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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EWAL by the Holy Spirit
聖靈的更新

祂便救了我們，並不是因我們自己所行的義，
乃是照祂的憐憫，藉著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
-提多書 3:5

He saved us, not because of any works of righteousness that we had done, but according to his
mercy, through the water of rebirth and renewal by the Holy Spirit. -Titus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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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 Couples & Agape outings 年輕伉儷及愛家團契郊遊

In-person moon festival gathering celebrated Christmas and shared the gospel 實體的中秋節、聖誕福音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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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蘭咖啡項目，每一口拯救生命(年報見第 12 頁)

Agape Fellowship (Report on Page 17) 愛家團契(年報見 13 頁)

Ainesis Cell Group (Report on Page 17) 頌恩小組(年報見 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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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manuel Family Group (Report on Page 17) 以馬內利家庭組(年報見第 16 頁)

Men’s Fellowship (Report on Page 19) 弟兄團契(年報見第 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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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anon - Laugh, Give, Serve, Love (Report on Page 20)
無名團契 -歡笑、贈予、事奉、仁愛(年報見第 17 頁)

Sojourners (Report on Page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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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牧師
翁之堯牧師

我們不能認為我們在 2021 年取得的成就是理所當然的！這是極具挑戰性的一年，但我們以優異
的成績度過了難關。首先要歸功於我們非常敬業的同工：大谷牧師 Chris O、李牧師 Peter、楊牧師
Lydia，林太 Wendi 和譚太 Marian。他們不知疲倦地工作，足智多謀，有急智應對突發事件。我們都有
幸讓他們事奉神。我也對在教會的基督肢體充滿讚美。當幾位區會牧師透露他們正在與會眾的遺棄作
鬥爭——即使是他們所指望的那些人也辭職了，我意識到我是多麼的榮幸。我們教會的社區意識如此
強烈，當我們不出現時，我們會因為讓別人失望而感到內疚。那麼，我們怎能不全心感恩呢？
當我回顧過去的一年時，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們是多麼頑強。我們回應了使徒保羅寫給加拉太早期
教會的話：「我們行善，不要覺得厭煩；如果不鬆懈，到了適當的時候，就有收成。」（加拉太書 6:9）
當實體聚會安全時，我們立即全力以赴。從調整敬拜時間到採購視聽設備和清潔劑，再到清潔和培訓
以及招募年輕人和老年人來迎接、領導、唱詩和演奏樂器，執事部、基教部、樓業部、有恩賜的個人
和團體齊心協力，使在線和實體崇拜及主日學課程成為事實。還有，如果我們沒有受到疫情期間會友
和朋友慷慨的財務奉獻的鼓舞，所有這些都是不可能的。我們從未為奉獻的減少而擔心。
當我回顧去年我們如何完成工作時，我覺得我們具有獨創性。就像神為我們做了他為古代以色列
人所做的一樣：「使[我們]的心滿有智慧，能做各樣的工，無論是雕刻的工，巧匠的工，用藍色、紫
色、朱紅色線和細麻繡花的工並機匠的工，[我們]都能做，也能想出奇巧的工。」（出埃及記 35:35）
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我們的各團契都在網上聚會。但不止一次，我們實體聚在一起。無論是小團體
還是大團體，一天或過夜的退修會，我們都找到了相互鼓勵和支持的方法。由大谷牧師發起和領導的
「青年成長計劃」是一項跳出框框思考的事工。在紮實研究的支持下，我相信如果我們耐心和大膽地
改變我們的態度、價值觀和行為，本教會將走向未來。在李牧師和師母的帶領下，禮拜五英文夜校外
展事工努力與華埠社區的學生和朋友保持聯繫，在網上見面或讓他們來教會領取禮品和食物並聆聽福
音。10 月 24 日，我們的首屆豐收節並未被灣區“四分之一世紀以來最強的風暴”所嚇倒，兩堂會眾
攜手合作，與社區家人會面並在活動結束後進行清理工作。
最後，我完全認同傳道書裡的傳道人作者。正如他「看出智慧勝過愚昧，如同光明勝過黑暗，」
（傳道書 2:13）神讓我們在隧道盡頭看到光明。經過十多年的辨悉，我們終於能夠重申我們與健康成
長教會區會的聯繫。這是一項艱難的決定，因為過去所受的創傷很深，但我們得出結論，有足夠的改
革證據，並認為我們的存在將確保少數民族教會的聲音仍能被聽到。為應對過去兩年美國針對種族群
體的暴力浪潮，我們決心透過主辦由非裔和亞裔社區領袖領導的在線會議和會談，並於我們在
Bayview Hunters Point 的第一次行區祈禱中達到高潮，從而更多地了解那些我們不了解的人的困境，在
此期間，我們了解了非裔美國人的移民故事，並為日益多元化的社區祈禱。
因此，當我們進入新的一年時，我們將教會主題定為「凡事謝恩」是恰當的。考慮到神在逆境中
使我們繁榮昌盛，這只是一個自然的過程！

中文事工 (照片見 P1)
李衛銘牧師

這是一個好時機去感謝神如何透過提多書 3:3-11 ，引導我們學習 2021 年教會的主題“聖靈的更
新”。聖經提醒我們，耶穌通過重生的浸和聖靈的更新來拯救我們。這不是因為我們做了正義的事。
使徒保羅勸告我們避免愚蠢的爭論、爭執和爭吵，因為那是無益和無用的。這一年我們在這些地方學
到了很多，累積不少經驗。現在是時候專注於聖經中的教導去實踐大使命，為神的國贏取靈魂和建立
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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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有許多挑戰，但我們繼續把握機會去事奉我們的主。雖然教會大樓關閉了好幾個月，但我們
的崇拜、主日學課程和團契小組繼續在網上進行。我們通過電話、視頻通話、虛擬網絡、門外探訪等
方式與人保持聯繫。我們更在教會門外與人見面打招呼，尤其是在農曆新年和中秋節前後大家都互相
祝福。疫情期間雖然不能經常上門拜訪，我們依然保持著祝福的傳統。我們還使用網絡結識了對信仰
感興趣的人，並與他們分享福音。
今年的成人主日學課程，學習舊約人物和新約書信、基本真理，以及婦女和兄弟的聖經研經。夏
季系列從7月4日開始，根據2021年的教會主題，我們選擇了“聖靈在我們生活中的引導”這個課題。
我們很感恩，整個會眾都以教師或學生的身份參與其中。我們在8月29日結束了暑期系列，很高興知
道百份之一百的學生在日常生活中經歷了聖靈的引導。我們也為9月和12月準備受浸和轉會的信徒預
備了會友班。今年在十點中崇拜增加了10名新會員。我們有忠心的老師魏道芬、黃慧玲、莫美治、余
志超和李德明參與事奉。我們定期開會評估情況，並為課程制定計劃。他們還一起籌備成人主日學領
袖聚會，以啟動9月11日重新開放的主日學。我們慶祝我們所經歷的一切，並為新的挑戰做好了充分
的準備。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一起號召人專注於上帝的話語。
我們一直根據民數記預備講道信息，學習如何在掙扎和困難中成長。這正好迴響了我們今年的艱
難情況。人們喜歡從基於聖經的講道中，了解到聖靈如何引導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應用真理。我們還提
供了季節性主題，包括新年、四旬期、復活節和聖誕節。在12月，我們選用了聖誕系列講道信息，一
起認識尊主頌、撒迦利亞頌和西面頌。它們是聖誕的著名經典頌歌，我們學習如何像馬利亞、撒迦利
亞和西面在一生中跟隨主。
我們有很多機會參加世界各地的網上會議，以更新不同領域的事工，包括宣教、講道、聖經研究
和教會重新開放。我們向世界各地許多經驗豐富的專家學習，他們豐富了我們的知識、技能和聯繫。
5月9日舉行了母親節網上慶祝活動，與我們的家人分享福音。我們邀請了來自灣區短期宣教中心
的梁慧玲傳道擔任我們的嘉賓講員。她分享了耶穌基督在面對挑戰時仍然關心我們。大家從講道和詩
歌人認識信仰。佈道和歌曲。施潔心姊妹帶領遊戲，我們邀請家人一起參與。文偉平執事為我們製作
幻燈片介紹各家庭，共有50多個家庭參與其中。 蕭慧姊妹統籌為女士而設的紀念品，並安排領袖在母
親節前送到參加者手中。大家對他們的愛和關懷印象深刻，尤其是我們仍處於疫情中。
我們很高興地在五月份準備重新開放教會。5月23日，眾領袖回到教會直播崇拜。領詩、主席、
讀經員、講員和音響技術人員一起事奉，獲得了很好的經驗。他們花時間測試所有設備以熟悉如何作
出直播。我們還與眾領袖合作，安排那些上網有限制的會友從6月20日開始回到教會崇拜。固然，安
全是我們的首要任務，我們遵循所有指引來保護參與者，讓他們滿有平安地崇拜。
6月13日是教會的退修日，退修委員會與我們的嘉賓講員源曦文傳道一起配搭事奉。主題是「得
勝的生活」，基於約翰福音16章33節的經文—「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我們還為參與者準備了親手製作的紀念品。
6月12日我們先有小組聚會讓參與者有團契時間，一起見面。他們當中許多人一年多沒有見面，這是
他們再次相聚和分享他們在疫情中經歷的好機會。
從七月開始，教會崇拜重新開放的過程相當順利。領袖提早半小時以上回到教會事奉。領詩、主
席、讀經員、講員、司事和音響室技術人員彼此合作，為教會和家裡的人提供一起敬拜的機會。我們
在敬拜之先一起感恩和提禱。有些人甚至來自境外，或者在探親旅行時仍有機會參加崇拜。我們知道
這種模式需要維持一段時間。然而，我們祈禱人們持續回到教會，不僅是為了敬拜。我們希望他們一
起在社區傳揚福音，回應神呼召我們成為祂在華埠之光，作美好見證。並與周圍的人分享信仰。
10月2日，有數位領袖參加了健康成長區會的年度會議。這是一個認識不同地區不同教會的新舊
朋友的好機會。在過去的幾十年裡，我們花了太多時間在地區從屬的爭議上，我們終於在今年安頓下
來。我們期望與區會建立和促進關係，並在宣教、培訓、教會成長等方面一起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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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致力於幫助新移民認識信仰。在中文事工牧師的職位描述中，明確說明這職事「領導、招募、
培訓、創建和發展為新移民的事工」。我們與朱志豪執事和楊翠儀牧師密切合作，為社區規劃和實踐
所有相關事工，與核心小組成員共同事奉，每週相聚一起禱告和計劃事工。請細閱他們詳盡的報告，
這是我們共同努力和貢獻社區的事工。
我們成立了多個委員會來協調各事工，包括敬拜委員會、主日學委員會、外展核心小組委員會、
夏令退修會委員會和教會重新開放委員會。我們還設立了特別委員會，在有需要時舉辦特別活動。我
們在每個月與執事一起查考聖經，研究哥林多前書，了解問題重重的教會問題和出路。這對我們有很
大的幫助，特別在這一年中我們經歷了許多糟糕的事情。
雖然無法與教牧關係委員進行實體的會面，但我們透過網上會議一起相聚。他們分擔了在受僱時
如何面對老闆的攻擊。他們在挑戰中依靠我們的主，發現神的保護是最好的。當他們在事業中取得了
美好的成果，就立志為社區做出貢獻和回饋，尤其是為弱勢社群出力。他們的榜樣非常適合我們去效
法。
我們整年都致力保護信仰。眾領袖致力處理不恰當的場地使用、書籍和教會標徽。我們與其他信
仰或跨宗教信仰組織沒有任何關係，絕不能讓其他宗教混合其中。 「在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不
可為自己做任何形狀的偶像。」（出 20:3-4）我們欣賞領袖在信仰上保持純潔的行動。
我們很高興在12月 12日為張海波、郭家琪伉儷的家庭舉行嬰兒奉獻禮，他們的女兒張慧詩及張嘉
慈均在疫情中出世。這對居住在華埠的家庭來說更是巨大的挑戰。張弟兄是我們的新會友，經常參加
崇拜、主日學、團契及英文夜校。雖然今年有不少會友安息主懷，但嬰兒的誕生和新會友的成長為我
們帶來無限希望。
2021年有快樂，也有苦難的時間，然而神一直帶領我們經過。我們已經學會了「凡事謝恩」。對，
我們已經為2022年的教會主題做好了充分的準備，並期待來年有更多感恩的經歷。

