四名長執提名委員：溫明晃  陳中霖  蔡清吉  林懷恩 

b.  選出 2013 年一名検帳委員(二年任)：蔡妮君 

c.  通過 2012 年財務收支決算 

 07/07  聘請許惲哲傳道自七月一日起擔任本會 Part Time 牧者 

 08/08 - 08/11  英語部和學生團契 Malibu Creek State Park 聯合舉行夏季靈修露營活動。 

 08/18  召開長執提名委員會，委員名單如下： 
温明晃、陳中霖、蔡清吉、林懷恩、吳昌志、黄武雄、邱惠美(召集人) 

 09/21  英語部青少年團契訂於每月第三個週六下午六點聚會 

 09/24  全面整修 Roof 和 Water Heater Room 並於十月六日完工 

 10/27  舉行 2013 年第二次和會：通過 2014 年財務預算 
選出三年任長老二名：陳雅媛，康貞純；選出三年任執事二名：黃斌一，林家聲； 

 11/24  舉行感恩節主日禮拜和愛餐，以及感恩分享和見証：  
a.  鋼琴家林安里姐妹感恩見証和音樂分享 
b.  一起來數算主恩 

 12/08  英語部青少年團契為冬令營籌款義賣紅豆湯 

 12/22  舉行聖誕主日聯合禮拜、聖餐、聖誕慶祝會及愛餐 。 

 12/22  教會已完成 New Sign 之裝置。 

 2014 年度主題：謙卑、順服、事奉  

 01/05  舉行長執同工就任：長老：陳雅媛(設立) 康貞鈍(封立)各三年任 
執事：黄斌一(連任)、林家聲(連任)各三年任 
各團契會長： 長青：黄冠飛    婦女：李美卿    社青：童智妍     聖歌隊：陳中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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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3-05  英語部青少年團契於 Big Bear Lake Area 舉行冬季靈修會 

 01/19  召開 2014 年第一次教會發展委員會，委員名單如下：黃武堆(主席) 、 蘇惠哲、吳昌志、林

家聲、李淑櫻、蘇惠貞、林昭德、歐煌坤、蔡森德、李嘉安、林懷恩 

 02/23  召開 2014 年第一次和會 
a.  選出四名長執提名委員：林昭德、溫明晃、蔡森德、蔡妮君 
b.  選出一名兩年任檢帳委員：王英敏 
c.  通過 2013 年教會財務收支決算 

 03/30  三年讀經心得分享：許惲哲傳道主持 

 05/24- 26  舉辦三天兩夜全教會靈修/旅遊      講員：李仁豪牧師 
   地點：Fresno Garden Inn & Suite  &  Kings Canyon National Park 

 06/08  召開聘牧委員會，委員名單如下： 
黄冠飛(主席)、陳昭俊、蔡清吉、陳惠麗、陳雅媛、康貞純、黃斌一、蔡妮君、邱惠美 

 06/29   召開提名委員會，委員名單如下： 
蘇惠哲(召集人)、伍偉揚、黃斌一、林昭德、温明晃、蔡森德、蔡妮君 
依 MIF 所提供之資料開始聘牧事宜 (刊登聘牧消息於週報上) 

 08/08-10  英語部和學生團契合辦夏季靈修/露營活動 
     地點：Malibu Creek State Park 

 08/10  本教會李水碩兄/簡靜惠姐夫婦的長子 Rev. Jason Lee (李柏雄牧師) 回本會分享/見證 

 10/19  李雪玟教授、蔡孟哲兄於本會主日禮拜獻唱 

 10/26  舉行 2014 年第二次和會 
a.  鑑選通過聘請李仁豪牧師為本教會第六任牧師 
b.  選出兩名三年任長老：邱惠美、林明志，選出兩名三年任執事：陳建興、洪莞媚 
c.  通過 2015 年財務收支預算 

 10/26  長青/婦女團契各舉行年會，選出 2015 年新任同工： 
長青團契：蔡清吉、黃冠飛、廖大修、溫明晃、郭翠玲、歐煌坤、黃武雄 
婦女團契：王英敏、陳素貞、吳芳珠、李含笑、蔡佳君、周文絮、洪莞媚 

 11/01  李仁豪牧師開始於本教會服事 

 11/07-09  社青/學生團契舉行冬季靈修會     講員：林明志長老     地點：Frazier Park 

 12/06  舉辦社區吉他班，為期八週     指導老師：陳竑道    目的：接觸人群，開拓福音禾場 

 12/21  舉行聖誕節主日聯合禮拜、聖餐、愛餐、慶祝會及幼兒洗禮 
洗禮名單：Penelope Kim (Emily Hsu And Gabriel Kim 的次女) 
                    Aaron Samuel Lan (William Lan & Patty Wong 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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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年度主題：更新、合一  

