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親愛的朋友們 ， 

 

願您平安！時間過得很快，二個月一晃眼就過去了

把秋天裝飾地熱鬧非凡；當人們沉浸在

一被數算，好叫我們將一切頌讚歸與神

猶記得去年教會一些家庭在 Labor Day

工，得著許多益處和美好的回憶，

該機構服事，整個過程非常平順，

今年的工作重點仍是將曬乾的桃子裝桶密封

各地救濟貧窮。在幾天的服事中，

豐碩。其間該機構的工作人員特別

變得健壯而充滿活力，讓人頗有成就感

家來服事，老老少少一起工作，既安全

在傍晚休憩時間，眾人也有機會去拜訪附近一個家庭

靠神恩典立足生根、養育十個敬虔兒女的故事

羊、雞、鴨、猴子，另外前門一個大水

明年教會已預訂了感恩節前的週一至週三

歷付出的喜悅，並一同經歷神。 

 

由「美國回歸真神禱告運動」

場附近的 Crowne Plaza 旅館舉行，

於下一代，為新舊世代的交替和信仰傳承禱告

忠心並耐心地引導我們的兒女們回歸真神

美國的道德光景每下愈況，下滑的速度令人擔憂

思潮所浸染，很難不受影響，若不認識聖經的絕對真理和道德規範

所以如何把年輕的一代帶到主面前

收集曬乾的桃子 
早晨的敬拜

Shine! Jesus Shine!

October, 2015 

     

二個月一晃眼就過去了，隨著季節的轉涼，火紅的楓葉鋪滿了大地

沉浸在豐收的喜悅時，我們也不忘記數算神的恩典

好叫我們將一切頌讚歸與神！ 

Labor Day 之後赴 Fresno 附近的 Gleanings For The Hung

，今年同一星期（9/2-4），幾個家庭再次前往，

，並充滿了喜樂。 

今年的工作重點仍是將曬乾的桃子裝桶密封，並配合宣教士的行程，將一桶桶的桃子乾

，大家賣力工作，同心合意，不分彼此，最後共裝了

特別播放了ㄧ些南美洲窮苦瘦弱的兒童，因著他們幾個月的食物補給

有成就感，再加上福音的傳播，真的非常有意義。這個機構

既安全、又能增進感情，是操練全家服事的好地方

也有機會去拜訪附近一個家庭（The Pond），聆聽他們

敬虔兒女的故事。他們家是一個畜牧的農場，養了許許多多的牛

另外前門一個大水塘可以玩水，讓孩子們流連忘返。 

的週一至週三，再次前往服事，到時歡迎大家一起

」所舉辦的 2015 年灣區聯合禱告大會，於 9/20 週日下午在舊金山機

，約有 500 人出席，今年主題是「代代傳承，回歸真神

為新舊世代的交替和信仰傳承禱告，盼望每個教會和每個家庭都能重新

回歸真神。 

下滑的速度令人擔憂，年輕人生於斯、長於斯，自然受到這個時代的

若不認識聖經的絕對真理和道德規範，就無從跳脫環境來

所以如何把年輕的一代帶到主面前，親身認識神、經歷神，是教會和每個家庭必須加油努力的目標

早晨的敬拜 
Shine! Jesus Shine! The Pond 

訂閱電子版方舟小語, 請從您的郵箱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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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電郵 (請注意, 很可能被送入

郵件匣中), 請務必回覆該確認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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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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紅的楓葉鋪滿了大地，

我們也不忘記數算神的恩典，讓過往的歲月一

Gleanings For The Hungry 機構擔任義

，這是教會第三年赴

將一桶桶的桃子乾送往世界

共裝了四千多桶，成果

幾個月的食物補給，

這個機構特別歡迎全

操練全家服事的好地方。 

聆聽他們從荷蘭移民來美，

養了許許多多的牛，還有

一起加入，全家一同經

 

週日下午在舊金山機

回歸真神」，特別著眼

盼望每個教會和每個家庭都能重新反省，與神立約，

自然受到這個時代的

就無從跳脫環境來批判和反思，

是教會和每個家庭必須加油努力的目標。 

全體合影 

您的郵箱寄電郵至

arknewsletter+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您的中英文姓名。 

Google 自動發回的

很可能被送入 Junk / Spam 

請務必回覆該確認電郵, 如此才完成 

方舟小語網頁：
http://www.arkbaptistchurch.org/ark_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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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繞眾牧者禱告 