助理牧師
大谷明美牧師

「疲乏的，他賜能力；軟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強壯的也必全然跌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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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
書 40:29-31
以賽亞書的上述經文恰如其分地總結了我在2021年結束時的感受。隨著新冠疫情全年肆虐，人們
看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一線希望——大多數年齡段可接種的疫苗和新的治療方法的到來。一時間，口
罩要求放寬了，隧道盡頭似乎有光。
我們能夠進行為期四週的實體日營（請確保閱讀 Hailey Ung 和 Annie Ma 的日營年報）以及完整的
實體青年營（再次確保您閱讀 Melanie Ng 撰寫的青年營年報）。我們沒有爆發任何疫情，每個人都度
過了一段難以置信的時光，彼此之間以及與神建立關係。
對我來說，這一年的亮點之一是能夠在八月份重返實體崇拜，以及實體青年主日學。我感謝Zoom
的網上技術，我們也能夠繼續（並將繼續）進行在線崇拜。然而，親自見到人是有價值的和賦予生命
力的。
同時進行在線和實體崇拜並不容易，我要非常感謝我們忠實的敬拜領袖（由黃維俊、吳史曉虹和
柯孫仁領導）和影音團隊（由 Jonathan Ng 和關琴芳領導），他們幫助確保每週都有一個蒙福的主日崇
拜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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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要感恩並感謝我們許多青年領袖和主日學老師，他們也回來繼續幫助我們的年輕人學習聖經，
並在主日和禮拜五的青年知心團契中體驗神。我特別感謝七位接受培訓的青年領袖，他們挺身而出，
幫助我們親自管理高中主日學。請務必閱讀他們的年報！
對我來說，另一個事工亮點是 2020 年與關少雲 Wendy Quan一起開始的禮拜一查經班。我很高興
地說，我們的團隊在知識和對彼此的愛以及對各種的慷慨捐贈方面都有所成長。幾乎全週中每一天在
有一個查經班或小組活動，我祈禱你會認真考慮在來年加入一個小組。
2021 年是我們許多忠實的會友過逝的又一年，我感謝 Brianne Fong，她發展並繼續領導我們的悲
傷支持月度會議。 Brianne 以富有同情心和精彩內容帶領團隊，幫助人們度過悲傷的艱難旅程。該小
組於 2021 年 11月結束。
我們還繼續參加富勒神學院的名為“青年成長計劃”的項目。這是一個幫助教會在吸引和留住年
輕人並製定戰略以幫助年輕人感到被包容、被重視和被代表的過程中成長的項目。我們有 2 組成員正
在整個隊列中工作，您將在 2022 年聽到更多關於該項目的信息！
今年我也有幸主持了三場婚禮，並在艱難的一年中慶祝美好的事物。
隨著 omicron 第十五號變種新冠病毒的捲土重來，並恢復到更嚴格的安全措施，2021 年的結束有
點令人沮喪。然而，我們知道神是信實的。我們將渡過難關，我們祈求神的話語繼續傳播，並透過本
會提供的令人驚嘆的人和事工在 2022 年實現祂的旨意。
保重，保持健康！被聖靈充滿

