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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朋友們，平安！時光匆匆飛逝，轉眼間又到了燦爛而多采多姿的夏天，隨著孩子們歡喜迎

接暑假的到來，大人們的心情也跟著放鬆不少；不知您在這段期間有甚麼計劃？願主堅立我們手中的

工作，也賜給我們智慧，能善用時間，使我們的生命能在永恆之中留下佳美印記！ 

感謝神的恩典，教會在過去二個月間蒙神的眷佑，儘管日程忙碌，但祂卻賜下足夠的力量和恩

典，讓我們能順利完成所有的服事，也在當中滿有喜樂。 

 

感謝神一路的帶領，方舟浸信教會於 1988 年 5 月創立，倏然間已過三十年；今年二月份大家屈

指數算，才猛然發現這個值得紀念的三十週年居然就在眼前，因此立刻成立了一個特別的工作小組，

為整個慶祝活動籌畫，並將這個活動取名為「方舟 30」（Ark30），也敲定母親節 5/13 主日當天舉

行慶祝活動。 

整個紀念活動的策劃分為五個部分，製作歷史紀念冊、製作大型歷史回顧展示板、拍攝紀錄短

片、拍攝 Ark30 團體照、以及慶祝活動當天的節目內容安排。要尋找過去的歷史材料，真是煞費心

機，因為以前都沒有把歷史材料存檔，所以只能從老會友們個人收集的舊照片中找回一些珍貴鏡頭。

由於舊照片都沒有電子檔，因此還需要掃描存檔，非常耗時費事。另外，要把 30 年的歷史有條理的

陳述，更是一件難事。但感謝主！當我們檢視過往的高山低谷時，赫然發現神早已在當中有巧思，原

來教會整個 30年期間，恰巧走過三個階段，每個階段剛好 10年： 

第一個 10 年是草創期，教會成立伊始，十分艱難，後來因為借用作為主日崇拜的教室被收回，

我們只好轉到旁邊樓下 300平方呎的拖車屋聚會，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一些會友離開，主日崇拜一

度只剩下不到十人。但神仍然眷顧我們，透過聖靈的澆灌和復興，讓我們開始為教會荒涼的光景迫切

禱告，結果神大大動工，教會從谷底翻轉，人也慢慢增多，一直到拖車屋坐滿人，不得不另覓地方。 

弟兄姊妹與市長合影

rdoza Park 

為市長按手祝福 禱告會一景 
教會、軍警消防、學校及

社區禱告，最後為家庭禱

告；每段禱告後都有回應

詩歌，過程非常順暢。感

謝主興起了市內的眾教會

一同為城市守望──「城

因正直人祝福便高舉」，

願主復興Milpitas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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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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與您分享的，是 Milpitas 市「國家祈禱日」的禱告聚會，於 5/6 週日下午在 Christ 

Community Church of Milpitas 舉行，這是每年一次的禱告聚會，由將近十間教會聯合籌辦，以往都

在美國國家祈禱日週四當天舉行，今年特別改到週日下午，盼望能有更多人來參加。 

聚會開始，先播放「國家祈禱日」的視頻，並唱詩讚美，接著由市長致詞，隨後眾牧者上台，圍

繞市長並按手為他祝福。市長 Richard Tran 非常年輕，僅三十出頭，也是一位基督徒，求主賜給他

心中的純正、手中的巧妙，存謙卑的心來治理市政，讓 Milpitas 市能走在主的道上，因而興旺！接著  

有信息短講，然後開始禱告，首先為市內各族裔禱告，然後為聯邦、州政府、 市府官員禱告， 之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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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 30全體合影 