 01/04  舉行長執同工就任：  長老：邱惠美（連任）林明志（連任）各三年任 ， 
執事：陳建興（新任）洪莞媚（新任）各三年任，長青團契會長：蔡清吉   
婦女團契會長：王英敏，社青團契會長：童智妍，聖歌隊長：陳中霖 

 01/17-19  英語部青少年團契於 Frazier Park 舉行冬季靈修會 

 02/21  舉行李仁豪牧師就任第六任牧師感恩禮拜 

 02/22  2015 年第一次和會，選出四名長執提名委員：黃武雄、陳昭俊、蔡艶齡、李淑櫻 
選出一名兩年任檢帳委員：李美卿通過 2014 年教會財務收支決算 

 03/21  TPC 在 Rose Hill 舉行聯合省墓追思禮拜 

 04/19  教會網站設置完成（http://www.fpcla.org) 

 06/12-14  TPC 舉行聯合靈修會（06/14 舉行聯合禮拜和聖餐） 
     今年由本會劉靄泉牧師及英語部同工負責 TPC(EM) 的事工 

 06/21  召開 2015 年第一次長執提名委員會，委員名單如下： 
陳雅媛（召集人）、康貞純、陳建興、黃武雄、陳昭俊、蔡艶齡、李淑櫻 

 08/14-16  英語部舉辦暑期靈修露營活動，地點在 Malibu State Park 

 08/23  黃敬兄弟的受洗並加入本會會員 

 09/05-07  慶祝設教 45 週年舉辦三天兩夜全教會靈修旅遊 
     地點：San Diego ，09/06（主日）參加聖地雅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禮拜 

 09/20  慶祝設教 45 週年全教會聯合讚美禮拜 並放映 45 年回顧影片。    

 10/11  英語部 Youth 選出同工，President - Tiffany Wu/Secretary - Kathryn Chen 
Treasure- Megan Lin/Communications - Tommy Wu 

 10/18  舉行 2015 年第二次和會，選出三年任長老：蘇恵哲、伍偉揚  
選出三年任執事：李嘉安、藍愛佳，接納 2016 年教會財務收支預算。 

 11/15  聖歌隊舉行年會，選出 2016 年隊長：王信堯 

 11/22  感恩節主日禮拜，舉辦感恩分享與見證及愛餐 

  婦女團契年會，2016 年事工分配如下： 
會長／聯絡：許瑛珍  副會長/文書：林都美       靈修：周文絮  財務：李鶴年 
康樂：蔡佳君     服務：邱富珍     關懷：楊艶齡   

 12/05  TPC 舉行長執同工訓練會     
講員：王光智牧師     地點：柑縣基督長老教會 

 12/20  舉行聖誕感恩聯合禮拜、聖餐、愛餐、慶祝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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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年度主題：服事、宣教  

 01/30  在蔡宜峰兄、方美盈姊家舉行第一次庭禮拜，40 人參加。 

 02/20  下午由社青負責規劃，在教會舉行「暖暖湯圓慶元宵」聚會，節目中有短講、分享、猜謎

等活動，共有 52 人參加。 

 02/21  舉行生活講座，由沈文和長老主持，題目「大家談健康養生」。 

 02/28  召開 2016 年第一次會員大會，選出長執提名委員 4 名： 
黃冠飛、李淑櫻、藍慶豐、黃武雄。 
並選出兩年任檢帳委員一名：蔡佳君 

 04/30  段芳仁教授、余絹代姊府上舉行第二次家庭禮拜，38 人參加。 

 06/05  舉行野外禮拜，地點在 Irvine Regional Park。 

 07/15-17  於 Courtyard by Marriot in Oxnard 全教會退修會，邀請蔡明謀博士主講。 

 07/31  本教會史料編撰完成，刊登於台美史料中心網站，並上傳於本教會網站。 

 08/12-14  英語部舉行暑期露營靈修會 
     地點：San Diego 的 Mission Bay。 

 08/28  舉行生活分享，由王玉美姊、李淑櫻姊、以及林昭德長老分享見證。 

 09/25  婦女會召開年會選出 2017 年委員共七名： 
邱富珍、李鶴年、周文絮、蔡佳君、余絹代、許瑛珍、李含笑。 

 10/02  長青團契召開年會選出七名委員： 
林家聲、歐煌坤、黃武雄、黃冠飛、藍慶豐、蔡清吉、李淑櫻。 

 10/02  社青團契孔紈姊妹連任會長。 

 10/23  第二次和會，選出長老二名陳雅媛、康貞純：(1/1/2017-12/31/2019) 
執事三名王信堯、鄺鍚傑 (1/1/2017-12/31/2019)，許瑛珍(1/1/2017-12/31/2017) 