社區外展事工 (照片見 P1)
楊翠儀牧師

2021 年開始的時候，教會大樓已經因為疫情關閉。然而，我們仍然對社區敞開心扉，外展社區的
事奉仍然堅持下去，一起服事神，廣傳福音，造就門徒。
1 月 1 日，我們在教會外與夜校學生和朋友一起慶祝新年。當我們在教會門口迎接他們時，我們
保持 6 英尺的距離。我們更為他們預備了一些禮物，並與他們分享信仰。他們在完結的時候捨不得離
開，成群結隊地沿著小巷閒聊。我們的領袖加入他們的行列，聽取了他們的擔憂。他們的防疫意識很
強，都戴著手套、兩個口罩和眼/面防護眼鏡。雖有疫情，卻擋不住人與人之間的愛。
2 月 13 日，我們在教會外舉行農曆新年慶祝活動。我們獲得贊助 100 份禮物，分發給唐人街的夜
校學生和低收入居民。我們還預備了福音揮春，給予他們在新年的祝福。他們很高興參與慶祝活動，
與我們聊天，也非常感謝我們教會對社區的關懷。通過我們在唐人街堅持不懈的事工，他們感受到了
愛和盼望。有些人為我們的義工帶來了年糕，甚至是紅封包。義工們把所有的紅封包都捐給我們的教
會。他們中間許多人在疫情期間，經常留在窄小的散房中生活，感到非常孤單。我們的關心和愛對他
們帶來很大的支持。
3 月 19 日，我們為社區舉辦了一個網上醫療研討會。羅裕康醫生講解疫情的最新情況，並教導他
們如何保護自己免受病毒侵害。人們對此很感興趣，並提出了許多問題和擔憂。羅醫生提供了詳細的
答案，幫助他們減少恐懼並知道如何面對挑戰。
我們得到愛家團契的幫助，在母親節和父親節為人們準備禮物和愛的信息。這不僅是一個關懷的
事工，在他們沒有機會實體參加教會聚會時，能夠與他們保持長期的關係。社區人士感謝教會在疫情
期間，對可能被忽視的華埠的作出的努力和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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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7 日，田森傑牧師主持了網上中醫研討會。他談到如何通過運動、中藥和湯水來保持身體健
康。社區人士喜歡這次研討會的內容，並將他們學到的東西分享給他們的朋友。田牧師曾多次帶領我
們的健康講座，並在約書亞團契中為夜校學生和社區居民應診。
6 月 14-27 日，我們與灣區基督徒短期宣教培訓中心合辦“耶穌愛灣區”培訓及信仰分享活動。
來自 20 個教會的 200 多人齊心協力，裝備基督徒跟隨我們主的大使命。我們還與他們合作，在這一年
為新信徒開設跟進課程，幫助他們成長。
夜校核心小組眾領袖於 7 月 5 日在我家的後院，進行了一天的退修會。我們花時間禱告、回顧和
計劃。由於人們害怕晚上外出，這對夜校事工來說是一個挑戰。我們祈禱犯罪率降低，讓我們的城市
更加安全。
9 月 19 日，我們為社區舉行實體的中秋節聚會。為了保持社交距離，我們只能邀請 40 名人士參
加。他們很高興在疫情開始 19 個月後能夠再次見面，並藉此機會更多地了解信仰。
我們很高興 Richard Ho 醫生於 10 月 1 日主持了一場研討會。他通過生動的教學和問題解答讓我
們學習如何保護眼睛。通過健康講座分享信仰的個好方法，因為人們在這些主題會關心到生命和信
仰。
11 月 19 日我們舉辦了感恩節慶祝活動，邀請了一些學生分享見證，並在活動中一起感謝神。我
們還在 11 月 20 日 為社區預備了感恩節午餐盒，與學生和家人一起慶祝。當天我們有 10 位領袖為社
區準備了 120 個餐盒，一起歡渡感恩節。
我們在 12 月 17 日慶祝聖誕節並與社區分享福音。八十多名夜校學生和他們的朋友報名參加了網
上慶祝活動。 12 月 18 日，我們在教會外為社區舉行了報佳音，一起歌頌神。我們也向社區贈送了
120 多份聖誕禮物，與附近的人分享上帝的愛。在這期間，我們對信仰感興趣的人進行探訪。聖誕是
傳福音的好時機，因為人們喜歡與朋友和教會人士一起慶祝佳節，對信仰認識更多。
我們每個禮拜五舉行網上英文夜校，每周有 30-40 參與。大多數人都準時上課。事實上，他們渴
望每週都有機會學習。我們感恩得到弟兄姊妹的支持來擔任老師。他們才華橫溢，因此人們都有興趣
學習。他們總是在課程中包含與教學主題相關的聖經經文。這是我們通過學習英語與他們分享信仰的
好渠道。每週都有各種各樣的團契活動，分享信仰。更且，我們在課程結束時温故知新，讓他們認識
更深。因為他們留心聽講，因此很容易都能回答我們所問的問題。在他們的生活中去建立語言知識和
信仰，是一個非常好的學習過程。儘管如此，仍然有不少學生無法透過互聯網和設備，來加入我們的
網上課程。他們希望可以透過實體課程，像往常一樣到教會參加。
因此，我們安排了實體小組，在教會、公園和餐館與他們見面。他們喜歡這個主意，因為他們渴
望面見到我們。我們分派核心小組成員跟進學生。他們透過打電話保持聯繫，並為他們安排活動。我
們成立了一個學習小組，由李偉達弟兄每個主日下午教他們英語。他們喜歡小組學習體驗，有更多機
會開口練習。我們保持小組人數 5-6 人，並要求他們在上課時戴口罩，以策安全。
我們通過電話、視頻通話、網絡、門外探訪與人們保持聯繫，並相約在戶外與人們見面，以各種
機會接觸他們。即使在疫情無法進行家訪，我們仍保持聯絡。我們還使用網絡來結識對信仰感興趣的
人，並與他們分享福音。
儘管有很多限制，但我們仍然在疫情中不斷與人分享信仰，同心建立門徒。數位英文夜校學生今
年受浸，立志追隨基督。讓我們繼續實踐大使命，一起榮耀我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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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事部
黃維俊
我們 2021 年的教會主題「聖靈的更新」指引了教會全年的工作。當我們做委託給我們的工作時，聖靈
與我們同在，在我們裡面。雖然這項工作有時具有挑戰性和艱鉅性，但它始終本著對整個教會有益的精神
而不是我們個人想要的精神來完成。眾執事為我們的成就感到自豪，這些成就在下面突顯。
首先，我們最受鼓舞的是今年受浸(B)或轉會(T)加入的十七位弟兄姊妹。他們是陳麗梅 (B)、張海波
(T)、Gina Chew (T)、方國洲(T)、David Huang (B)、林玉笑 (T)、雷清(B)、Alex Lee (B)、 李嬋(T)、Jacob Lum
(B)、Evan Poon (B)、Ben Scales (B)、溫安妮 (B)、黃民昭 (B)、殷黃碧蓮(T)、楊梁瑞英 (B) 和趙雁秀 (B)。執事
和牧師舉辦課程來為他們的會友資格做準備，並面見他們以評估他們的準備情況。他們的靈命成熟給我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亦為他們決定選擇本會作為他們的靈命家園而歡欣鼓舞。
獲執事部推薦，本會改變隸屬於另一個美國浸信會區會的問題終於被擱置，會眾投票決定留在健康成
長教會區會。十多年來，我們的教會一直在努力解決這個問題，解決它使我們能夠將精力集中在其他更緊
迫的事工和計劃領域。雖然並非所有人都同意結果，但該決定確實幫助我們克服了有時存在爭議的僵局。
新冠病毒導致本會停止實體崇拜近 16 個月。當疫情在年中好轉時，執事部和眾牧師努力製定程序和協
議，使我們能夠安全地恢復實體崇拜，同時繼續為無法返回教會的人直播我們的崇拜。即使疫情再次肆
虐，我們也感謝神在我們崇拜期間的保護。
最後，執事在看似平凡的行政事務上勤奮工作，例如篩選教會活躍會友名冊、管理人事事務、編寫章
程和程序以指引當前本部的工作，並為未來的執事部提供有效運作的模板。這些努力展示了跨會眾界線的
執事之間良好的工作關係和合作。
我們感謝主全年的帶領。只有藉著聖靈，我們才能完成我們所做的一切，不僅在行為上，而且在人的
品質上。但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加拉太書 5:22

基督教教育部
李婉華
進入 2021 年，有了 2020 年九個月的居家抗疫，許多人已準備好接受聖靈的更新。由於今年年初成人
可以接受疫苗，因此有可能再次與每個人見面。
在夏季的幾個月裡，兒童日營和青年營恢復了實體聚會！我們圍繞著那種形式進行了很多討論，雖然
在線活動仍然是一種選擇，但主理人渴望親自與營員會面。這種混合式允許包含所有營友。如果沒有所有
主理人和領袖的忠心事奉，這是不可能發生的。
7 月份，實體崇拜再次開始，隨之而來的是關於重新開放實體主日學課程的討論。隨著更多實體活動
繼續順利進行，主日學的重新開放成為可能。首先，升班主日在兩堂崇拜中以在線和實體方式進行，以包
括所有學生。在基督教青年會的協助下，所有主日學班級都有安全聚會的空間。所有班級都恢復了實體課
程，中文成人主日學的老師更提供混合模式，以包括無法實體上課的弟兄姊妹。非常感謝我們的老師和領
導支持主日學在九月重新開放！
10 月，團契主席在 Zoom 聚會，在艱難的一年聚會中互相激勵和代禱。雖然還有很多不確定性，但可
以肯定的是，弟兄姊妹希望在安全的情況下在線或實體見面。同樣在 10 月，宣教委員會在基教部的支持
下在天后廟街舉辦了豐收節。雖然當天傾盆大雨，弟兄姊妹仍然堅強地為孩子們準備了攤位。我們期待
2022 年繼續這些活動！
禮拜五英文夜校繼續以在線方式運行，並在節假日創造性地與學生建立聯繫。在感恩節和聖誕節，禮
拜五英文夜校的核心小組成員向學生和社區成員送上餐盒和禮物。他們的忠誠確實是外展事工的支柱！
非常感謝我們的基教部成員 關周玉明、Leslie Chin、卓慕貞、馮黃慧貞、關少雲、魏道芬 和 朱媚美對
基教部計劃的鼓勵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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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嬰室和學前班– 卓慕貞
在新冠居家抗疫期間，育嬰室和學前班的孩子沒有參加主日學。教
師繼續與家人保持聯繫，並在 2021 年底進行了幾次實體探訪。
正如 PreK-K 年報中所述，LIVIA 是 Jason 和 Tracy Louie 家族的公主，
KENZIE 是 Tony 和 Michelle Yu 家族的公主，而 ISAAC 是 Jimmy 和 Erica
Yung 家族的王子。Keegan 和 Shannon Doung 家族的 ADA 和 HAZEL、Kyle
和 Tiffany Lessler 家族的 ZOELLE、Patrick 和
Elaine Huey 家族的 PETER、Ken 和 Linda Park 家
族的 KATHERINE 和 KAI 在 2021 年末的新家庭成
員，Paul 和 Mary Cheung 家庭的 GLORIA 和 VICTORIA
當未接種疫苗的年幼兒童能夠再次安全聚集時，我們將真正感到欣慰！在那
之前，我們為他們祈禱，希望他們在智慧、身量和神的寵愛各方面都有成長。
感謝張美仙、鄭吉士、譚國光、Rosalie Jing、Jasmine Erickson、曾慧恩和黃
方綺娟對這些年幼的孩子和他們的家庭的特別關顧。(右上圖：Kai，Kate 左下
圖：Zoelle，Hazel，Ada)

