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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關心方舟教會的朋友們，平安！ 

在這迎春接福、萬象復甦的時刻，我們在主裡向您問安！盼望您和您全家在新的一年中，身心強

健、靈魂興旺、手中工作蒙主堅立！ 

2019 年對我們教會來說是個向外、向上開展的一年。我們從神領受新年度的目標，以「興起發

光、成為祝福」為今年生命成長的主題。在過去許多的年日中，我們常常專注在自己範圍內的事物，

眼目只看到自己、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工作，但在今年神給教會感動，要提升我們眼光的高度，不只

求神賜福給我和我的家，更要走出去，讓我和我家成為周圍人群的祝福。教會也是一樣，不僅只關注

自己內部的運作和成長，更要提昇自己的層次，用國度的眼光，看看有甚麼是可以祝福到別人的東

西，然後把它分享出去，讓所有的教會、基督徒和社區都能因我們而蒙福。去年底 Milpitas 的反大麻

行動就是一個最佳的例子，當基督徒和眾教會挺身而出，進入社區為真理而發聲，就能產生影響力，

遏止整個城市罪惡的蔓延。盼望在新的 2019 年中，我們都能尋求神在個人身上的呼召與心意，並且

靠著主所加給我們的力量，跨越心理的舒適區，為主成就大事！ 

1/6 是今年新春第一個主日崇拜，大家都懷著喜洋洋的歡樂心情來到教會敬拜。崇拜在唱詩之

後，首先為今年新任的同工就職禱告，求主給每位同工有智慧按著神的心意來治理教會事務。然後是

為孩子們祝福的時段，由於這是開春第一個祝福，因此特別邀請父親或母親上台，親自為孩子們按

手，照著神給他們的感動為孩子祝福禱告，這是一個十分溫馨的時刻，也是一個神聖的時刻，因為神

喜悅父母親為兒女們禱

告。最後大家同聲用詩篇

121 篇來宣告祝福──

「你出你入，耶和華要保

護 你 ， 從 今 時 直 到 永

遠」，但願每個孩子今年

都有神特別的保守，出入

蒙福。孩子祝福完畢後直

接去各個主日學班級上

課，高中生和成人則留在

大堂聽道。當天牧師特別

以「興起發光、成為祝

福」為題證道，鼓勵大家

今年能提升自己的眼光來

服事，走出家庭、走出教會，為主發光。崇拜結束後，大家一起拍攝團體照，雖然這是個大工程，但

因為好幾年下來已經很有經驗，所以大家很快就站定位，完成拍攝。最後是發經句紅包的時刻，每年

第一個主日教會都會預備經文放入紅包，讓大家自由抽取，成為新年的祝福。許多人都反應說，經句

紅包內的經文恰恰說出了他們目前的光景，也提振了他們的信心。願神的話語成為我們每日的幫助！ 

1/11 週五小組，特別請到台灣客家宣教神學院溫永生院長蒞會分享「華人

孝道文化與祭祖難題的突破」。華人講究孝道，而祭祖更是傳統表達孝道的方

式，但這卻攔阻了許多人接受基督信仰。溫牧師分享了具體的建議來突破這個難

題。我們可以在家中懸掛詳列祖先的家譜表，並標誌主耶和華為萬福泉源，既有

慎終追遠之意，也讓人知道基督教非常重視世代傳承。大家都受益良多。 

訂閱電子版方舟小語 , 請從您的郵箱寄電郵至

arknewsletter+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並在電郵中註明您的中英文姓名。 

寄出電郵後您馬上會收到 Google 自動發回的

確認電郵 (請注意, 很可能被送入 Junk / Spam 

郵件匣中), 請務必回覆該確認電郵, 如此才完成 

了訂閱程序。詳情可瀏覽方舟小語網頁：

http://www.arkbaptistchurch.org/ark_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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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為兒女祝福 方舟「全家福」 