宣告－代代傳承，回歸真神 
當天的聚會充滿了神的同在，大家或向天舉

手禱告，或二三人圍在一起禱告，或同心跪在主

前禱告，場景十分熱烈，相信神已聽了眾人的呼

求，也要在孩子們的身上動那奇妙的善工。聚會

將近結束，主席邀請現場所有的牧者上台，同

心作出宣告，為下一代祈禱守望，把聚會推向

最高峯。 

最後還有一個特別的禱告，

大會主席臨時邀請所有弟兄姊妹

為在場的牧者們禱告，大家就近

圍繞牧者，為他們祝福、守望。

牧者們長時間面臨不同的壓力和

試探，真的需要用禱告來托住，

看見眾肢體們在主裡的同心祈禱

和支持，讓人非常感動。 
 

會後合影 

訪宣團隊在總部的差派 下午的 Family Connections 

早晨主日崇拜 

由 Advanced Training Institute 所組

成的訪宣團隊，於 9/27 週日抵達教會，除

了在主日崇拜中分享信息外，下午也在教

會舉行名為 Family Connections 的特別

聚會，邀請灣區對家庭有負擔的弟兄姊妹

參加，用詩歌、信息和見證來挑旺大家愛

主的心，並分享有關家庭方面的真理，一

方面教導父母按著神的心意來教導兒女，

另方面也鼓勵年輕人從小建立人生異象，

為主而活。領隊 Mr. Waller 還用一捲 duct 
tape 來說明我們緊貼在主身上的重要性，

中間不容存有任何空隙。令人印象深刻。 

這個宣訪團隊計劃用三個月的時間巡迴全美國一圈，拜訪 44 個城市，總共二萬英哩的旅

程，服事的熱誠令人非常感佩。成員中包含才生的嬰孩，還有新婚的夫婦，他們開著 RV 為主奔

波，目前仍在賓州路上，願主保守他們一路平安！ 

獻詩一景 詩班與唐牧師合影 

眾所周知，唐牧師有許多的恩賜，不論哲學、藝術、音樂、建築各方面，都有深刻的研

究。但真正讓人感動的，是他一年到頭為主奔波，雖然身體軟弱，但仍卯足全力服事，毫不退

縮。盼望我們都能如此忠心服事，不管恩賜大小，一生為主燃燒！ 

唐崇榮牧師佈道會，今年特別在聖荷

西市的 Jubilee Christian Center 舉行，

10/2-4 週末一連三天；我們教會被邀請參

與詩班的服事，與眾教會組成聯合詩班，

在佈道會中獻唱詩歌。這是難得的跨教會

服事，與眾肢體一同練唱，一同發聲讚

美，彼此聯結，格外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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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Conference」是一個探討如何轉化城市、贏得靈魂，並使主的榮耀充滿社區的

特別研討會，由參與阿根廷大復興的 Dr. Ed Silvoso 主領，今年大會從夏威夷搬到灣區來舉行，本地的

教會得便就近參加，機會實在難得，因此教會鼓勵並補助弟兄接姊妹前往參加，10/13-16 四天的研討

會和工作坊，讓人目不暇給，直稱神的作為大哉、奇哉！ 

大會的主軸圍繞在「禱告傳道」(Prayer Evangelism)，以及「街市傳道」(Marketplace Minister)。 

首先，禱告是一切福音工作的起步，在我們向人說到神之前（即傳福音前），必須先向神說到人

（即為人得救禱告），而禱告也有許多方法和策略，聖經教導我們要舉目向田觀看，我們不僅在教會

四面圍牆裡禱告，也應該親身走入社區，以實際的行進禱告為鄰里祝福。我們可以認領街道、認領學

校、甚至認領警察，或政府官員和首長，為他們禱告，求神保護他們，也賜給他們敬虔的心。 

其次，每個基督徒都應該是傳道的人，都是「街市傳道」，有責任把神的國度帶到社會中的每個

階層、每個角落。在職場上我們就是公司或單位的傳道人，在鄰里我們就是鄰居中的傳道人，總要以

傳道為己任。在心態上，我們必須真誠地關懷周圍社區，並以謙卑服事的態度進入社區。在方法上，

我們要多觀察社區的需要，按著聖靈的帶領投入社區服務，走入人群，贏得好名聲為主發光。有機會

就勇敢地為主作見證，不以福音為恥。 

 