 10/30  婦女團契下午一點舉行醫學講座，邀請本教會蘇惠哲醫師主講。 

 11/06  婦女團契舉行例會，邀請本教會楊艷齡姊教「水煎包製作分享」。 

 11/13  長青團契舉行座談會，邀請陳昭俊長老、邱惠美長老、伍偉揚長老、以及李牧師就教會歷

史、TPC 各教會發展、台福教會發展、以及其他宗派台灣教會發展現狀，幫助我們思考較

會定位以及將來發展的方向。 

 12/25  聖誕節主日，舉行聖誕讚美禮拜，由聖歌隊、英語部、以及社青共同完成一本清唱劇；舉

行慶祝會、potluck 愛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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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年度主題：服事、宣教  

 01/08  長執同工就任：長老：陳雅媛、康貞純 
       執事：王信堯、鄺錫傑、許瑛珍， 
       長青團契會長：黃冠飛， 
       婦女團契：周文絮、 
       聖歌隊長：翁甄鎂 
       社青團契會長：孔紈 
       青少團契會長：吳柏霓 

 01/08  李嘉安執事、童智妍姊的長子李博榮 (James)接受幼兒洗禮。 

 01/14-16  英語部劉靄泉牧師帶隊於 Lake Arrowhead 舉行冬令靈修會。 

 02/19  舉行生活講座將討論教會發展 

 03/25  在沈文和長老、蘇惠貞姊府上舉行家庭禮拜，由伍偉揚長老主禮。 

 03/26  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 
選出長執提名委員四名：沈文和、李淑櫻、黃冠飛、黃武雄  
選出兩年任查帳委員：蔡雪玉，接受 2016 年教會財務決算，  
通過監選李仁豪牧師續聘三年(11/01/17 -  10/31/20) 

 04/16  復活節禮拜與聖禮典：Anastacia Wu 受洗；Katelyn Fong 及 Elise Fong 堅信禮。 

 04/29  婦女團契與長青團契於 Los Angeles County Arboretum & Botanic Garden 郊遊。 

 04/30  舉行生活講座。主題：1.當阿公/阿嬤的心聲 。2.退休生活/人生下半場。 

 05/27-29  舉行全教會靈修旅遊暨野外禮拜，前往 Santa Cruz。 

 06/24  舉行家庭禮拜，地點：順天美術館，蘇惠哲長老主理。 

 08/11-13  英語部在 Big Bear Lake 舉行暑假露營靈修。 

 09/23  於李仁豪牧師府上舉行家庭禮拜，由陳雅媛長老主理。 

 10/01  世界聖餐主日禮拜與聖禮典：堅信禮：Nathan Daniel Chen (陳威廷、藍愛佳之子) 
洗禮：Megan Lin 林孟瑜(林怡虔、巫姿逸之女) Benjamin Wu (伍偉揚、蔡佳君之子) 

  英語部舉辦 Operation Christmas Child 鞋盒活動 (10-12 月收集、包裝 & 寄出)。 

 10/22  舉行 2017 年第二次會員大會，通過財務組提出 2018 年教會預算案。 
選出兩名三年任長老：黃武雄(新任)、許瑛珍(新任) 1/1/2018-12/31/2020 
選出兩名三年任執事：李淑櫻(新任)、洪莞媚(連任) 1/1/2018-12/31/2020 

  11 月起社青禮拜改為上午 10:30 舉行，每月第一二三主日由林明志長老華語講道，第四主日與英

語部聯合禮拜，第五主日與台語部聯合禮拜。11:30 參加英語部成人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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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8  舉行長執同工訓練會，訓練內容為「建造信仰」與「學習服事」，訓練由本會李牧師、劉

牧師、林明志長老帶領。午餐由康貞純長老預備。 

 12/16  於李永碩兄家庭舉行家庭禮拜，由林明志長老主理。 

 12/24  舉行聖誕節主日讚美感恩禮拜與聖禮典：聖歌隊獻唱整本 Cantata 
幼兒洗禮 Alice Lan (William Lan & Patty Wong 的女兒) 

 2018 年度主題：委身基督  

 01/06  舉行長執同工就任式，長老(三年任)：黃武雄長老、許瑛珍長老〈初任封立〉， 
執事(三年任)：李淑櫻執事、洪莞媚執事， 長青團契會長：邱惠美， 
婦女團契會長：周文絮，聖歌隊長：翁甄鎂，社青團契會長：孔紈， 
青少團契會長：伍至信 Thomas Wu. 