領取經文紅包 

新任同工就職禱告 



    Page 2 of 4 
 

春聯贈送 書寫春聯 

清洗地毯和椅子 

接力背經營合影 背經主日（KJV & ESV） 背經主日（合和本） 

兒童背經 背經見證分享 背經營主持同工 背經營報到 

英文詩篇 個人背誦 同聲背誦 背經見證 

轉眼之間教會獻堂已過了七個年頭，地毯也逐漸

變髒，到了該清洗地毯的時刻。有清潔公司上門估

價，費用非常高，於是大家興起了自己洗地毯的念

頭。1/16 週三，趁著學生還未開學之際，教會號召

大家來清洗地毯。恰巧有位弟兄家中有專業洗地毯機

器可以借用，另外再加上外面租來的機器，大家就捲

起袖子一起把教會的地毯徹底清洗了一番，當天從早

上一直洗到傍晚，真可謂工程浩大。隔週三 1/23，

繼續向椅子挑戰，弟兄姊妹和孩子們來到教會，把幾

百張椅子仔細刷洗，許多陳年污垢都被清洗乾淨，讓

整個教會在新年的節慶中煥然一新。神家的事，弟兄 

姊妹扶老攜幼一起服事，令人非常感動。

 
教會的社區書法班自從 2015 年二月開班以

來，至今已有 4個年頭，每週三上午 10:30在教會

開設免費書法課程，由篆刻書法名家張國英老師親

自教授。張老師認真而親切地教學，以及風趣幽默

的態度，讓人如沐春風，他也常常用正面的話語鼓

勵人多寫、多嘗試，讓同學們在幾年的書法臨摹中

大有進步。 

每逢農曆春節，書法班都會推出贈送春聯活

動，老師帶著同學們一起寫春聯，贈送給教會弟兄

姊妹，讓整個農曆年期間，會堂充滿歡欣的喜氣。

1/23 書法班也特別舉辦了新春餐會，會中每個人

都拿到張老師所贈送的字，非常珍貴。 

背誦聖經是教會十分注重的一個操練，三年前我們開始推動全家背經，2016 年背誦了十二篇詩

篇、2017 年背以弗所書、2018 年背雅各書，今年則是背誦馬太福音 5-7章登山寶訓，內容較短，希

望能帶動更多人一起來參加。1/27是今年第一個月的背經主日，背誦第一段八福篇，有許多人加入背

誦，除了中文合和本，英文還分為 KJV 以及 ESV 不同版本，大人和孩子輪番上陣，大家齊聲宣揚神

的祝福。 

另外在 1/27 主日下

午，教會也籌辦了灣區

第三屆「接力背經營」

（Scriptorium）的說明

會。今年教會特別擴大

舉辦，印製了精美的海

報寄送南灣地區 50多個

教會，盼望能邀請更多

的弟兄姊妹一同參與，

大家同得背經的好處。 

說明會包含敬拜、

背經營介紹、認領背誦

經文、團體和個人背經

示範、短講勉勵、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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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們合影 可愛的禱告 孩子登車 