學前班– 卓慕英
告別畢業生後，我們迎來了 2016 屆的新
同學——Rhys Louie、Jaxyn Yu 和 Faith Yung。
由於我們的家人繼續在家敬拜，我們發送了
靈修書籍，以便各家可以在家進行靈修。
認識我們的同學：
Rhys（Tracy Jann 和 Jason Louie 的兒子）
去年秋天開始上幼兒園（中排，左二）。他
經常出現在網上主日崇拜。加上他的三個哥
哥和一個妹妹，他們足以組建一支籃球隊：）→
Jaxyn（Michelle Tran 和 Tony Yu 的兒子）在 9 月滿 5 歲。
2021 年初，他迎來了一個妹妹 Kenzie。
Faith（Erica Chun 和 Jimmy Yung 的女兒）今年 5 歲。 2021 年上
半年，她與家人在夏威夷度過； 去年秋天，她參加了過渡期幼兒
園，搬到了新家，並迎來了小弟弟 Isaac。↓
我們繼續為有機
會與這些孩子分享神
的愛而感恩。 我們
很感激家長們在疫情
期間接手成為家庭主
日學教師。 我們期待在我們的家人準備好返回時恢復實體
課程。在那之前，要知道我們正在為我們的學生和他們的
家人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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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至一年班– 卓慕英
在今年夏季教會重新開放之前，我們每周向孩子們郵寄一包 David C. Cook 的學習材
料； 此外，每週都會透過電子郵件發送由教師主導的關於聖經故事、故事書和課程的短
視頻。
在八月份的升班主日中，我們將 Maddox Louie and Dylan Yeh 送到樓上去加入較高年
級的學生。
認識我們的畢業生：
Maddox（Tracy Jann 和
Jason Louie 的兒子）在 El
Sobrante 的 Olinda 小學讀二
年級。 他喜歡去迪士尼樂
園，並希望在那里以 Jiminy
Cricket（他最喜歡的角色）
的角色扮演為工作或在
Nemo 遊樂設施工作。 他希
望有一天能擁有一匹馬！
Dylan（Bernice 和 Erwin Yeh 的兒子）正在讀一年
級。他最喜歡的食物是黑巧克力和意大利辣香腸披薩。
他夏天的亮點是參加教會的兒童日營。 他溜冰，踢足
球和打棒球。

主日共聚 --Barbara Lym

我們關注的是大家在一
起共聚，一起學習，一起建設。

8

主日共聚於大約 7 年前在卓家俊博士的領導下開始。許多當時繼續支持主日共聚的人，如今仍然參與
並領導我們的班級。我們感謝所有參與的人，並要感謝那些在 2015 年開始這段旅程的人：
Wes Chan、蔡文章、梁姝賢、Don 和林國舜和林潘銀興、Robert Mah、陳鳳凰、張廣雲和 Sharon
Fong。
卓家俊博士的使命包括 3 個要素：1. 唱出信仰 2. 建立社區 3. 培養門徒
今天，我們已經發展成為一個自我主導的主日學。我們希望實現主日共聚的最初意圖。我們未必會
唱，但我們正在建立社區並培養門徒。
非常感謝我們 2020 和 2021 年在 Zoom 網上和實體聚會中的忠實領導者：
Gina Chew、關少雲、卓慕貞、駱斯來、陳妙香、Tommy Lim、Wes Chan、Sheryl Chan、吳錫民、史曉
虹、梁姝賢、黃艷美、黃維俊、Robert Mah、翁牧師和陳鳳凰。
我們也感謝各查經班。他們深思熟慮的課程通過網上 Zoom 使課程栩栩如生，實在感激不盡。翁牧師
於 2021 年 9 月 12 日在基督教青年會重開了我們的第一次「實體」共聚，哈利路亞！我們很蒙福並感恩有
疫苗接種和口罩政策，以確保我們的安全。感謝李偉達多年來每週為我們提供咖啡的奉獻精神！感謝我們
的特邀嘉賓以及所有加入並保持我們堅定信念的人。
願我們在 2022 年繼續蒙福！

二至五年班 –方謝雪虹
神是好的。神是偉大的！經過一年的遠程授課，我們很高興能夠開設實體主日學課程，並繼續為那些
不能親自前來的學生提供遠程課程。這麼久沒有親眼看到孩子們了，他們不僅在身高上，而且在很多方面
都長大了。是的，他們現在看起來更成熟了。很高興看到他們繼續受到神大愛和關懷的滋養。我們每周平
均有五名兒童到訪。在課堂上，我們親自和遠程學習《去》課程。今年，孩子們喜歡在新建的華人遊樂場
玩耍。孩子們能夠互相交流和玩耍，真是太好了。在我們敬業的教師 李婉華、黃美月、周漢華、甄陳淑芳
和方謝雪虹以及客座工藝教師 陳美然和 Jasmine Erickson 的支持下，讓這些課程成為可能。

初中部 –黃桂林
我們的初中部主日學在 2021 年初使用成長課程在 Zoom 上進行了訓練，其中包括有關目標、自由、等
待、身份以及看到和分享耶穌的課程。我們在夏季迎來了幾位嘉賓，包括本會的 Wes 和 Sheryl Chan，他們
分享了他們一生的信仰之旅，Eric Ding（黃桂林的一位來自麻省理工學院的朋友，他的家人剛隨世界少數
民族語文研究院 SIL International 從中國返回），以及 Chris 和 Emily Cheng（ 黃桂林 Christine 的其他大學朋
友，他們正等待和海外基督使團 OMF 一起前往日本）。八月底，我們能夠親自慶祝送我們心愛的八年級學
生升讀高中，然後今年秋天歡迎 4-5 名新畢業的六年級學生參加實體主日學，以及我們返回的八年級學生
（是的，今年沒有七年級學生！）。我們在聖誕手工坊舉辦了一場餅乾烘焙義賣會，並對聖誕節的主要人
物進行了將臨期查經，從而結束了這一年。我們期待在新的一年開始一系列關於信仰基礎和我們在基督裡
身份的研讀。
很高興每週都能親自與我們的初中生共度時光。我們很高興透過破冰遊戲、認識神和代禱請求來認識
他們。我們大大喜樂，終於又可以一起做手工，一起煮食，一起吃零食了。如果您在三樓的走廊裡聞到一
些美食的香味，無論是午餐肉壽司、自製春捲還是可麗餅，都可以過來，打個招呼，嚐一嚐！

高中部 –大谷牧師
2021 年 8 月之前，高中主日學由我領導，並得到了 Melanie Ng 在 Zoom 的支持。我們有大約 5-6 名青
少年一直在線參加。從一月到五月，我們研讀了登山寶訓。
在夏天，我們繼續使用 Zoom 並查考了舊約中的人物，如亞當和夏娃、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約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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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1 年青年營後，我很高興地說我們又回到了實體的主日學課程！我們還擴大了教學人員，讓
Jackie Ma、Caitlin Ung 和 Melanie Ng 以及 Kevin Cheng、Isaac Man、Riki Kwan 和 Brian Lu 作為我們培訓中的
青年領袖。
自從我們回到教會大樓以來，我們一直有 7-10 名青少年參加。我一直在做大部分的教導，我們一直在
閱讀約翰福音。然而，我們也在根據亞當·漢密爾頓 (Adam Hamilton) 的《道成肉身》(Incarnation) 一書進
行將臨期查經。
高中部每月參加 2-3 次崇拜，其他時間在主日學期間花更長的時間進行活動和分組作更深入的聯繫。
我們祈禱高中青少年繼續成長和發展他們的信仰，並知道他們被愛有多深，以及他們可以對世界產生
多大的影響。

兒童日營 – Hailey Ung & Annie Ma
在兒童日營的六個禮拜期間，我們的日營事奉人員和輔導員努力事奉，以確保主題為「祂已復活」的
2021 年兒童日營，對於與我們共度時光的每個人來說，都是一次有趣而安全的體驗。透過讓我們的營會成
為一個混合項目，當營友和輔導員親自來教會或安坐家中透過網絡參與我們時，我們能夠看到更多的笑臉
（或在某些情況下只是眼睛）。我們製作了很多工藝品，玩了遊戲，唱了很多歌，並享受了我們令人驚嘆
全新裝修的遊樂場和運動場，進行了精彩的戶外活動。今年夏天，我們計劃了許多不同的活動，但也學會
了逆來順受/隨遇而安，因為不明朗的前景不斷讓我們保持警覺。但是，藉著神的恩典，我們帶著微笑和歡
笑安全地完成了我們為期六週的日營。在我們嘉賓講員的幫助下，我們的營友和輔導員了解了耶穌的生平
和奇蹟，以及祂已復活！我們非常感謝能夠與社區中的許多人一起度過我們的夏天，他們透過行動和彼此
不斷的愛，不住向我們展示神創造的美麗和創意。感謝你們在這個夏天為營友、輔導員、工作人員和主理
人提供的所有支持和代禱！

