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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關心方舟浸信教會的朋友們，平安！ 

漫漫暑假轉眼之間已到盡頭，莘莘學子們重拾背包一一返校，父母們也恢復了正常作息。在過去

二個月的假期中，有些家庭返鄉探親，享受家庭團聚的溫暖；也有些家庭出外旅遊，增廣見聞，鬆弛

緊張的心情；更有些家庭東奔西跑，忙著把孩子送往不同的營會，弄到精疲力竭。不知您今年夏日時

光過得如何？盼望您有個平安而值得回憶的夏天！ 

暑假期間，教會特別舉辦了一次「福音造型氣球工作坊」。有鑑於教會在傳福音的事上因著造型

氣球得著許多好處，因此特別開辦工作坊，將一點的五餅二魚與眾教會分享。我們每逢聖誕節和復活

節都會去商場發單張，為了營造溫馨氣氛，以往都是打氦氣氣球，跟著單張一起送出，讓路人樂於接

受，但是氦氣氣球成本很高，又會因為懸浮而造成商家監視警報系統的干擾，不甚理想，後來改用造

型氣球，不僅成本低，又有五彩繽紛的可愛造型，深得孩子們的喜愛。以前發單張都得厚著臉皮，尋

找目標上前發送，半推半就把單張送出，和路人之間也沒有交談，效果實在不彰，但有造型氣球「護

航」，情況就完全不同了，不僅路人樂於接受，還常常遇見孩子拉著父母上前來要，很容易就打開話

匣子，能進一步的

對話，也把福音藉

著單張傳出去。除

了街頭佈道，舉凡

教會各種活動的佈

置和裝飾、特別活

動的禮物，都非常

討喜。短宣隊出門，帶上造型氣球，也十分輕便，抵達目的地只要拿出氣球，立刻吸引成群的孩子們

圍觀，大人們也因此聚集，是福音預工的絕佳工具。 

7/21 週六下午，造型氣球工作坊在教會展開，有二十多位各教會的弟兄姊妹來參加。感謝神賜

給教會一位姊妹有摺氣球的恩賜，多年來無師自通，發展出許許多多不同的造型，成為工作坊的老

師，也成為教會的祝福。此次工作坊教授 8種不同造型，包含金魚、雪人、天使等，由於時間有限，

課程步調很快，大家都十分專注，還有人勤作筆記，深怕忘記。課程中偶爾傳出氣球爆炸聲，訓練大

家摺汽球的膽量，也是個頂重要的學習！工作坊結束時，只見每個人都提了一大袋的成品回家，滿載

而歸，為整個活動畫上句點。 

 
由美南浸信會所主辦的 Centrifuge Camp於 7/23-38在靠近優勝美地的 Jenness Park浸信會營

地舉行，這是孩子們非常嚮往的一個夏令營會，去年應 Park Vitoria Baptist Church 邀請，我們第一

次參加，孩子們都很喜歡，今年教會再次鼓勵年輕人參加，共有 14 位報名。整個營會十分平安，孩

子們不僅有道

可聽、有遊戲

可玩，還能結

交益友，成為

一生難忘的回

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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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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遊戲 選禮物 Beginner Class Primary Class 