舉手禱告 車上的敬拜 孩子擠爆校車 

大人合影 站立宣告 第二梯大人團 

戲、見證等節目，激發了大家背經的熱情。除了華人以外，當天也有其他不同族裔的肢體來參加，讓

主辦單位備受鼓舞。接下來的二個月是大家回家背誦的時間，最後的背經慶典聚集，將在 3/31 主日

下午舉行，大家要聚在一起，用接力的方式背誦完幾本書卷。 

背誦聖經是非常重要的靈性操練，許多基督徒很想背聖經，但總是雷聲大雨點小，最後常常不了

了之，背經營透過同儕互相鼓勵、彼此督促的方式，讓大家能認真地完成背經的心願，效果遠遠超過

個人獨自背經。盼望到 3/31 背經慶典當天，能有更多的人來參加。您若有興趣，也歡迎上網報名背

經：https://scriptoriums.com/bay-area-ca 

一年一度的 Milpitas Cares 聯合社區服務在眾教會幾個月不斷地協

調下，終於到了將要展開的時刻。每年春天 Milpitas 大約十間教會和市

政府及各級學校接洽，看看有甚麼需要是教會能夠幫助的，然後在十天

的期間各教會動員會友來投入這些工作項目，完全義務服務，達到祝福

社區的目的。今年我們接洽的學校仍是 Zanker School，他們校區內有

４個區域的花圃需要重整，另外就是學校隔壁的 Pinewood Park 需要清

理。我們於 2/5 特地前往 Zanker School 拜會校長，實地瞭解工作細

節。由於學校經費有限，教會同工們決議資助五百元來幫助他們購買所需材料，並敲定於 3/10 週日

下午 1:30 開始動工，歡迎有興趣的弟兄姊妹們全家參加，到時還會有一些教會外對社區服務有負擔

的人士報名加入，盼望我們能把工作做好，讓我們的光能照在人前，叫別人看見我們的好行為，便將

榮耀歸給我們在天上的父。詳情請瀏覽 Milpitas Cares的官網（www.milpitascares.org）。 

每年一到二月份情人節，我們就想到神在 2011 年如何藉著神蹟奇事把坐落在 Montague 上這幢

佳美的會堂賜給我們；在心存感恩之際，我們也願意更多地在這片土地上耕耘，透過禱告來完成神所

託付我們北聖荷西谷復興的異象。自從 2014年開始，教會在 2/14情人節之前的主日，都會租用學校

巴士載著大家繞行 95131、95132 二個郵區，為整個 1312 區域禱告。今年也不例外，但更擴大到

Milpitas市政府，希望整個北聖荷西谷都能被我們所祝福！ 

今年的巴士行進禱告於 2/10

的主日舉行，仍按往例出動二個

梯次，第一梯次是孩子們，第二

梯次是成人，各有不同的重點。

在主日報告完後，先為孩子們遮

蓋禱告，然後家長和老師帶著他

們登車，繞行 1312 禾場的一

半，他們唱讚美歌曲，並為城市

做一般性的祝福。此時大人們則

留在會堂唱詩敬拜、領受信息。

孩子返回教會後，大人禮拜結

束，開始登車。第一站首先開到

Milpitas 市議會，因為過去三個

月的反大麻行動，大家對這城市

的敬虔和平安有了更深的負擔，

所以特別將校車停在市府對面的

商場，大家舉手為市長、議員和

官員祝福禱告。接著車子繞行

95131、95132長方形的禾場，在四個角上停留禱告，禱告重點包含── 1. 宣告神在這塊區域的擁有

權和主權，這片區域要遍滿神的榮耀。 2. 認罪，為區域內所犯一切的罪作認同性的悔改，並祈求主

耶穌以寶血赦免罪愆、醫治這地。 3. 為家庭和睦、平安、區域安全禱告。 4. 為區域內所有教會的復

拜會 Zanker School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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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禱告，也同時為聖荷西市的市長、議員和官員禱告。最後巴士行駛到區域正中心的一處商場，大家

站立，同聲宣讀神給教會的異象經文── 詩篇 60 篇，並作最後宣告禱告，求神翻轉這地的屬靈空

氣，讓眾人離棄虛妄歸向真神，大復興早早臨到，並使區內有大片大片的民眾悔改歸主，讓整個區域

充滿得救的人。整個巴士行進禱告之旅就在眾人的禱告中結束。在整個行進過程中，我們也為車子經

過的教會舉手禱告，盼望北聖荷西谷每個教會都能蒙主保守，一切平安，而且大大復興。 

值得一提的是，當天所有的天氣預報都說是雨天，就連每小時的精準預報都說要下雨，我們只好

迫切地禱告神，希望行進禱告不要被下雨所耽誤。早晨天空果然如預報所言有些陰霾，但卻逐漸由陰

轉晴，當大家登車時，都是大晴天，而且一路晴天，直到傍晚，在整個雨勢不斷的二月，這是非常難

得一見的好天氣，神真的聽了我們的禱告，在天空執掌王權！ 

每次的行進禱告，大家都實際地進入社區，身處其中，對社區更有負擔，而且看到社區的真實狀

況，能更具體地為社區禱告，改變屬靈空氣。當我們繞行了整個 1312 區域，看到許多華人的面孔，

小小的地方充滿了一萬二千個華人，卻只有一間華人教會，十二年前此地是一片硬土，今天仍然看不

見復興，但我們因為有神的呼召，就繼續忠心堅持。歷史上的復興幾乎都在無法預期的情況下瞬間產

生，相信只要我們不斷耕耘，總有一天要看到神的時刻臨到！ 

在農曆春節期間，教會特別設計了一個元宵節慶祝活動，訂在 2/16 週六下午舉行，內容包含燈

籠製作及打燈籠尋寶、搓湯圓，和猜燈謎等。大家濟濟一堂，度過了一個歡樂佳節，也為整個新年節

期畫上句點。 

慶祝活動一開始，孩子們先圍在一起

做手工燈籠，當天有好幾款不同樣式可以

選擇，在父母親的幫助下，每個孩子最後

都完成了燈籠製作。接著是晚餐，主菜是

鹹湯圓，也是由姊妹們現場搓出來的，吃

起來格外彈牙。晚餐後孩子們點亮燈籠，

魚貫進入漆黑寶物區開始燈籠尋寶，這個

遊戲對小小孩來說難度頗高，幸虧有家長

陪伴，也是一個難得的親子活動。尋寶結

束後，孩子們帶著寶物來換獎品，臉上充

滿了興奮。最後進入猜燈謎的環節；由於

所設計的中文、英文燈謎都不容易猜，所

以在活動開始前，準備人員先把燈謎貼滿餐廳四圍的牆上，以便讓大家有時間來揣摩。燈謎活動開始

後，大家分成八組，一桌一組，大人和孩子一起玩，舉手搶答，在大家腦力激盪下，大部分的燈謎居

然都被猜到，團結真的就是力量！整個猜謎過程充滿了緊張、歡笑，大家都非常投入，也玩得十分盡

興，一個多小時不知不覺就過去，真有欲罷不能的感覺。教會已有將近十年沒舉辦元宵節活動，沒想

這次活動這麼好玩，把大家的感情都拉近了！ 

另外，2/24主日崇拜，特別邀請到 Isabella Chow分享見證。幾個月前柏克萊加大的學生會面對

填寫性別的議題，她身為代表，因為信仰而投下棄權票，卻在校園受到許多的攻擊，幾乎無法面對，

但透過神所加給她的力量，以及學校基督徒同學們的支援和代禱，使她得以站立的住。她雖然年輕，

卻非常成熟，也因著這個事件成長許多。她的分享感動了許多在場的家長和中學生們，也從其中得著

了啟發。求主塑造教會的年輕人，能認識真理、持守真理，「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

女... 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教會在三月份還有接力背經營的背經慶典，以及 Milpitas Cares聯合社區活動，盼望都能順利舉

行，也歡迎大家的參與和代禱。願主賜給您一個平安而喜樂的 2019年！我們下次再聊！ 

尋寶換獎品 熱情猜謎 猜燈謎活動 

等待尋寶 成品展示 親子動手做燈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