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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貴格會板城教會  

  <板城教會全職傳道人> 

 

⚫ 敬拜與造就時間 

週日 

時            間 性      質 聚會人數 

上午 08:00-09:30 第一堂崇拜 62 

上午 10:00-12:00 第二堂崇拜 153 

上午 09:00-10:00 禱告會 7 

上午 10:00-12:00 兒童主日學 23 

中午 12:00-13:30 錫安詩班 26 

週三 上午 06:30-07:30 靈修早禱 5 

週五 晚上 19:30-20:30 禱告會 27 

週六 
下午 14:00-16:30 童樂會 

結業 
下午 16:30-18:00 小蜜滴 

⚫ 上週奉獻徵信 

十一奉獻 
(005)3,000(008-1)3,000(009)4,000(014)5,700  
(015)8,000(019)3,000(020)1,000(021)5,000 
(021-1)4,200(024)20,000(025)66,000(031)1,200  
(034)2,000(041)3,700(063)9,700(064)2,200 
(066)1,500(079)3,300(080)15,000(083)3,000  
(084)1,000(086)3,000(095)5,000(098)3,000 
(100)4,300(108-2)2,000(109)8,000(112)10,000 
(134)4,000(140)5,000(149)3,800(166)3,000 
(172)2,000(172-1)2,000  
(150)5,000(150-1)4,000(171)3,000  

感恩奉獻 
(001)500(002)500(038)1,000(051)3,000 
(080-1)5,000(096)300(127)2,000(149)200 
(主知名)200 

建堂專款 
(041)1,000(149)500(123)2,520(主知名)1,000 
愛心奉獻    (主知名)1,100 
宣教認養   (055)1,000 
恩友中心   (008-1)2,000 

主日：9,801                      建堂累積 2,486,000 

本月經常奉獻累計：414,807 

 

板城週報
本週金句 

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在

基督耶穌裡釋放了我、使

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   

【羅八 2】  

   板城 365 進度 

每日讀經  

□07/19 詩 39:1-13 

□07/20 詩 40:1-17 

□07/21 詩 41:1-13 

□07/22 詩 42:1-11 

□07/23 詩 43:1-5 

□07/24 詩 44:1-26 

□07/25 詩 45:1-17 

一年聖經速讀  

07/1 9 士 13 賽 33 林前 11:2-34 

07/20 士 14-15 賽 34 前 12 

07/21 士 16 賽 35 林前 13 

07/22 士 17-18 賽 36:1-37:7 林前 14 

07/23 士 19 賽 37:8-38 林前 15:1-34 

07/24 士 20 賽 38-39 林前 15:35-58 

07/25 士 21 賽 40 林前 16 

⚫ 主日事工服事表 

 本          週 下          週 

證   道 何有義 何有義 

領   會 張沂帆 劉啟國 蔡東銘 

敬拜團 青牧團隊 頌恩團隊 光鹽團隊 

投影片 張謹信 蘇正儀 張年華 陳柏青 

音   控 張師嘉 吳世維 蔡聖邦 

招   待 
巫麗兒 

王女雲 

張年華 

趙玉華 

林清惜 

王芃勻       

王翠香 

沈宥辰 

陳廣蓮 

陳蘭英  

值   星 張雲霞 康素貞 仲信忠 余淑慧 

愛   宴 
點心 點心 

清   掃 

禱告會 07/24 何雪芬 07/31 劉啟國 

兒童主日學 

 本        週 下       週 

負責團隊 嘉宜團隊 以慕團隊 

幼稚級 詹佩琪 |王淑平 | 彭馨霈 | 沈幸怡 |宋婷婷  

初小級 劉展君 |李玉夢 | 李玉夢 | 劉展君 |劉展君 

中小級 蔡嘉宜 |何牧引 | 何牧引 | 蔡嘉宜 |何牧引 

高小級 劉榮軒 |楊佳樺 | 何雪芬 | 何雪芬 |劉榮軒 

 
 
 
 
 
 
 

 

 

 

郵政劃撥：劃撥帳號：19435507  
戶        名：貴格會板城教會 
統一編號：04852591 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台灣貴格會 
地        址：22060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 142 巷 2 號 B1 

交        通：捷運板南線-亞東醫院站 2 號出口 

電話：(02)8966-0446、(02)8967-0447  傳真：(02)8966-7649 

 