青年營 – Melanie Ng
今年，青少年營迎來了 50 歲的生日，證明了最好的東西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變得更好！前往營地的
旅程是一次艱難的攀登（無論是字面上還是意義上），但我們很高興這是我們能忍受的！在過去一年半的
時間裡，我們面臨著所有的不確定性，我們不確定能否參加營會。但是神以多種方式供應了我們，我們得
以回到我們心愛的紅木營，我們中的許多人認為這是我們的家外之家。隨著所有安全措施到位，我們預計
營會將有所不同。我們出色的項目工作人員和輔導員投入了大量的工作和創意，以製定一個能夠為我們的
青少年服務並保持健康的項目，我們不能要求更多！我們的一週充滿了有趣的遊戲、精彩的表演、無懈可
擊的舞蹈、發自內心的信息和見證、砸碎盤子（安全地）並以日本的金接藝術風格修復它們，以及許多人
在疫情期間渴望和錯過的項目——和他們的朋友和家人一起用歌聲讚美神。面對面的相處提醒我們社群的
重要性，我們珍惜它的每一秒。我們感謝紅木營員工的熱情款待，感謝教牧同工的無盡支持，感謝大家為
我們舉起的雙手和祈禱！神是好的！

樓業部
駱斯來
哈利路亞，我們今年得以重新進入教堂進行實體崇拜，樓業部盡自己的一份力量，使其盡可能安全。
我們新安裝了兩臺通過新冠評級的空氣淨化器在禮堂工作，它們在主日全天運行，以盡其所能確保崇
拜參與者的安全。到目前為止，我們未從我們的實體參與者那裡聽說有新冠相關的問題。
天后廟街的彩色玻璃窗已經重固。這包括拆除全部三扇窗戶、完全拆卸、更換窗格之間的所有牽引和
支撐以對處理因時間推移，並重力引起的下垂。它們被重新安裝，框架重新粉刷以匹配木材。它們看起來
很棒，我們希望你們都同意，因為它們是我們在華埠的歷史身份的重要組成部分。
現在雨季終於回來了，我們發現有屋漏！感謝樓業部陳偉恩弟兄，他上到屋頂為四樓的暖通空調系統
入口處重新密封，希望能防止以後出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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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好，我們現在有五台電視機，而且還在增加！四樓的鋼琴上方安裝了一臺新的超大屏幕電視，以便
我們這些“老花眼”的人可以清楚地看到。各團契或小組也可以使用此屏幕進行網上聚會。
提前規劃 2022 年，我們有兩個主要項目。首先是禮堂頂燈。這些將用新的 LED 固定裝置和燈管進行
改裝、完全清潔。完成後，幾年內不需要更換。其次，這是一項艱鉅的任務，我們將獲得報價以更換/改造
教會建築中的所有外窗！您可以想像這需要時間和金錢，但我們將開始。目標是到 2022 年底，我們將有
一家公司經過審查和批准，並制定付款計劃。不知道它什麼時候完成，但盼望透過計劃和神的恩典，能夠
在 2023 年底前。
感謝所有樓業部成員為本會所做的辛勤工作。萬分感激。我們都知道您的生活很忙碌，但也知道您愛
神並蒙神所愛。神賦予我們完成工作的能力！
資訊技術特別小組-楊林欣欣
2020 年和 2021 年，我們的教會大樓大致上關閉，而許多服務和事工都搬到了網上，但是，許多事情
在幕後發生，以促進這些突發的變化。這是一段簡短的報告，並表彰所有幫助順利過渡的弟兄姊妹。
2020 年，Guy Takahashi 和 Jonathan Ng 努力升級我們的無線網絡，這項有先見之明的舉措建立了支持
我們在線事工的骨幹。教會關閉時，Jonathan Ng、Chris Otani 大谷明美牧師和楊林欣欣致力升級我們的音
響室設備。這包括購買新的調音板、新電腦，以及與我們的口罩配合使用的無線耳機和耳機麥克風。三樓
和四樓的教室也購買安裝了新的智能電視。 楊林欣欣和林羅狄雯致力於更新我們的網站，並將所有不同群
組的小組電郵轉移到 Google Workspace。在這次努力中，我們特別懷念我們教會的專家 Don Fong。
感謝所有在幕後工作的人員，他們在影音室、Zoom 分組討論室、促進和領導在線事工。

宣教委員會
Sheryl Chan 和方定潮
過去，宣教委員會的重點主要是支持和資助泰國的短期宣教之旅，以及資助有心在國外其他短期宣教
事奉的教會會友和朋友。新冠疫情阻止了我們以這種方式事奉，但並沒有阻止我們繼續在金錢上支持在香
港的李美瑢牧師和吳茂森宣教士，以及泰國的 Alise 和 Mark Juanes。
由於新冠病毒的安全問題，委員會在 2021 年繼續每 6 週透過網上 Zoom 開會一次。神帶領委員會專注
於華埠內外的外展事工。 2021 年 2 月，宣教委員會成員 Chris Chin 擔任委員會主席，於 2021 年 10 月 24 日
在天后廟街舉辦秋季豐收節。封閉沙加緬度街和企李街之間的整個路段。不幸的是，那天大雨傾盆，但神
滿有恩慈，我們的第一個節日順利舉行。 Caitlin Ung 為 7 個帆布覆蓋的攤位都組織了精彩的遊戲，並為活
動設計了傳單！！區黃笑芳前往附近的學校和圖書館分發單張。本會會友再次非常慷慨地提供資金支持，
為比賽項目捐贈獎品。中英文兩堂會眾的青少年、青年和成年人都積極參與。
2020 年的山火以及過去兩年的新冠疫情給紅木營帶來了巨大挑戰。藉著神的恩典，儘管較少營會安
排，慷慨的捐款有助於在財務上保持營地開放，包括許多來自本教會的志願者，幫助清除被火燒過的植
被，使營地更加安全防火。宣教委員會透過 Wes Chan 安排了 2021 年 1 月和 5 月的工作日。
宣教委員會曾討論過可能透過與不同種族的教會合作或建立關係來鼓勵在華埠以外的更多外展事工。
透過翁牧師的努力，委員會與柯克戴維斯牧師在三藩市灣景獵人角地區贊助了第一次行區祈禱，他事奉的
教會就在該地區。20 名參與者都表達了對三藩市這一地區先入為主的負面看法，感恩有機會改變他們的觀
點，並與戴維斯牧師和翁牧師一起在附近散步並會見一些居民。神是好的。
2021 年 12 月，我們有機會和華協合作充當散房孩子們的「聖誕天使」。他們透過資助、購買和包裝
120 件禮物給 3-12 歲的兒童，表現出他們的慷慨。令人欣慰的是，這些孩子會知道他們未被遺忘。
作為宣教委員會的聯合主席，Sheryl Chan 和方定潮對委員會成員的參與和貢獻表示感謝，包括陳妙
香、Wes Chan、Chris Chin、方謝雪虹（執事代表），Bonnie Lim 和 Caitlin 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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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蘭咖啡項目，每一口拯救生命 - 梁姝賢 (照片見 P2)
蓮蘭咖啡項目及其委員會成員經歷了滿有盼望的一年，充滿了對我們忠實支持者和捐助者的感激之
情。我們每季度會面一次，以保持聯繫及相互之間的團契。我們的第一次實體咖啡銷售是在八月份本會恢
復實體崇拜後不久的九月份舉行的。我們舉辦了一場非常成功的聖誕特賣，從 11 月 28 日在教會的聖誕手
工展開始，一直持續到聖誕主日。
蓮蘭咖啡項目的一大喜樂在於它如何影響泰國北部如此多人的生活。我們很感激那裡的農民在經濟上
變得更加穩定，並且可以保護他們的女兒不必在勞動力剝削仍然是一個嚴重問題的大城市尋找工作。在清
邁仁愛之家，美國浸信會傳教士金布朗退休，並將她的許多職責交給宣教士艾麗絲和馬克胡恩斯。這個機
構照顧艾滋病毒呈陽性和/或患有艾滋病的婦女和兒童。新生命中心由宣教士 Kit Ripley 擔任高級行政人
員，幫助從勞動剝削中恢復過來的婦女發展新技能以獲得就業。
我們衷心感謝所有在 2021 年透過購買蓮蘭咖啡及支持蓮蘭咖啡項目，並慷慨捐贈總計超過 6,000 美元
的人，讓清邁的兩個機構能夠蓬勃發展！
每一口挽救生命！
蓮蘭咖啡項目委員會-梁姝賢主席，張美仙，蔡文章，許梁姝妍，李浩然，Bonnie Lim，Tommy Lim 和
翁之堯牧師

音樂及演藝委員會
柯孫仁
在 2021 年上半年，音樂和表演藝術委員會繼續依靠我們眾多敬拜領袖、音樂家和歌手的出色恩賜和
事奉精神，在主日崇拜拜期間透過 Zoom 遠程帶領會眾。在許多方面，事實證明，每週提前為教會虛擬崇
拜組合、錄製和整理這些音樂安排——謳歌頌讚、小型詩班和聖詩，與現場實時帶領敬拜相比，在技術上
更具挑戰性，更耗時！但是我們曾經並且仍然繼續這樣做。非常感謝每個人的努力、音樂能力和視聽專業
知識，使這些每週的敬拜經歷成為所有人都非常有意義的時間，即使每個人都必須留在自己的家中。
我們和教會所有人一樣十分感恩，終於在 7 月回到了教會一起實體相聚，能夠聽到彼此在現場和歌聲
中的合一與和諧。這需要進行大量計劃、準備和審議，以確保最佳安全性。特別向 史曉虹、關少雲和 黃維
俊等人致敬，感謝他們的領導能力，並找到創造性的方法將我們心愛的詩班安全地以更少的人數聚集在一
起；感謝 Jon Ng 和越來越多的志願者，他們在幕後的工作非常重要，允許現場和遠程崇拜同時進行（絕非
易事！）以滿足我們會眾的不同需求；以及許多成員，無論老少，他們的聲樂和器樂才能現在再次以優美
的音樂和讚美神的歌曲充滿我們的聖所。我們希望在來年招募更多可能願意在這個音樂事工中事奉並與他
人分享恩賜的成員！