 01/06  成人主日學開始觀賞由救世傳播協會代理的「讓全世界知道」的信仰考古影片。 

 01/13-15  本會英語部劉靄泉牧師帶隊舉行冬令靈修會！ 

 02/25  舉行 2018 年第一次和會，接納 2017 年決算。選出兩年任檢帳委員童智妍。 
選出黃冠飛、黃斌一、林家聲、沈文和四名提名委員。 

 04/01  舉行復活節聯合禮拜、聖禮典，幼兒洗禮: Adam (Wilson Tsai 以及 Tina Lee 的兒子) 

 07/15  婦女會年會選出 2019 年度婦女會委員名單如下： 
翁甄鎂、李鶴年、邱富珍、蔡雪玉、洪莞媚、周文絮、蔡佳君(辭)。 

 08/10-12  由英語部劉靄泉牧師帶隊前往 Big Bear Lake 舉行露營退修會。 

 10/28  舉行 2018 年第二次會員大會，選出兩名三年任長老：邱惠美(新任)、林明志(新任)  
兩名三年任執事：蔡佳君(新任)、黃斌一(新任）， 通過 2019 年教會預算案。 

 2019  年聖歌隊聖歌隊長由翁甄鎂姊連任。 

 2019  年度婦女團契會長及各委員事工如下：邱富珍(會長)，洪莞媚(副會長/文書)、 
周文絮(靈修)、翁甄鎂(活動)、練杏村(關懷)、李鶴年(服務)、蔡雪玉(財務)。 

 11/26  長青團契選出 2019 會長林家聲兄，副會長黃冠飛長老，委員：蔡清吉長老、陳素貞姊、以

及王玉美姊。 

 2019 社青團契會長為陳孝怡姊。 

 2019 年度主題：委身基督  

 01/18-20  英語部外出參加靈修會(柑縣長老教會英語事工主辦)。 

 02/24  舉行 2019 年第一次和會: 選出檢帳委員一名(2 年任): 郭翠玲。 
選出長執提名委員四名：黃冠飛、藍慶豐、游正民、沈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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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1  教會復活節感恩禮拜，舉行聖禮典、兩位青年洗禮(伍至信、伍弘信)、一位青年堅信禮(吳
柏霓)、一位小兒洗禮(Wilson &Tina Tsai 的女兒:Ava Tsai)。 

 04/28  教會配合 TPW 發起為喜信教會郭東緒牧師治療肝癌募款。 

 05/25-27  全教會旅遊。(05/25 與維加斯台美教會聯合禮拜) 

 06/27-07/12  本會五位青少年參加 "I Love Taiwan Mission" 宣教：Megan Lin (屏東牡林教會)、
Tiffany Wu (台東紅葉教會)、Cindy Lee (板橋後埔教會)、Katelyn Fong (台北明志教會) 
and Thomas Wu (嘉義祥和教會)。 

 06/30  下午 2:00 邀請伍偉揚長老生活分享「數位世代中的一個神蹟」。 

 07/28  下午 2:00 邀請翁甄鎂姊生活分享「高敏感是種天賦」。 

 08/09-11  英語部在 Dogwood National Park 舉辦暑期靈修會，劉牧師主理。 

 08/18  婦女團契年會中順利選出 2020 年度婦女團契委員名單如下： 
周文絮、邱富珍、洪莞媚、翁甄鎂、李美卿、蔡雪玉、陳雅媛。 

 09/15  長青團契舉行年會選舉 2020 年度同工如下: 
會長：林家聲，委員：黃冠飛、蘇惠哲、林玉美、陳素貞 

 09/21  舉行電子類物品回收活動。 

 09/22  下午 1:30 邀請藍月卿執事生活分享「信仰落實於生活」。 

 10/06  聖歌隊選出 2020 年隊長：翁甄鎂、副隊長：康貞純。 

 10/20  2019 年第二次和會議決如下：接納李仁豪牧師離職案，11/01/19 生效。 
選出三年任長老兩名：藍月卿、李淑櫻 
選出三年任執事兩名：王信堯、鄺錫傑 
選出一年任執事一名：楊艷齡，接納 2020 年度收支預算。 

 10/27  舉辦李仁豪牧師離職送別會。 

 12/01  經太平洋中會同意邀請好牧者許明遠牧師擔任本教會代議長 (01/01/2020 生效)。 
訂定 2020 年教會主題 : 認定、仰賴 (箴言書 3 章 5- 6 節 )。 

 12/22  中會總幹事 Rev. Linda Culbertson 主持全教會聯合禮拜聖禮典及長執同工就任，  
長老封立：藍月卿、李淑櫻   執事：王信堯、鄺錫傑、楊艷齡 
長青團契會長：林家聲     婦女團契會長：周文絮 
聖歌隊長：翁甄鎂       社青團契會長：陳孝怡 
青少團契會長：伍弘信 

 12/27-29  英語部舉行冬季靈修會，地點: Frazier Park。 

 12/29  長青團契增選一名委員: 康貞純長老加入 2020 年的服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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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年度主題：認定、仰賴  

 02/16  成立 「慶祝本教會設教五十週年」籌備委員會，成員如下： 
許瑛珍(召集人)、李淑櫻、黃冠飛、陳雅媛、康貞純。 

 02/16  成立「教會發展委員會」，林明志長老擔任召集人，委員會由現任小會員六名、 
執事會代表二名、及長青團契、婦女團契、社青團契、英語部、聖歌隊等各一名代表，共