第二個 10 年是開展期，教會逐漸發展，將近 50-60 人，事工漸漸上軌道，也確立了家庭崇拜的

異象，但後來因著租借的教會場地要賣，我們被迫搬遷，在「何處視兒家」的困頓之中，開始認真尋

求教會未來方向，神透過詩篇 60篇把「1312」異象賜給我們，呼召我們到北聖荷西谷去建立教會。 

第三個 10 年是突破期，教會搬到北聖荷西谷，租用一個倉庫並申請改建成為教會，開始

「1312」異象之旅。初來乍到，大家無不卯足全力傳揚福音。豈料一年後場地被佛教基金會買去，

在一陣渾沌錯愕之中，我們只得再度尋找場地。一年半後，感謝神為我們預備了一個佳美建築，雖然

當時手上只有 8萬元建堂基金，我們仍憑信心開價，而且在四個買家中被挑中，進行簽約。後來因為

產權不清，賣主又不願配合釐清產權而中止買賣。於此同時，賣主因積欠貸款而面臨銀行法拍，但賣

主又將產權轉入剛開設的公司，並宣告破產以阻擋拍賣。在八個月破產官司的等待中，大家天天來到

教會禱告，最後總算雲開霧散，破產結案，銀行得以拍賣。感謝神矇蔽所有競標者的眼睛，讓我們用

底價加一分錢得標，不到當初賣價一半的價格買到今天所在的這棟建築，我們也在北聖荷西谷有了自

己的家。這段歷史真是曲折離奇，身處當中大家不僅心跳七上八下，劇情發展更矇的人七葷八素，足

足可以寫成一本小說，或許可以放在圖書館的科幻類書架上，供人當作驚嘆和讚美神的腳本吧！ 

未來 10 年，教會不僅在北聖荷西谷禾場繼續耕耘，為復興催生，也將在第二代傳承上投入更多

心力。期盼能聯結更多的教會，一同追求地區的復興，以及下一代的復興，達到全家作門徒的目標。 

整個「方舟 30」計劃，在母親節前夕終於大功告成，其中有弟兄姊妹一家一家的訪談錄影、有

漏夜趕工的文字和影音剪輯、有眾姊妹製作的美麗氣球佈置，讓整個活動完美呈現在眾人眼前。 

 

方舟 30 慶典當天，除了主日崇

拜的讚美敬拜，還有孩童獻詩、青少

年獻詩等，之後為媽媽們祝福，並由

孩童們獻上康乃馨表達感恩。之後放

映 30 分鐘的方舟 30 紀錄片，牧師並

以「我必在曠野開道路」為題證道。

聚會完畢大家到停車場拍攝團體照。

同工們特別設計「30」字樣，由 200

人排出，別有一番趣味。整個 Ark30

活動就在歡樂與感恩中落幕。 

讚美敬拜 兒童獻詩 青少年樂團 方舟 30慶典 向創會牧師致敬 

祝福母親們 孩童獻花 廖牧師祝福 我必在曠野開道路 美麗的氣球佈置 

紀錄短片 歷史冊 

您若想觀賞方舟 30 的紀錄短片，請掃描右側二維碼，或上網

https://bit.ly/Ark30-video 。您若想收到歷史冊也歡迎寄電郵與我們聯繫   

（info@arkbaptistchurch.org ） 或瀏覽 https://bit.ly/Ark30-history 。 

謝謝您過往對教會的關心、支持及代禱，讓我們能走過 30 年，這

雖不是一條容易的路，但卻大有榮耀。當然，我們更感謝主豐富的恩

典，一路陪伴，讓我們不失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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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冰遊戲 彼此認識 祝福新朋友 

小組研讀 Kick-off聚會 團體活動 小組活動 

久違多時的新人歡迎會，再次於 5/18 週五晚上小組時間在教會圖書館舉行。教會每年按情況舉

辦二至三次歡迎會，讓新來的朋友們能對教會的異象、組織和歷史有一個整全的瞭解，也能和教會同

工們有更多認識；自從幾年前開辦以來，頗能幫助新人關懷的事工。 

當天歡迎會仍從晚餐開始，大家在席間輕鬆

交談；之後聚會開始，有詩歌敬拜，也有破冰遊

戲，在歡笑中大家都記住了彼此的姓名，然後是

教會的歷史、異象、組織的分享，新朋友們也有

機會填寫回應卡，寫下來到教會的初印象，作為

教會事工改進的參考。最後仍由全體同工及參加

的會友們為新朋友獻唱「這一生最美的祝福」，並獻上擁抱，作為彼此的祝福。 

 

 

「美國回歸真神禱告運動」是教會支持的跨教會事工之一，有鑑於美國的道德和屬靈光景日趨敗

壞，社會風氣背離真道愈來愈嚴重，亟需教會起來，站在破口為國家禱告。按照過往多年的慣例，每

年十月份回歸真神禱告大會都在中半島的旅館舉行，後來有人建議要多辦一次，好讓大家有更多的聚

集禱告；為此，籌備委員會選定 5/20週日下午假匯點教會加辦一場聯合禱告會。 

由於五月份中期選舉在即，這次禱告

會的主題特別訂為「禱告+行動改變」，

不僅強調禱告，也要有所行動來匡正社會

風氣，讓教會真正能發揮防腐的功能。聚

會開始，由我們教會的敬拜團帶領敬拜，

由於神在教會中興起許多弟兄，因此就組

織了一個純弟兄的敬拜團來擔任服事。會中劉彤牧師和劉澤華牧師分別以「禱告帶來改變」、「行動

帶來改變」為題分享信息，之後大家分組禱告，雖然參加的人數不若以往多，但是禱告的氣氛仍然非

常熱烈，不管人多人少，相信神都垂聽並悅納我們的禱告。 

「美國回歸真神禱告運動」是灣區眾華人教會聯結禱告的平台，對國度的合一有著策略上和指標

上的特殊意義，因此我們非常看重。盼望下次 10/14在 Foster City Crowne Plaza旅館舉行的禱告大

會能有更多的教會和弟兄姊妹出席參與，讓我們在禱告中合一，滿足神的心意。 

 