教牧關係委員會
鄭泰洲
又一年應對新冠病毒 Covid-19
我們保持樂觀，作為上教會的人，我們總是充滿盼望。有些事情比其他事情更容易治療或根除。但
是，背負著當前的政治、社會和個人選擇，我們仍在應對的持續病毒轉而變得醜陋，讓我們更加迫切地團
結起來向前邁進。這場百年一遇的疫情正在考驗我們人類的決心，即在個人、國家和全球範圍內與世界各
地的所有人建立聯繫。沒有人能控制。我們必須向上帝尋求幫助。
適應新常態
感謝我們的教牧同工和教會領袖，讓教會生活繼續進行，無論是實體還是在線。對於一些人來說，學
習如何使用新技術為我們的會友服務是更多的工作。其他人正在加緊以其他方式事奉。對於其他人，例如
我們的長者或困在家中的會友，使用 Zoom 是因禍得福。然而，我們確實懷念的是早餐期間在 Joe's Café、
附近的餐廳或家裡與我們的一位牧師進行的面對面聊天。那是我們珍惜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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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們的教牧同工一起祈禱、鼓勵和聊天
感謝我們翁牧師、李牧師、大谷牧師、楊牧師的忠實事奉，我們在華埠教會的生活仍在繼續。在這一
年裡，成員們能夠與我們的同工舉行會議，作為會眾和牧師之間溝通的橋樑，以更加了解如何滿足他們的
需求。
2021 年教牧關係委員
作為教牧關係會員，我們都很榮幸被他/她各自的牧師邀請去事奉。在其首要任務中，教牧關係委員
是為牧師祈禱、鼓勵並支持他/她的事工、個人成長和家庭幸福。（我們不是「評估委員會」。）
目前為我們牧師服務的教牧關係委員：
翁之堯牧師
李衛銘牧師
大谷明美牧師
楊翠儀牧師

曾奕棟、黃美儀、卓慕貞
余志超、鄭泰洲、李浩然
楊林欣欣、黃艷美
戴施潔心、莫美治

聯誼委員會
黃美儀
今年秋天親自回到教會大樓，每週都是一個歡樂的時刻。然而，聯誼委員會有幸參與了一些值得一提
之事件的事奉。尤其 12 月是忙碌的一個月！我們在會友大會前提供包點和熱茶，在浸禮主日和平安夜燭光
崇拜後提供獨立包裝的餅乾和熱茶。非常感謝委員會成員的準備和事奉。我們期待著再為我們的教會社區
服務一年！
心存感恩。

愛家團契(照片見 P2)
文關雪娟
過去的一年對愛家團契來說既充滿挑戰又令人鼓舞。我們的生活仍然籠罩在新冠病毒的陰影之下，但
我們從未停止過聚會、分享和相互支持。今年年初，我們主要在 Zoom 線上聚會。隨著我們當中越來越多
的人接種疫苗，我們在夏天慢慢開始了實體聚會。 2021 年，我們完成了由不同弟兄姊妹帶領的四次查
經。今年我們進行了兩項戶外活動，其中一項是與年輕夫婦的聯合團契，包括划艇、野餐、遠足和後院燒
烤。我們一起在活動中為禮拜五英文夜校學生及華埠社區製作母親節和父親節工藝品。感恩節我們得以實
體聚會。我們在年底聚集在一起慶祝聖誕節，交換禮物，並計劃新的一年。這些都是靠著神的恩典和聖靈
的力量完成的。雖然我們以新的挑戰和新的多樣性開始了新的一年，但我們期待著在形勢好轉和允許的情
況下實體聚會。我們也為成員的身體健康以及他們對我們會議日程安排的靈活性感恩。

約書亞團契和禮拜五英文夜校
朱志豪
經歷了十分不尋常的一年之後，我們本來期望在 2021 年可以漸漸恢復正常，可是，由於疫情尚未結
束，我們仍處於艱難的環境中。雖然我們正處於充滿挑戰的時期，但藉著 神的保守，這一切並沒有阻礙
禮拜五英文夜校和约書亞團契事工繼續成長。
我們真的非常感恩，能夠和一班十分忠心的弟兄姊妹一起服事。他們盡心盡力參與包括教學和帶領各
類型活動和團契。儘管教會已於 2021 年重新開放，但因為仍然擔心疫情和在華埠的治安情況，我們仍然
通過 Zoom 進行網上課程和團契。除了英語課程和團契外，我們還舉行了由醫生和專家主講的網上醫療健
康講座。除了夜校學生之外，還有很多朋友受到邀請參加了講座，我們希望可以繼續跟進他們參與教會的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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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單通過網上聯繫接觸學生有著一定限制，所以我們嘗試通過一些面對面的活動來接觸社區。我們在
農曆新年、復活節、母親節、父親節等特別機會舉辦了禮物分發活動。還有像去年一樣在感恩節舉辦派發
午餐盒活動。 在十二月，我們在教會門前親自給學生送贈聖誕禮物包，並在人行道上進行簡單形式唱詩報
佳音。此外，我們仍在網上舉辦了聖誕慶祝，邀請學生和其他朋友參加。我們向他們分享了聖誕節和福音
的真正意義，希望聖靈繼續在他們身上工作。
中秋節期間，我們舉辦了一次與學生一起慶祝的實體聚會。這是自疫情爆發以來的第一次的面對面聚
會。基於健康考慮，我們將參加人數限制在四十人以內。我們優先給那些難以參加網上課堂的朋友。他們
在聚會之後都表示很享受在一起的時光，希望我們將來能有更多這樣的活動。
要去組織面對面的活動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資源，為了和與學生進行更多的親身接觸，我們開始了一些
小組聚會，這樣有助於建立和他們更緊密的關係，並進行更深入的分享。
儘管疫情對事工產生了重大影響，但我們卻經歷了 神的奇妙偉大作為。祂不僅幫助我們克服所有的
挑戰，反而通過網上接觸方式造就更多的機會。十分奇妙的是許多學生在疫情期間接受了基督，甚至受浸
加入教會。
由於許多不確定因素，疫情又似乎不像能在短期內消失過去，現在很難準確為 2022 年作出規劃，但
我們堅信，無論在任何情況下，我們的 神都會繼續帶領著我們。我們很可能會在一段時間內仍保持網上方
式，但我們會主動積極使用不同的方式繼續接觸社區，將更多的人帶到基督面前。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
祂必指引你的路。”

頌恩小組(照片見 P2)
關琴芳
在二零二一年，疫情繼續挑戰着我們。感謝神的恩典! 我們有着平安和力量去面對生活中的各樣挑
戰。我們小組繼續保持每月一次的網上 Zoom 聚會，我們互相分享近況，唱讚美詩歌和一齊禱告。同時，
我們保持聯絡，透過在小組內發訊息分享近況和代禱事項，以致能互相代禱。我們互相鼓勵姊妹們去參加
網上生命之道查经班和參加教會主日學，一齊來學習聖經和親近神。感恩地，我們教會的中文堂主日崇拜
在七月份進行實體崇拜，其中有一些姊妹可以來教會參加主日崇拜。
今年的十二月，我們很感恩能見證陳麗梅姊妹的浸禮。願她繼續在主基督的愛裏成長。正如聖經說
「他便救了我們；並不是因我們自己所行的義，乃是照他的憐憫，藉著重生的浸和聖靈的更新。」提多書
三章五節。
疫情並沒有阻止我們去參與事奉這個社區。在十一月，佘愛玲和關琴芳姊妹參與李師母帶領的外展事
工事奉，我們為英文夜校學生和鄰居預備感恩節午餐盒。感謝李師母經常鼓勵我們參加事奉並且鼓勵我們
讀聖經靈修和親近神。她經常為我們禱告並且經常提醒我們說神的恩典夠我們用的。讓我們繼續互相鼓勵
和支持大家去跟隨主腳中行。神是信實的！
「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神；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路加福音 10 章 27 節。
祈求神繼續祝福和賜給我們力量去面對前面的困難和挑戰！
我們很感恩，張小梨姐妹與我們有以下的分享：
「二零二一年，對於新冠疫情，一方面我跟所有的人一樣慢慢習以為常，另一方面身為一名護士，我
有特定的责任和義務。我與我的團隊一起為華裔社區提供醫療服務，並平安度過多次的困境。我不知道什
麼時候我們能最终赢得這場戰役，但是神一直陪伴着我走過每一步。感谢讚美我們全能的主！在二零二二
年，我希望自己能够多讀神的話語，多親近神，並静心聆聽聖靈的聲音。求神帶領幫助!」~ 張小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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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利亞小組
伍玉薇
不經不覺疫情已有兩年了。感謝神我們仍可在 Zoom 網上聚會。馬利亞小組和恩友團契合團已有兩年
多。我們參加網上崇拜、主日學、禮拜五英文夜校、約書亞團契和報佳音。
每月一次基要真理班聚會由李牧師帶領，代禱、分享生活見證，恩友團契也是每月一次在網上查經、
生活分享等。
讓我們更認識神，喜歡事奉。
願疫情早日過去。求主賜我們平安、健康！阿們！