13 名委員組成，研討教會發展之異象和方向，並擬定發展之計劃與策略。 

 02/16  婦女團契舉辦醫療講座，由 Cedars-Sinai 醫學中心心臟科研究生林晏年醫學博士主講「無形

的殺手---心房顫動」。 

 02/23  召開 2020 年度第一次和會：A. 選出提名委員四名 (黃冠飛、歐煌坤、蘇惠哲、伍偉揚 )，二

年任檢帳委員一名 (蔡森德)，B. 接納 2019 年財務收支決算。  

 03/22  起，教會配合政府 COVID-19 防疫措施，主日禮拜以及週間查經/聚會暫停。會友利用教會

網站連結參加 TPC 主辦的線上聯合主日禮拜、成人主日學、英語部劉靄泉牧師的主日講道

等各項節目。 

  疫情發生後，小會議決： 

A. 文書幹事(洪莞媚、翁甄鎂輪流)於每週六上午發出週報。 

B. 設置 「FPCLA 禱告關懷聯絡」Line 群組，以利會友之間保持聯繫、關懷和代禱。 

C. 各項慶祝活動暫停，但仍確定出版「設教五十週年特刊」，成立編輯組，成員如下： 
李淑櫻(總編輯)、黃冠飛、周文絮、洪莞媚、翁甄鎂。 

D. 為「疫情受困的弱勢家庭和醫療機構」發起會友愛心捐款。 

 06/20 起，開始舉辦線上查經(由林明志長老帶領)及線上禱告會(由藍月卿長老帶領)，每週六交替

輪流舉辦。 

 07/22  成立網路事工小組，協助和指導會友了解如何使用「Zoom」視訊平台，以利會友參加教會

各種線上聚會，成員如下：王信堯(組長)、林明志、藍月卿、方美盈、陳孝怡、洪莞媚、翁

甄鎂。 

 08/08  舉行線上提名委員會，委員會成員如下： 
黃冠飛、歐煌坤、蘇惠哲、伍偉揚、鄺錫傑、林明志、邱惠美 (召集人)。 

 10/29  婦女團契舉行 Zoom 會議，選舉 2021 會長，職務分配如下： 
會長/財務：洪莞媚；副會長/靈修：陳雅媛；文書：周文絮；關懷：蔡雪玉/李美卿 
活動：翁甄鎂；服務：邱富珍 

 10/31  第二次和會郵寄投票結果： 
1. 選出三年任長老兩名：許瑛珍、王信堯，三年任執事兩名：邱富珍、方美盈， 
   兩年任執事一名：楊壽美。 
2. 接納 2021 年財務預算。 

 11/01  2021 年的長青團契成員由 2020 年的委員續任，名單如下： 
           會長：林家聲  委員：黃冠飛、陳素貞、王玉美、康貞純、蘇恵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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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day School 
洛杉磯教會創會的頭幾年，當時的創會員們才開始有嬰兒出生，成立主日學，合理的

猜想大約是 1974 年或 1975 年吧！從 1976~1985 這段大量的移民潮，帶來許多小朋友，才

蓬勃了教會的主日學，因為有了足夠的成員，才能在每年的聖誕節，演出亮眼的歌舞劇。

近年來由於移民潮驟減，加上在地教會的發展，主日學的成員也相對地受到影響。 

     
1980 年代部分主日學成員                               1980 年代主日學聖誕節表演 

 

 
2000 年代的主日學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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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代主日學聖誕節表演                              1996 年主日學復活節分蛋 

 

  

2008 年代部份的成員 

2004 年代部份的成員 

2010 年代部分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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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聖誕節表演 

  
聖誕老公公來到教會送禮物給主日學小朋友  

 

目前部分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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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Group 
1972 年即有青年親睦活動，1978 年開始有青少年團契的春令會與夏令會。1985 年聘

請張哲誠牧師為輔導，1991 年聘請李榮禮醫師、丁哲民執事為輔導，1993 年聘請 Mr. 
Mark Cannon 為輔導，自 1998 年至今聘請 Rev. William Lew（劉牧師）為青少年團契輔導

牧師，從此青少年活動漸趨穩定，人數也逐年增加。2000 年代堪數為英文部的極盛時

期，及至 2007 年部分早期的英文部會員離開。 

 
早期的英文部 

 
英文部靈修會 

 
1987 年的英文部合照 

 
英文部手鐘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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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的英文部 

 2016 年的英文部  

 2016 年英文部聖誕節與聖歌隊 
     聯合表演 

 2016 年英文部聖誕節獻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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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聖誕節用鞋盒包裝

禮物送出愛心 

 2018 年的英文部  

 2019 回台參加 
「I Love Taiwan Mission」 
活動 

2019 年靈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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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參與 TPC 聯合靈修會事工 