主日程序  

第一堂  

08:00-09:30 

第二堂  

10:00-12:00 

 靜默等候 
 詩歌讚美 
 誠心奉獻 
 虛心領受 
 彼此祝福 
 同享愛宴 

回  應  詩  歌  
謝謝祢 

你出你入， 

耶和華要保護你，

從今時直到永遠。    

  (詩篇 121：8) 

本月證道主題  
06/21 何有義 

一幅活的畫 

06/28 何有義 

脫離咒詛進入祝福 

07/05 何有義 

人生可以不一樣 

07/12 何有義 

一生一世 

07/19 何有義 

患難中的七重救恩 

本週壽星  
07/20 林淑櫻 

07/21 蔡耀文 

07/22 王麗娜 

祝你們生日快樂 

日日喜樂、靈裡歡樂 

 2020 標竿 
 門    徒   

1695期 
2020.07.19 

    何有義牧師｜仲信忠傳道｜何雪芬傳道 

電子郵件：bcjh142@gmail.com 

官網：https://twfcbc.org 

 

 

手機掃描立即連至官網 

● 宣 教 認 獻 目 標 一 百 三 十 七 萬 元 

認獻累計$484,000 奉獻累計$327,500    天恩教會 6,000 希望之家$12,000 

不指定$246,500 暑期福音隊$1,000 恩友中心$15,000 開拓植堂$2,000  

泰山福音中心$0 本堂福音中心$34,000 菲律賓宣教$6,000 福音機構$5,000 

 

 

麥子小組聚會  活動剪影 

 (攝於 2020.07.16) 

 

人生會遭遇許多患難，這些經歷是為了讓

我們經歷神的＿＿＿＿。 

一、恐懼的得＿＿＿＿ 
▲詩四十二 1-2大衛曾經禱告說： 

1.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 

2. 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幾時得朝

見神呢﹖ 

▲羅三 10-12 

10 就如經上所記、『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

有． 

11 沒有明白的、沒有尋求 神的． 

12 都是偏離正路、一同變為無用．沒有行善

的、連一個也沒有。 

▲代下十四 9-13 

11 亞撒呼求耶和華他的 神、說、耶和華

阿、惟有你能幫助軟弱的、勝過強盛的．耶和

華我們的 神阿、求你幫助我們．因為我們仰

賴你、奉你的名來攻擊這大軍。耶和華阿、你

是我們的 神、不要容人勝過你。 

二、羞辱的得＿＿＿＿ 
▲詩十八 2-6 

2 耶和華是我的巖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

我的 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

盾牌、是拯救我的角、是我的高臺。 

3 我要求告當讚美的耶和華．這樣我必從仇敵

手中被救出來。 

4 曾有死亡的繩索纏繞我．匪類的急流使我驚

懼． 

5 陰間的繩索纏繞我．死亡的網羅臨到我。 

6 我在急難中求告耶和華、向我的 神呼求．

他從殿中聽了我的聲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

了他的耳中。 

七個比喻多半與大衛在曠野躲避掃羅的經

歷相關。 

1.祂是＿＿＿＿，使我得著蔭庇和絕對的

平安； 

2.祂是山寨，可供倚靠的堡壘； 

3.祂是＿＿＿＿＿，救我脫離危困； 

4.祂是磐石，我從而找到了堅穩不移的支

持及保護； 

5.祂是＿＿＿＿，是我一切患難的保障； 

6.祂是角，是大有能力的拯救者； 

7.祂是＿＿＿＿，使我安然脫離了窘境。 

 

三、飢渴的得＿＿＿＿ 
▲詩八十四 11 

因為耶和華 神是日頭、是盾牌、要賜下恩惠

和榮耀．他未嘗留下一樣好處、不給那些行動

正直的人。 

四、流離失所的得＿＿＿＿ 

祂的眼目能察透向我們隱藏的事，我們＿

＿＿＿呼求，祂就＿＿＿＿。 
▲撒上二十二 1-2 

1 大衛就離開那裡、逃到亞杜蘭洞。他的弟兄

和他父親的全家聽見了、就都下到他那裡。 

2 凡受窘迫的、欠債的、心裡苦惱的、都聚集

到大衛那裡．大衛就作他們的頭目．跟隨他的

約有四百人。 

初期跟隨大衛的大致上有四類人: 