婦女弟兄會
盤宋玉蘭
一年快成過去，但疫情還在。
2021 年也是無奈的一年。
能出席婦女弟兄會的只有寥寥幾位。
希望明年 2022 年是安好的一年。
自教會開始實體崇拜，婦女弟兄聖經班亦有陳魏道芬姊妹繼續帶領查經，感恩。
婦女弟兄會每月一次的聚會，雖然只有幾位姊妹出席，也感恩。
感恩師母常常和我們一起，分享聖經。
疫情期間能一起相聚真是好得無比。
讓神帶領我們前面的路，做神看為善的事。
很高興 2022 年婦女弟兄會便一百歲了。感恩一百年來神的看顧，走過一百年不容易，感恩在 1922 年
開始婦女會的四位姊妹。她們做了神喜悅的事。
除了我們倚靠全能的神，還要弟兄姊妹的支持才能超過一百年。
神是我們腳前的燈，每天跟隨祂滿有喜樂，祈望明年各種病毒消退，人人健康平安。
我們敬愛的梁玉卿姊妹於 2021 年六月七日安息主懷，滿心懷念她。
婦女弟兄聖經班每個主日上午 11:30 在教會三樓圖書室進行。
婦女弟兄會每個月第二個主日上午 11:30 在圖書室進行。
歡迎大家一同認識聖經中神的話語。因為神有豐富的智慧，跟隨祂是智慧的開端。
讓我們繼續成長，做神看為善的事。
祝各位在新的一年平安健康愉快。

長者/長青團契 (S ENIOR A DULT /Y OUNG F OLKS )
陳鳳凰
毋庸置疑，我們和整個世界一樣，在疫情期間經歷了艱辛和艱難。儘管如此，我們仍試圖保持一定程
度的正常狀態，並對我們的團契和服務計劃進行調整。我們一直堅信，盼望神的恩典和同在會繼續提供我
們在所有情況下跟隨神的領導所需的東西。
代替實體聚會，我們不僅在我們的會議上，而且在與其他團契的聯合聚會、出席教會的崇拜和活動以
及查經班，都依靠 Zoom 在線。特別是，我們與愛雅團契 OYYA 和我們的一些留在家裡的成員舉行了 Zoom
會議。我們進行了一項持續的活動，以撥打電話和/或發送賀卡與幾位居家成員保持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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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利用機會親自見面。我們參加了卓讚聲博士介紹他所著的書的長者野餐會，參加了在花園角的
「黑人性命攸關」集會，參加了華埠社區的社會正義聚會，在一位教會牧師的指導下參加了灣景區之旅。
Susan Lee 在香港餐廳舉辦了一場午餐會，她講述了她是如何獲得豐厚的禮物，並與我們分享。我們拜訪了
余文燦伉儷。
我們保持了往常的年度服務項目和聖誕節傳統。我們在 Evan Lessler 的地方會面，為海員計劃整理和收
集物品。我們感謝許多為這個項目做出貢獻的教會會友，他們在針織帽和捐贈用品和材料方面做出了貢
獻。我們在許梁姝妍家中舉行持續數小時的傳統聖誕聚會，有豐盛的晚餐、頌歌、信息和快速的禮物交
換。
讚美一神萬神之源。

以馬內利家庭組(E MMANUEL F AMILY G ROUP ) (照片見 P3)
李福群
2021 年是充滿挑戰的一年，在疫情要求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和某種程度的自我隔離的情況下，我們
在神的引導和祝福下度過了這一切。
代替實體聚會，以馬內利家庭組每月在 Zoom 進行網上聚會，成員參與度很高。其實能在 Zoom 看到通
常不會親自參加聚會的成員也是很好的事。Zoom 聚會為我們提供了大量時間分享個人生活和近期活動。
Mary Lee 主持了 12 月的聚會並進行「展示與介紹」，每個人都分享了他/她的聖誕快樂時刻以及收到
或送出的禮物。值得一提的是，李福群和雷鞏城都展示了他們年輕時候收到的聖誕禮物，原木製網球拍和
木製壓機。
我們懷念那些曾參加的聚會和其他活動，如今在天家與神同在的成員：Warren Lee、Gary Eng、Ken
Jay、Clarence Chan、Arnold Mew、David Wong、James Wong、George Chen、Bill Chin、Florence Chin ，
Gordon Chan、Ed Chan、Richard Tom、Gilbert Jing、Sandra Mar Yee、James 和 Marie Chuck，以及我們的創
始人 Astrid Petersen 姊妹。
然而，知道他們在天家與神同在，我們感到欣慰。
我們祈求神賜予我們歡樂和富有成效的 2022 年。

愛雅團契 (OYYA)
鄺仕波
由於危險的病毒，2021 年對於像愛雅團契這樣的年長群體來說尤其具有挑戰性。
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沒有參加教會的實體崇拜，我們主要是透過 Zoom 或在有大戶外院子的某人家中
進行的。我們在陳周家參加了幾次戶外活動，並參加了由 John Chuck 博士在聖馬刁公園舉辦的書介活動。
我們參加了亞洲藝術博物館的一個項目，但許多人因為病毒達到頂峰而取消。
至於 Zoom 活動，我們討論了社會正義問題。一次由陳鳳凰 George Lai 領導，另一次由 Jerry Mann 牧
師領導。
我們中的一些人參加了在 Sloat 街舉行的停止仇視亞裔集會和在花園角舉行的另一個亞裔非裔聯盟集
會。我們穿著印有「黑人性命攸關」的 T 恤來表達對黑人的聲援。
我們中的一些人與我們教會的青年人一起參加了青年成長計劃 Zoom 網上會議，我相信他們很驚訝我
們還沒有衰老，他們實際上很喜歡我們的陪伴。
陳許璟麗設置了一個關於營養的 Zoom 程序，我們發現中國食物不僅美味而且對你有好處。我們參加
了年輕姊妹合唱團 Zoom 會議而翁意然的獨唱十分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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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馮燕美翻閱教會的通訊錄，打電話給每個人祝他們生日快樂，而透過這份年報，我們祝大家新年快
樂。多位專家的報告似乎暗示新冠病毒十五號變種奧米克戎（Omicron）可能是疫情結束的前奏，或許可
以像普通感冒一樣對待……喝點雞湯然後休息。

旅居團契 (S OJOURNERS ) (照片見 P4)
Gina Chew & Maureen Wong
與一些其他團契一樣，進入新冠病毒疫情第二年，旅居者團契也感受到了遠程聚會疲勞。然而，我們
有幸在全年聽到了有趣且發人深省的講座。我們看到了非洲風景和動物的美麗照片，這是一個與我們完全
不同的世界。旅居者感到很幸運能有這些改變生活的經歷。
4 月份，我們看到了一個名為「金山，大埠」的視頻。它是關於舊金山華埠的地圖，帶有標題和圖
像。這些圖像的解釋反映了華埠在 1939-1955 年間的歷史。我們探索了當時社區的勝利和掙扎。
在與愛雅團契和以馬內利家族組的聯合聚會中，長者營養講座提醒我們，健康飲食永遠不會太晚。不
僅份量很重要，而且我們盤子上食物顏色的多樣性也有助於我們吃得健康。我們到 Rancho San Antonio 和
Stevens Creek Reservoir 的兩次遠足確實讓我們精神振奮。幾個月來我們第一次能夠在一起。兩次遠足都蒙
神的賜福，天氣晴朗。一次徒步旅行日甚至是處在滂沱大雨的日子間。
我們聯合無名團契，聆聽安德烈·查普曼 (Andre Chapman) 關於美國對黑人的罪和刻板印象的演講，
令人大開眼界。他關於團結和相互理解的講座發人深省，值得我們每個人採取行動。
在八月和九月，我們有兩位演講者分享了他們的熱情。凱文·奧羅克 (Kevin O'Rourke) 談到了天主教徒
對遠離教會的不滿。他分享了對他們尋求有意義屬靈生活的關注，這與所有基督徒息息相關。我們尋求神
的基本渴望將我們聯繫在一起。吳可亭牧師透過她創作的詩歌帶我們踏上了她深思熟慮的表達之旅。我們
有機會閱讀它們並分享我們的個人反思。所有這一切都讓我們想起我們與神的個人關係，這也是非常獨特
的。
11 月，我們召開了由 2022 年聯合主席盤陳美珍和譚國光主持的規劃會議。計劃正在穩步推進，我們
都在祈禱在新的一年裡有一些安全的實體聚會。
我們的內部創意天才史曉虹幫助帶領我們進行了一場充滿樂趣的遊戲我們結束了這一年。聖誕節期間
誰是頑皮的倒計時很快就被一些人遺忘了。當晚的主題是神說不盡的恩賜。-哥林多後書 9:15。有沒有人給
過你難以形容的禮物？我們為耶穌基督降生感恩，這是說不盡的恩賜。你怎麼能成為說不盡的恩賜？