    Young Adult Group 
  社青團契成立於 1991 年，成員來自於教會附近的 UCLA、USC、MI 等學校的學生及

初入上班族的年輕族群，這些生力軍參與各樣事工，帶動了活潑的氣氛，有照片為證。 

  
1997 年聖誕節表演 

   
1997 年聖誕節表演 

 
1997 年聖誕節表演 

早期社青團契 

1995 年慶祝母親節會後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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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青聚會 

 
2019 農曆年在方美盈家聚會 

 
社青歲末聚餐 

 
在李嘉安家聚會

     
參加張詠惠姊妹的婚禮                                       在吳昌志家為洪莞媚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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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men’s Group 
  洛杉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 1980 年就成立了婦女會，至 1985 年由盧菁菁長老

訂定章程，並改名為婦女團契。 

 

 

  1980 年代的婦女會  

 

 

 

 

 

 

 1980 年代的婦女會  

 

 

 

 

 

 

 

 

1995 年母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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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女靈修會            1994 年婦女靈修會 

   
1997 年 TPC 婦女靈修會           1999 年聖誕節服裝秀 

 
2006 年婦女靈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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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聖誕劇 

 

 
2017 年婦女會聖誕節表演“萬國齊聲讚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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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2 月婦女會健康講座， 
林晏年醫師主講「心房顫動」

 
                         2018 婦女會分享見證 

     
   新春大掃除，認真負責         婦女會水煎包示範，楊艷齡執事主廚 

 

2019 年 Line 講座洪莞媚執事教學 

婦女會一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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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green Group 
壯年團契為長青團契前身，成立於 1992 年，於 8 月訂定章程，9 月正式成立， 

推選盧菁菁為第一任會長，之後於 2000 年代改名為「長青團契」 

 
                                      長青旅遊 

 
菁菁姐帶長青團契一日遊 

招待達人，高雪真、蘇惠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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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得美美參加婚禮喜洋洋 

            

長青聚餐 參加 TPC 靈修會 

陳文揚夫婦返美與部分會友合照 陳俊明夫婦返美聚餐中發表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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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青一日遊 

歐阿嬤參加母親節畫圖活動 

長青健康講座 

參加 TPC 靈修會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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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ir 
  洛杉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聖歌隊成立於 1970 年 9 月 20 日，幾乎是全教會出席率最

高、幾近每個禮拜零缺席的獻詩。早年常受邀演唱，並常與各教會聯合演唱有管弦樂伴

奏的聖曲，目前指揮陳惠麗長老。 

 
    1970 年代的聖歌隊        1980 年代聖歌隊受邀在泰德甘迺迪助選演唱 

 
 

 
 

 

 

  1980 年代的聖歌隊 

 
 

洛杉磯教會設教 10 週年慶本會聖

歌隊與第一間分設的子教會-柑縣

聖歌隊聯合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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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 年聖歌隊聖誕節報佳音         1993 年的聖歌隊 

     
        2016 聖誕節獻詩                                                   2019 年的聖歌隊  

  
   聖歌隊裡的蛋糕達人                聖歌隊年底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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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代手鐘感恩節演出

 Handbell Group 
手鐘團可以說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一大特色，

1973 年教會為美國全國性組織的聯合長老教會(PCUSA)
接受為堂會的台灣人教會時，只有 2 個 8 度音階的手

鐘，經過多位熱愛手鐘者的奉獻，到目前擁有 5 個 8 度

音階的手鐘。其中的第三個 8 度音階是蕭百合姐捐贈

的。1973 年由 Mrs. Wendy Hsu 擔任指揮，1983-1987 年

由溫玉玲接棒，1987-1990 年之後由蕭百合姐指揮，並

於 1988 帶領手鐘團到 Pasadena 參加 XII Hand bell 
Festival，1997-1998 由現任的長老藍月卿帶領兒童手

鐘。目前的手鐘團隊由方美盈執事擔任指揮。 

   
                1980 年代手鐘團受邀演出                                               1990 年手鐘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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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鐘團感恩節演出 

 
感恩節手鐘演出 

 
2019 年感恩節演出 

 
手鐘團練習 

 
手鐘團復活節演出 

 
手鐘團復活節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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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rch Activities 

     
1980年代張瑞雄牧師回洛杉磯教會訪問                   1980 年代水晶教會一日遊 

      
        賴炳烔牧師來訪           25 週年慶部分會友合照 

 
陳美蕙牧師帶領 Lake Havasu 野外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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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到聖地牙哥靈修會 

 
                              教會旅遊照片 

 
與老會友前駐日大使許世楷及夫人合照 

教會到 Arizona 旅遊 

教會旅遊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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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C 聯合靈修會部分與會者 

 
教會到 Las Vegas 靈修會順路到 Red Rock Canyon National Conservation Area 

 

   
    一日遊在 Aqua Dulce 石頭山   
     (Vasques Rocks Natural Area Park)合照 

  
                 2019 年長執同工靈修會 

 2019 年到 Las Vegas 靈修

會與 Las Vegas 長老教會

聯合禮拜親睦、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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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PC 運動會 