架梯子換燈泡 

油漆會議室 
“Clean up! Clean up! Everybody, clean up…” 一年一度的教會清潔

日，於 10/11 週日午餐後堂堂登場。主要的工作包含清洗窗戶、除

塵、油漆會議室，以及更換外牆照明燈泡等。大夥一直忙到傍晚，使

整個建築氣象一新。 

負責清洗窗戶的弟兄姊妹分為二組，齊頭並進，把內外窗戶擦的

晶瑩剔透。而負責油漆的弟兄姊妹原來只計劃重漆會議室的正面牆

壁，但是漆完之後發現與鄰接的牆顏色不合，因此臨時決定重漆另外

三面牆，於是趕緊加買油漆，工作量瞬間增加三倍，然而辛苦的成果

卻是有目共睹，整個會議室頓時煥然一新。另外，負責更換外牆燈泡

的弟兄們也碰到難題，因為最近安裝的遮棚剛好擋在照明燈的正下

方，無法架設梯子，著實傷透腦筋！最後總算找到方法，搬來野餐桌

架梯而上，如履薄冰地緩慢進行燈具的更換，最後總算換妥。入夜之

後，只見新燈具大放光明，遠超之前亮度，教堂在晚上也因此更為安

全！ 

感謝大家同心的參與，一起照顧神的家，也算是美事一樁！ 

 
清洗窗戶 

華人教會在美國可說是少數中的少數（double minority），觀察現今

的美國社會，教會逐漸被邊緣化，主流社會不再理會教會正義的申言或

警語，教會失去了影響社會的能力。而華人教會在全美國的教會中，更

是邊緣外的邊緣，因為華人基督徒們喜歡關起門來敬拜，不但不與其他

教會來往，也不與社區鄰里來往，彷彿離世獨居的一群。現在是我們必

須重新進入社區，服事社區、發揮影響力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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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個研討會中，可以看到或聽到許多城市轉化的見證，我們常以為復興只是歷史上的名詞，離

我們很遠，事實上，今天全球各地仍有區域性的復興不斷發生。會中許多工作坊詳細介紹各個城市轉

化的來龍去脈，讓人很得激勵，因為參與當中的人和你我一樣，都是平凡人，他們以當事人的身分現

身說法，真的非常令人振奮。我們如果願意被神使用，都有機會來經歷神的大能與榮耀。 

 

 

    

    

        

    

    
 
 

 

沙崙玫瑰小組於 

10/24 週六晚上舉行一

個特別的小組聚餐，

除了組員間的團契聯

誼之外，更為創會的

廖牧師九十歲生日暖

壽，大家為廖牧師身

體健康、精神飽滿而 感謝神！也求主繼續使用他，恩膏他，成為眾人更美的祝福！ 

壽星＋孩子們 主裡團契 壽星＋大人們 

很快地 2015 年已經進入最後階段了，在年底

之前，還有二個比較大型的聚會，一個是教會傳

統的感恩火鍋餐會，另一個則是聖誕音樂晚會。 

今年的感恩火鍋餐會仍訂於感恩節前一天週

三（11/25）晚上 7:00，地點在教會。歡迎大家一

同來圍爐，數算神在一年當中的恩典，餐會免

費，但需事先致電教會訂位（408）526-1312，

或寄電郵至 office@ArkBaptistChurch.org，詳請

請點擊教會網站的活動消息欄。 

詩班練唱「哈利路亞」 手搖鐘練習 

造型氣球教室 

另外，今年聖誕音樂晚會將於 12/12 週六晚上 7:00 在教會舉行，主題

是「看哪！祂來了」。教會特別預備了精采豐富的節目，包含手搖鐘、弦

樂四重奏、口琴隊、小詩班、兒童詩班，以及著名的韓德爾「哈利路亞大

合唱」等，會後還有摸彩節目和茶點招待。活動不需訂位，歡迎您闔家來

參加，也歡迎邀請親朋好友參加，一起歡渡佳節！ 

目前教會從上到下、從老到少、大大小小都全心投入晚會的練習，盼

望以最好的演出來榮耀神。另外造型氣球教室也開始開班授課，以配合聖

誕晚會的場地佈置需要。盼望我們能辦一場高品質、感動人心的晚會。而

您的光臨將是我們最大的鼓勵！ 

願神賜福與您！我們年底再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