無名團契 (S EMANON ) (照片見 P4)
Kathy Mar & Barbara Lym
無名團契主要由 60 多歲的人組成，當中許多人一生都在教會中長大，還有一些人多年來不斷進進出
出。我們團契的穩定源於鄺仕波伉儷的領導，他們一直支持這個團契到 2020 年成立 50 週年。在疫情的開
始和中心，我們忍受並相互依賴。我們在很多方面得到祝福，多得數不過來。以下是我們在 2021 年「歡
笑、贈予、事奉、仁愛」的簡要總結。
•

•
•

一月的反思是一個反思的時間。到 2020 年結束，我們認為疫情很快就會過去。當我們完成
2021 年時，我們現在意識到我們一直以來的生活方式可能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口罩是我們的
一部分。社交距離是我們行為方式的一部分。遠程技術是我們接觸人性化的拐杖。但話雖如
此，我們已經找到了透過贈予、仁愛和分享來成長和深入的方法。
2 月，我們的會友，來自探索者團契的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腫瘤學家柯孫仁博士與我們團契討
論了癌症。
三月團契是我們與大谷牧師的第 2 部分，她花時間帶領我們如何改善關係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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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4 月與另一位來自長青團契的會友陳鳳凰一起度過，他談到了他的年度海員事工。在 2021 年後
面的一些日子中，我們的許多才華橫溢的編織者都為這個項目奉獻了他們花時間織就的漂亮圍
巾和帽子。
在 5 月份，無名團契與 Andre Chapman 一起主辦了一次活動，他透過 Zoom 網上會議就系統性
種族主義發表了講話。
我們於 6 月聚集在三藩市食品庫 SF/Marin Foodbank 迅速完成了 2 小時的工作，之後許多人在
Mission bay 食品卡車共進午餐。
卓黃小玲在家裡舉辦了一個 Zoom 教會，邀請無名團契一同觀看主日崇拜、共膳和編織！
七月中旬，鄺仕波做了膝關節置換手術，每天都在康復，每天都在想著釣魚:-)
八月是弟兄退修會，這個月我們沒有正式的聚會。
九月，我們早上 7 點在日落區事工食品庫聚集幫忙，之後在 Devils Teeth 喝咖啡和早餐。
十月，許多人透過幫助設置和拆卸第一屆年度豐收節攤位來忍受傾盆大雨！
Albe Wong 和 Barb Lym 舉辦了卓讚聲著作簽售會，充滿樂趣、食物和團契！
11 月，我們透過 Zoom 於網上規劃 2022 年的日曆！
12 月，新冠四號和十五號變種等阻礙了我們的計劃，希望我們能早日再次見面！

神保守 2021 年，並為 2022 年每個人的健康和安全祈禱。
乾杯。

姊妹團契
黃方綺娟和卓慕貞
姊妹團契事工是面向所有年齡姊妹的外展活動。積極參與製定年度計劃令人鼓舞。不幸的是，我們的
活動繼續受到持續的新冠疫情所規定的安全預防措施影響。由於聖多米亞諾 San Domiano 退修中心關心大
型團體聚會的安全參數，2021 年姊妹團契退修會再次被取消。
然而，我們能夠聚集在教會禮堂參加一個非常特別的活動。吳師母邀請電影製作人 Felicia Lowe 於 9 月
18 日在本教會禮堂放映《對聯》。三十多位姊妹戴著口罩，保持社交距離，觀看她講述四代女性在美國的
生活，以及美國排華時代對她家庭影響的感人紀錄片。在今天急切關注在美華人的情況下，她的紀錄片觸
及了從她自己家族歷史觀點出發的華人經歷。正如在隨後的答問環節中透露的那樣，觀眾中的許多姊妹都
被這部電影所感動。它揭露了壓抑的情感，並培養了對長期被誤解的家族歷史的新見解。

弟兄團契(照片見 P3)
方定潮
弟兄團契由方定潮主理，並由 Wes Chan、譚國光和 黃維俊組成的策劃團隊協助。我們的目標是鼓勵
弟兄之間的團契，參與事奉項目，並培養我們的靈命成長。我們在一月份參加了紅木營的一個工作日，卓
讚聲和吳牧師於九月份在紅木營舉行的一個兩日退修會上作主講嘉賓。卓弟兄與我們分享了他撰寫《生活
實踐中的珍珠》一書的一些經驗。吳牧師分享了他與女兒吳可亭一起前往西班牙完成聖地牙哥之路 Camino
de Santiago 的經歷，這是一個為期九天的徒步探險之旅，前往位於加利西亞聖地亞哥德孔波斯特拉大教堂
的使徒聖雅各聖殿。我們以 10 月份在日落區事工分發食物的家庭活動結束了今年的活動。我們樂觀地期
待 2022 年，以及為教會和我們的社區事奉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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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團契(X PLORERS )
Jackie Chou & Leslie Chin
2021 年對我們團契來說是奇妙的一年！上半年我們繼續進行網上聚會，包括兩個遊戲之夜、製作春日
花環，以及在疫情期間繼續度過的過程中互相交流近況。儘管我們一直使用 Zoom，但我們還是找到了透
過破冰/活動、祈禱和歡笑相互支持的方法。
值得感恩的是，一旦人們開始接種疫苗，我們中的許多人對在下半年舉行的實體聚會感到更加自在，
其中包括：
*後院野餐
*公園裡的奧運主題遊戲
*蘋果山
*在教會的豐收節上提供幫助
*年度三尖牛扒晚餐
*一年一度的聖誕慶典
很高興看到神帶領我們團契度過了對每個人來說都非常漫長的一年。在許多挑戰和變化中，祂讓我們
保持健康、成長和堅強。這是對祂和祂信實的證明！我們感恩不盡，並期待神在 2022 年使用我們每個人
來祝福彼此和我們社區的所有方式。
一切榮耀歸於祂！

大青團契(XO)
Caitlin Ung
我們年輕成人/大學團契度過了充實的一年！新年開始，我們每月在線連接遊戲之夜、電影和來自我們
自己的團友文思齊的特別烹飪課，他教我們製作韓國菜，Tteokbokki (辣炒年糕)！大谷牧師帶領我們完成了
一個查經系列，在那裡我們能夠反思我們個人的信仰之旅，並探索這些旅程是如何走到一起的。隨著夏天
的到來標誌著我們聖經學習的結束，我們能夠了解神在這些陌生而困難的時期如何在我們的生活中工作。
我們很感恩能夠從夏季開始實體聚會，在保持社交距離的遠足和繪畫之夜見面。最後，在即將到來的 2022
年，我們歡迎 Anderson Yu 成為大青團契的新主席！

知心團契(Y OUTH T ALKS )
大谷牧師及 Mel Ng
2021 年，知心團契的大部分內容繼續於每個禮拜五晚上在網上持續聚會會。每週五晚上，Melanie
Ng、Aaron Tom、Jackie Ma 和 Rick Wong 等熱心義工工作人員與青少年共度時光，準備發自內心的聖經信
息，並享受與一群由 8-10 名青少年組成的團契一起聚會。
他們繼續使用橙色課程系列，並準備了關於個人信仰、家庭事務、靈命習慣、真實信仰等課程，並以
將臨期系列結束。還有無數的電影之夜！
隨著人們對實體聚會感覺更加舒適，知心團契於十月份開始舉辦實體活動，首先是在聖馬特奧 Bel
Mateo Bowl 的保齡球之夜。 11 月與 Community Baptist Church 聯合舉辦了活動，12 月 舉辦了聖誕火鍋。
我們喜聞樂見知心團契跨越初中到現正上大學的成員這一事實。
我們非常感謝敬業的知心團契領袖，並期待在 2022 年看到神將如何發展這個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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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友情況
加入教會
五位新會友於 2021 年 8 月 22 日加入教會：
受浸：Alex Lee

Jacob Lum

轉會：Gina Chew

林玉笑 Sylvia Lam

Ben Scales

四位新會友於 2021 年 9 月 5 日加入教會：
受浸：雷清 Connie Le

Evan Poon

趙雁秀 Sophia Zhao
轉會：張海波 Paul Cheung
六位新會友於 2021 年 12 月 12 日加入教會：
受浸：陳麗梅 Lilian Chen

溫安妮 Anni Wen

楊梁瑞英 Tammy Yeung
轉會：方國洲 Gerry Fong

李嬋 May Lee

殷黃碧蓮 Karen Yuen
兩位新會友因疫情關系尚未受浸：
黃大衛 David Huang & 黃民昭 Man Chui Wong

返回天家
八位會友主懷安息
張廣雲
關黃慧娟
余纘強

張榮榛
鄺和倫
張國華

方馮燕蘭
梁玉卿

截至 2021 年一月底﹐我們有已受浸會友 572 人，活躍朋友 129 人，共 701 名會友及朋友。

編者按：感謝大家按時遞交內容精彩的稿件，讓年報順利出版，在中文翻譯方面，感謝李衛銘牧師、李楊
翠儀師母、關琴芳姊妹及朱志豪弟兄提交中英文的年報，感謝李衛銘牧師修輯中文翻譯。謝謝！
教會文書：林羅狄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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