閉幕式 頒授證書合影 Senior Class Junior Class 

暑假期間還有一個臨時為年輕人準備的活動，是「交友 Table Talk」。起因由於教會有一個家庭

詢問能否有些教導，幫助孩子建立正確的交友觀；有鑒於教會年輕的孩子日漸增多，亟待建立正確的

交友和交往觀念，因此特別選在 8/10 週五下午，舉行一場交友談話會，由教會牧師和師母帶領，以

過來人的身分來分享正確的交友觀。 

談話會開始，首先講解一些基本觀念，包含男生與女生的想法和情緒上的需要有著先天的差異，

他們相處的模式也大異其趣，二者沒有對錯，都是神的奇妙創造。男生要保護女生、服務女生，而女

生也當尊重男生。其次講解一個完全的愛，必須包含熱情、心靈密契和委身等重要元素，缺一不可。

最後一部分講解交往前與交往中所需遵守的一些規則，單身時應多多充實自己，在群體中與異性互

動，到了適婚年齡，要以婚姻為導向來交往，尋求神的指引，尊重並諮詢父母或長輩，讓整個交往過

程都能純淨、健康，如此進入婚姻，必能建立美滿家庭而蒙神賜福。有一位主內的家庭事工專家曾

說，針對婚姻輔導，如果只能選

擇做一項，他會選擇做婚前輔

導，而非婚後輔導。這也道出了

婚姻關係中，預防勝於治療的重

要性。最後大家自由提問，並自

由分享．在輕鬆的氣氛下結束了

這個談話會。 

今天的社會不斷向年輕人灌輸錯誤的交友觀念，據一項統計，18-23 歲的年輕人中，84%有一次

或以上的性經驗，而福音派的基督徒，也有 80%在婚前已有性經驗。面對這樣的環境，教會真該儆

醒，至少要守住自己的年輕人，持守聖潔，不隨波逐流。求主幫助教會，也堅固年輕人！ 

 
除了小榮光暑期品格營，暑假期間另一個重要的活動是全美聖經蜜蜂賽（National Bible 

Bee）。2009年開始教會有幾個家庭參加 National Bible Bee活動，讓孩子們利用暑假來研讀聖經、

背誦聖經，後來參與的家庭日漸增多，教會也看見這個事工的重要性，幾年前開始以教會名義來主

辦，並提撥預算，將 Bible Bee正式納入教會事工，讓孩子們在暑假能把握機會好好研讀神的話。 

Bible Bee 按年齡分為 Primary、Junior 和 Senior三組，在六月和七月間，每週日下午在教會分

班研讀，由教會幾位受過神學裝備的弟兄姊妹擔任講師，配合其他有經驗的年輕人，一起擔綱教導。

除了上述三班以外，今年比較特別的是新增加了一個 Beginner班，讓幼齡的小小朋友也能預嚐 Bible 

Bee 活動的樂趣。今年報名呈現大幅增長，從去年 46 人到今年額滿 100人，讓人大感意外。由於整

個大灣區只有我們這個研讀地點，因此許多印度家庭和白人家庭也來加入，十分難得，這對教會推動

雙語環境而言，不啻為一個正向的刺激。 

除了聖經研讀和背誦，教會也特別加入了一些有趣的環節來提高孩子的學習興趣，例如聖經團體

遊戲、背經積點換獎品，以及會後的點心及水果，都讓孩子們非常期待，樂於參加 Bible B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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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光來訪 大拼布前留影 葉老師與修造家庭 搭建舞台的壯漢 

今年 Bible Bee 的學習成果也非常突出，在最後全國資格考評中，共有 21 位小朋友通過甄試，

得以晉級全國比賽（全美國三個年齡組中，每組只選出 120名進入全國比賽）。十分感謝所有參與教

導的老師，以及所有的服事同工，讓這次的 Bible Bee 活動有豐碩的成果。面對未來的全國決賽，難

度非常高，他們要背誦將近千節的聖經經文，還要在眾目睽睽的舞台上一字不漏地背出經文，這不僅

需要極大的毅力，更要有臨危不亂的沉穩定力才行。求主給這些孩子們聰明智慧，讓他們可以在很短

的時間內背熟經文，也讓他們上台能穩如泰山。其實，不管結果如何，能把神的話放在心裡，就是他

們一生的祝福。 

 
 

八月末了，隨著各級學校陸續開學，教會中許多「在家教育」的家庭也陸續開始上課，恢復正常

作息。為了能更認真地面對這個開學時刻，教會一些在家教育的家庭特別組織了一個聯合開學典禮，

於 8/23週四下午在教會的圖書館舉行，共有八個家庭參加，一起開學。 

由於我們教會有將近一半的孩子是在家教育的，很自然地形成了一個自助社群，大家共享資源，

也互相加油打氣，雖然這是一條不容易走的路，充滿艱辛、困難，不像一般家庭把孩子送到學校，可

以稍微喘口氣，或做一些自己的事情。在家教育的父母，特別是媽媽們，不僅要承擔家庭主婦的責

任，料理家務，還得督導孩子們的課業，盯著每個孩子的每門功課，承受許多的壓力；但也因著每天

的辛勤澆灌，孩子們在靈性培養、恩賜發展、社交訓練和親子關係上都常常有意想不到的成果，讓所

有的辛苦都化為甘甜。 

當天開學典禮，從誦讀 The Pledge of Allegiance開場，然後是唱詩敬拜，接下來由牧師短講，

勉勵父母親以主自己為在家教育的異象，不要追求世人眼中的成功，而要討主的歡喜，在困難中要學

習來到主面前求智慧、受安慰，也要用國度的角度來訓練孩子，成為敬虔的族類。之後八個家庭一家

一家輪流上台，由父親勉勵兒女，並提出今年每個孩子必須學習的品格，盼望在新的學年中能常常操

練，最後父親為孩子

和媽媽按手祝福。典

禮末了大家唱詩 Stand 

Up for Jesus，期許每

個家庭都能為主發

光。整個典禮就在牧

師的祝福中結束。 

 