每年一到暑假，孩子們不再為課業奔忙，正是專心學習聖經的最好時機，教會也看重這個難得的

機會，幾年前開始加入全美聖經蜜蜂賽（Bible Bee），成為主辦教會，服事南灣的家庭。今年 Bible 

Bee 的研讀重點是雅各書，非常奏巧的是，教會今年背經的進度就是雅各書，到六月底大家剛背完前

半本，因此孩子們研讀起來感到特別親切，也能更深入地掌握雅各書，對有心參加全國蜜蜂賽的孩子

們來說，真有如虎添翼的感覺。今年 Bible Bee 的報名有突破性的增長，去年有 46 位孩童報名，今

年則有 100位，多虧教會有好幾位受過神學裝備的老師們，可以帶領研讀小組，讓整個 Bible Bee既

熱鬧，又有料！ 

5/27週日下午特別舉辦 Kick-off聚會，許多外教會、非華裔的家庭前來參加，都是看重神話語的

家庭，大家齊聚一堂、彼此鼓勵。在屬靈空氣低迷的灣區，看到第二代認真讀經、背經，這真是我們

心裡極大的安慰和盼望！

在二個月的學習中，透過

每日研讀和作業、背誦經

文、小組活動、遊戲，以

及點心和集點兌換禮物，

盼望每個孩子的靈命都能

在喜樂中有所長進！ 

七位弟兄領敬拜 參加的弟兄姊妹合影 禱告會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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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ne! Jesus Shine...」這是教會所有孩子都會唱的一首詩歌，也是小榮光品格營的營歌。自

從教會搬到北聖荷西谷，小榮光品格營開辦至今已有十年，在這十年中，看到學員們慢慢長大成熟，

如今都上了大學，而且具有美好品格及靈性，品格營十年樹人所呈現的成果，真的讓人十分感恩。 

品格營成立之初只想教導孩童們品格，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孩子們超過了報名的年紀，教會開

始讓他們參與營會的服事，並且不斷挑戰他們，擴張他們，讓他們一步一步擔任更難的工作，因而不

斷成長，到了去年，品格營整個由第二代接手，從營長到助教，都由年輕人擔綱。今年共有近 30 位

老師和助教，全是年輕人，還有其他教會以前的學員回來擔任助教，父母則退到報名桌和廚房預備飯

食點心。看到第二代興起服事，真的非常感恩。在這十年中，我們慢慢地看出，小榮光品格營其實是

一個成長的平台，不僅小學生來到營會可以成長，大孩子們也可以透過這個平台繼續成長，他們擔任

助教或老師，領導能力大大被提升，與神的關係也有第一手的經歷，而且在團隊中服事，訓練了他們

合群、負責的品格。他們也有機會學習各樣技能，包括上台教導、講故事、帶唱歌、帶遊戲、教手

工、演短劇、美工佈置、照相攝影、影片剪輯、影音器材控制等等，好處數算不盡！他們從二個月前

開始，每週日下午參加集訓，內容涵蓋靈命塑造、為學員提名代禱、各項營會事物的準備等，力求在

營會中有最好的表現。 

今年的品格營於 6/18-22 在教會舉行，教導「順服」和「知足」二個品格，今年報名出奇的地踴

躍，甚至超過了我們預定的人數，最後只能停止收件，這是十年來第一次發生的現象，以往都怕沒人

報名，今年卻爆滿，77位學員中，34位是頭一次參加，28位以前曾經參加過，我們自己的子弟只有

15位，教會裡面許多的孩子都還不到 6歲，他們都引領而望，盼望有一天可以參加。 

營會每天早晨從靈修禱告開始，然後進入各班服事，按表操課，大家的表現都很成熟，整個營會

也十分順暢，孩子們都很喜歡。週五下午成果發表會，來了幾十位家長，他們都一致稱讚營會辦得很

好，而且不只孩子在營會中學品格，家長們在家也被激勵一同學習，這是我們始料所未及的。 

營會之後，特別預備了團體遊戲和 BBQ 晚餐慰勞辛苦一週的老師和助教們，期許明年再次為神

打美好的仗！另位也藉機歡送即將離家上大學的年輕人，願主讓他們有平安而豐碩的大學生活。 

暑假期間， 7/21 週六下午還有一個特別活動－「福音造型氣球工作坊」。有鑑於我們過去藉著

造型氣球來協助推展福音，頗得助力，尤其在街頭佈道和發單張，造型氣球會吸引許多路人主動前來

和我們接觸，打破與陌生人間的隔閡，非常有效。另外教會各項活動的佈置、贈送禮物、兒童主日學

上課，都可用討喜而又便宜的造型氣球來達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我們願意和眾教會分享，歡迎

7/9前報名，以便準備材料（逾期恕不受理。下載報名表請至 https://bit.ly/Ark-balloon2018 ）。 

走筆至此，心中不禁充滿感恩，為著過往的二個月，以及 30 年來的每件大事小事感謝神，更為

著教會未來的發展及路向切切禱告，求主使用我們這個小小的教會，在地上為祂成就大事，使祂的名

得榮耀。有機會也歡迎您為我們禱告。我們下期再敘！ 

詩歌排練 會前打掃 每週集訓 差派禱告 教室佈置 早晨靈修 

同心服事 氣球造型 首日報到 小組活動 頒發徽章 短劇名角 

團體活動 老師及助教 學員合影 會後遊戲 酷暑水戰 BBQ慶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