 李奎然家開放家庭禮拜  

 
2017 年 12 月家庭禮拜在李永碩家  

 返台會友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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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ptism 

約翰福音 3 章 5 節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

能進神的國。」哥林多前書 12 章 13 節，「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為奴的，

是自主的，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 

  
 

 
 

許錦銘牧師為歐煌坤長老全家

6 人在 1978 年 3 月 26 日復活

節洗禮 

1988 年 5 月 29 日蔡一信牧師受

邀來主持聖禮典。 
成人：鍾練杏村、林家聲 
幼兒：許信恩 
堅信禮：黃博仁、黃博義、 
    溫玉婷、溫宏之、 
    楊明仁、楊亞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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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 12 月陳黃義敏牧師為 

Joshua Lin 幼兒洗禮 

 
1995 年 4 月孫武夫牧師為 
Jonathan Lin 幼兒洗禮 

 

 
2018 年 4 月 1 日復活節，李仁豪牧師為

Adam Tsai 幼兒洗禮 

 
2019 年 4 月 21 日復活節 

李仁豪牧師為伍至信、伍弘信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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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dding 
創世紀 2 章 18 節，耶和華神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22

節：耶和華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個女人，領她到那人跟前。23 節：那人

說：“這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可以稱她為女人，因為她是從男人身上取出來的”。24
節，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1973 年許照信與陳雅媛的婚禮是原

來的禮拜堂 
1982 年火災重建後的禮拜堂 

早年會友蔡淑愛的婚禮 1988 年林明志與周文絮的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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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nes Chen and Henry Chi 的婚宴 

 

 

 

 1997 年伍偉揚與蔡佳君的婚禮 

 

 

 

 

 

 

 

 
 
溫玉婷與鄺錫傑的婚禮，

她教的主日學小朋友同慶

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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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超平與陳哈娜的婚禮 

 

 
 

    2019 年楊評和與毛玉鏞慶祝 60 年   
    的鑽石婚紀念          

 

 

 

 

 

 

 

 
 林詩珊與 Robert Modino 
  的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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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區查經 西區查經會後聚餐 

 Bible Study Groups 

     
南區查經聚會 

   
東區查經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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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nch and Potl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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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iendship Time 
中餐交誼時間是會友們最輕鬆愉悅及互相關懷的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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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福相片下面的年代數字、代表這個家庭或個人進入洛杉磯教會的年代＊ 

The year below the family portrait photo represents the year when this family or individual 
entered the FPCLA 

         
      (1970) 陳昭俊、郭翠玲、Hubert、Sonya 

 
 

(1972) 邱惠美、(1971)高雪真 

(1972) 沈文和、蘇惠貞 (1970) 蕭百合、高永健、高永仁、謝明玲、 
Naomi、Olivia、Elea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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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許照信、(1973)陳雅媛、Emily、

Gabriel、Vivian、Penelope、   Eleanor、Ben、
Sebastian、Erica、Jeffrey 

 
(1975) 劉秀梅、Chris、Nancy、Agnetta、Ingrid 

 
 (1975) 陳丁瑚、(1976) 沈妙虹、Elliot、Soleil 

(1975) 歐煌坤、楊壽美 

(1975) 段芳仁、(1976)余絹代、August、Winnie

(1976)吳昌志、(1998)洪莞媚、Tiffany、
Add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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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李淑櫻、Lisa、Jimmy、Jonathan、

Joshua 

 
(1976) James Yang、(1980) Isabella、 

Jessica、Caleb 

 
(1977) 林昭德、林怡虔、Dylan、Megan 

(1977) 楊潘淑磬、(1980) 楊慧玲、 
(1978)陳文德 

(1977) 楊評和、毛玉鏞、Eugene、Michelle、
Korinne C.、Tessa B.、Rella G.、Sue、
Lawrence、Deborah、Rebecca、I-Ing、

Timothy、Mich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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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蘇惠哲、鄭美惠 

 
 

(1980) 黃武雄、李美卿 

(1980) 黃斌一、吳瑞萱 

(1982) 蔡雪玉、Mike、Michelle、
Jeremiah、Jedidiah 

(1978) 溫明晃、邱富珍、Cindy、(1998) Nelson、
Katelyn、Elise、Garrett、Johnny、Ting、 

Lena Sarah、Amy、Dylan 

Nelson Fong、(1978) Cindy、Katelyn、Elise、
Garrett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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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王超平、(2000)陳哈娜、 

Joshua、Jared 

 
(1983) 蔡清吉、吳淑貞、蔡宗仁、蔡宗翰 

 
(1983) 蔡宗翰、Tina、Adam、Ava 

(1984) 黃冠飛、林都美、Paul、Steve、Verna
Mia Tammy、Megan Grace、Daniel Stephen 

(1984) 張高期、陳素貞、Justin、
Deborah、Samantha、Mark、Curt 

(1984) 林家聲、許瑛珍、Sylvia、Douglas、
Duncan、Ella、Susan、Robert、Wayne、Joy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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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 蔡森德、楊艷齡、Rachael、Robin 