8/23 下午還有一個特別的活動，台灣的宇宙光機構創辦人林治平教授，和新任總幹事葉貞屏老

師偕機構的三位同工蒞臨教會訪問，大家互相認識、彼此交流。這次他們來北加，主要是舉辦宇宙光

45 週年的感恩晚會，也在晚會中舉行新舊總幹事的交接典禮，其餘時間他們除了拜訪教會，還在幾

個不同地方教導家庭方面的課程。我們教會除了接待他們來訪，也幫忙搭建晚會的舞台，並協助晚會

的招待與幕後催場等工作。當然，還有些弟兄姊妹到處趕場聽葉老師的課，她的教導不僅結合理論與

實際，更結合聖經與心理，以真理為根基，透過多年實際經驗，而發展出實用的教導，讓弟兄姊妹們

留下深刻印象。 

宇宙光從 45 年前客廳的一角，到今天擁有大樓二層，事工也從雜誌，擴展到視聽、出版、關

輔、學術、藝文等領域，甚至組織合唱團、國樂團，宇宙光所結的果子真是不勝枚舉，早已成為神國

的祝福。45 年來的

歷史，林教授娓娓道

來，真情流露，看見

這位多年辛苦耕耘的

前輩臉上所綻放的滿

足與喜樂，神的恩典

真是豐豐富富！ 

The Pledge of Allegiance 父親祝福家人 父親勸勉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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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期間，雖然許多弟兄姊妹出門遠遊，但也有許多來到灣區的訪客參加教會的主日崇拜，當中

也有牧者蒞臨教會分享主日信息，讓弟兄姊妹得到造就。感謝來到教會的牧者們，包含信義會的監督

吳英賓牧師、德州的李恆春牧師、Mr. Bill Gothard、Pastor Victor Quan等。每當主日崇拜唱完詩歌

後，教會都會為孩子們祝福，然後他們才到各班去上兒童主日學。我們把握機會，特別邀請前來證道

的牧者們為孩子禱

告，讓他們的生命

得到祝福。 

另外，每月最

後一個主日崇拜，

教會仍然鼓勵大家

上台背誦聖經。今

年教會推動背誦整

本雅各書，每個月

背一段，八月份的

進度是雅各書 4:1-

10。剛過的 8/26

主日，就是上台背

經的主日，背經依照版本分為三段：先背中文合和本，再背英文 KJV，最後背英文 ESV。感謝神，

雖是暑假期間，仍有超過 50人次輪番上陣背誦聖經，氣氛十分熱烈。 

神要我們常常默想祂的話，而默想的第一步，就是要熟讀、熟背，當我們把經文背熟了，無論走

到哪裡都能背上一段，然後進入話語細細默想，即使手邊沒有聖經也不受攔阻。許多聖經的話，我們

惟有熟背才能產生力量，也惟有大篇大篇的背，才能掌握聖靈在整篇經文中的脈動和流勢，感受到全

篇話語背後的能力。當我們背熟經文，然後再三宣告，整個經文就會活起來，讓人真正得著話語中的

汁漿，成為生命的靈糧。願我們都能像詩人所說：「你的言語在我上膛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

甜！」（詩篇 119:103） 

 

 

關懷事工是教會運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環，我們教會的關懷事工最近在關懷組的努力下，慢慢建立

起來，特別是新人關懷工作，較以往更為完善。幾個月前，關懷組同工開始固定每個月第二主日下午

聚集開會，檢討事工的運作流程，並討論關懷新人的進展，大家腦力激盪，常常想出新的點子來解決

不同需要；每次開會組員們也會彼此代禱，更為牧師代禱，發揮了關懷

的功能。感謝神，教會每個主日幾乎都有新朋友來訪，正好可以運用剛

學到的方法和步驟來幫助新人，成果立見，讓大家頗得激勵。另方面關

懷組也透過 Line群組來及時提報會友的需要，讓關懷同工們可以為這些

需要禱告，並進一步採取關懷行動，使得整個事工進行地更為流暢。展

望未來，教會附近社區將陸續湧入二萬人，關懷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我們必須在這個階段好好預備自己，建立整全的關懷系統，才能迎

接未來搬入社區的新居民。 

夏去秋來，九月份開始教會又要進入另一個忙碌的季節。勞工節假期 8/31-9/2將有三天二夜的讀

書退修會在 Santa Cruz 靠海邊的一個營地舉行，主題是「渴慕神」，今年報名非常踴躍，開放報名

三週就將近滿額，這是前所未有的景況，盼望大家都能在營會中得著靈命的更新。另外成人主日學秋

季班也將於 9/9 開課。還有聖誕節的籌備也已經悄悄開始，同工們今年嘗試新的做法，計劃在 12/24

聖誕夜當晚舉辦聖誕晚會，盼望能吸引更多未信主的朋友們，前來教會感染平安夜的祥和氣氛。其他

還包括感恩火鍋、街頭佈道、年終禁食禱告營都已排在日程上，求主給我們智慧和力量，能把每項工

作做得完善，也能帶出福音和培靈的果效，讓我們所做的，都不徒然！ 

最後，在主裡祝福您身心康泰，手中工作盡都順利！ 

牧者們蒞會證道，並為孩子們祝福 

大人背合和本 孩子背 KJV 孩子背 ESV 

關懷組每月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