 Roland、Roseley、David、Claire、Joshua、Luke 
Jackie、Dorothy、Susannah 

      
       (1984) 藍慶豐、吳玉珠 

(1986) 黃素娟 

(1984) 邱建元、藍月卿、Aaron、Brady 

(1986) 黃啟光、Jay 

(1986) 林明志、(1987) 周文絮、Joshua、
Jonathan、Mar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全家福   FAMILY PHOTO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153 - 

(1989) 伍偉揚、(1997) 蔡佳君、Thomas、
Anastacia、Joseph、Benjamin 

 
  (1986) 陳俊明、蕭秀桂、Mei、Peter、Matthew 
  Elizabeth、Johnson、Christine、Sarah、Samson 

 
(1988) 陳秋桑 

 
  

(1992) 陳文揚、張麗星 

(1993) 郭德雄、莊惠理、Paul、Andy、
Chenda、William 

(1995) 游正民、王明玲、Raymond、
Nancy、Chris、Annie、Abilyn、Ca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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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游維恩、Santiago                

 
(1997) 李永碩、簡靜惠、Jason、Hannah、Leland 

 
 (1998) William Lew、Joanne、

Matthew、Valerie、Kelsey 

(1998) 李倍英、(2016)陳添壽、李月英 

(2002) 張啟芳、高三遷 

(2004) 方美盈、(2007) 蔡宜峰、

Francis、Ad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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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王信堯、(2016) 翁甄鎂 

 
(2007) 王宜芳、方正文、Sampson、Princeton 

 
  (2009) 李嘉安、童智妍、James            (2016) 劉信辰、(2013) 孔紈 

(2006) 康貞純、(2010) 廖大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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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to Alb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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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淑櫻  

50年，這半個世紀，到底是長還是短在感覺

上就如詩上說的“一目膩久”。猶記得 1976 年 10
月剛來到洛杉磯教會，那時的感覺，好像是走在

一條不見底的長路。然而日漸出現在頂上的絲絲

銀髮，卻無時無刻的提醒著歲月無情的流逝，這

情況雖讓人感傷，不也證實了長時的享受數不盡

的主恩嗎？時間像風一般無聲息的吹拂著，洛杉

磯教會悄然進入了第 50 年。接到兄姊們傳來部

分已經褪了色的照片，不禁勾起沉入甕底的記

憶，一幕幕，接連不斷的浮現出年輕時代所繪美

夢的圖像。是的，我們都曾年輕過，都曾在這個

教會共同編織無數的美夢，美夢成真了嗎？回首

來時路上，幾卡皮箱裡面裝著滿滿的理想與夢

想，幾經歲月的勞碌，果成了目前的幾棟房子裡

裝著幾卡皮箱。走過的 50 年，在信仰的路上我

們到底是積聚了幾卡皮箱或是幾棟房子呢？ 
今年有幸負責咱洛杉磯長老教會設教 50 週

年特刊的出版，卻不預期的被 COVID-19 給撞

期，雖時刻戰戰兢兢不敢鬆懈，由於疫情引發生

活秩序極不尋常的變動，導致出版的延緩。感謝

兄姊們在這艱困的時段，仍熱烈的傳來動人心弦

的文章與照片，大大的豐富了特刊的內容，讓特

刊不至於捉襟見肘，心中除了感恩還是感恩。每

當看到文章中展現出豐盛盈滿的主恩與愛的凝聚

力及聖靈的感動時，我想這就是咱洛杉磯長老教

會之所以能屹立至今的動力吧！ 
編輯組同工選「祈禱的手」作為 50 特刊的

封面，意諭著洛杉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是用禱告

托住的教會，雖然在畫面上看不到一隻手，抽象

的畫面要表達的是，「上帝會賜給祈求者的所

需，而不是所要」。願主牢牢的牽住我們的手，

既然祂曾帶領我們走過大風大浪，無論如何也必

定將祂所應許的平安與喜樂再次擺在前面要我們

繼續奔走的路上，估不論要面臨的是憂、是喜、

是苦、是樂的挑戰，必會繼續的帶領我們。 
感謝主！特刊的編輯工作終於圓滿完成。由

衷的感謝編輯組同工們（黃冠飛長老、周文絮

姐、洪莞媚執事、翁甄鎂姐等）的同心協力與合

作無間，以及邱惠美長老從旁鼎力協助，讓特刊

能夠適時出刊，感謝許明遠牧師為文祝賀，感謝

李永碩兄在百忙中特別撥出時間幫忙英文的翻

譯。 

                         
特刊編輯 黃冠飛        特刊編輯 周文絮        特刊編輯 洪莞媚        特刊編輯 翁甄鎂       特刊編輯 李淑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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