1.大衛的＿＿＿＿ 

2.凡受＿＿＿＿的 

3. ＿＿＿＿的 

4.心裡＿＿＿＿的 

五、患難的得＿＿＿＿ 
▲撒上二十三 13 

大衛和跟隨他的、約有六百人、就起身出了基

伊拉、往他們所能往的地方去。有人告訴掃

羅、大衛離開基伊拉逃走．於是掃羅不出來

了。 

六、憂傷的得＿＿＿＿ 

傷心的人是有＿＿＿＿＿的人，他們的心

必定得到安慰。 
▲賽六十一 1-3 

1 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膏膏

我、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或作傳福音

給貧窮的人〕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擄

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 

2 報告耶和華的恩年、和我們 神報仇的日

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3 賜華冠與錫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塵、喜樂

油、代替悲哀、讚美衣、代替憂傷之靈．使他

們稱為公義樹、是耶和華所栽的、叫他得榮

耀。 

七、陷在困境裡的得＿＿＿＿ 
▲羅八 1-2 

1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定罪了。 

2 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裡釋放了

我、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 

在基督裡，我們＿＿＿＿＿勝過罪。 
 

項目 日期 內容

1 07/05 兒童主日學畢業典禮

2 07/11 小蜜滴兒童合唱團成果發表會

3 07/19-25 週年慶禁食禱告

4 07/25 週年慶城市傳奇-前三重市長葉鐘弟兄分享

5 07/26 板城34週年慶主日受洗

●板城7月份行事曆

 

患難中的七重救恩 
【詩三十四 1-22】 

 

mailto:bcjh142@gmail.com


 

 肢體關懷  

1. 歡迎上主日嘉賓：何彥臻姐妹在主

裡歡迎，求主賜你生命豐盛喜樂。 

2. 牧師提名 15 屆執事名單如下：蔡

東銘、鄧碧霞、余淑慧、張玉娟、

巫麗兒、李翠蘭、張雲霞、王燕、

楊淑如、張純招、張年華。請為

被提名者代禱。將於 7/26 舉行就

任禮。 

3. 建堂奉獻專戶已經開放奉獻，歡迎

弟兄姐妹指定建堂奉獻。 

4. 請為教會場地的需要迫切禱告，

求主為我們預備合適地方。 

5. 為以下肢體代禱： 

(1) 為懷孕的沈沂華、蔡嘉宜、張可欣

姐妹代禱，求主使母親胎兒都強

壯，順利生產。 

(2) 林鈿鈿先生(林瑞娥姐妹 93 歲父親)

因跌倒送醫，目前腦內出血，腦積

水，求主保守並醫治脫離險境。 

(3) 何牧師母親 (何唐環長老娘) 7/16 

深夜安息，本周六下午 2:00 舉行

安葬禮拜，求主安慰遺族。 

 子會關懷                  
新店發光教會： 

1. 教會將在 7/25（週六）至淡水訪

問觀摩「淡江教會」新堂，另外

下午在淡水老街有教會弟兄姐妹

郊遊與聚餐，請為我們禱告！ 

泰山福音中心： 

1. 為7/26名人講座-鄭俊德弟兄。 

2. 為社區班英文、兒童英文代禱。 

3. 為聽到名人講座的朋友信主禱告。 

4. 為搬至泰山計劃代禱。 

宜蘭天恩教會： 

    主日聚會：24人  禱告會：14人 

1. 為教會將成立新一季的基要真理

課程來代禱。 

2. 教會弟兄姊妹對家人傳福音代

禱。 

3. 為教會五對夫妻能一起去321夫

妻營代禱。 

青年公園希望之家： 

1. 為開設讀經小組(慕道小組)，求

主帶領更多已信主的姊妹加入，

穩定成長。 

2. 小芳憂鬱症的好多了，感謝主。

請為她的女兒新開一家雞排店，

求主賜福能夠做起來。 

3. 請為加恩代禱，求主醫治身體。

暑假到了，比較無壓力，求主醫

治皮膚毛囊發炎，緊快好起來。 

4. 請為袁弟兄公司應徵新業務代

禱，已施工完成的苗栗、台南的

案子，希望能盡快撥款，以及開

展屏東新案子代禱。 

聚會表  

本週聚會時地  小組長  
   上週  

   人數  

週日午 12:00  

      媽媽室  

以琳/  

宋婷婷  
10 

週日午 2: 00  

  沈明貴府上  

寶貝夫妻 /  

王玲  
8 

週二早 9 : 30  

何曾滿貞府上  

非比/  

何曾滿貞  
暫停  

週二晚 7: 30  

副堂一  

小羊小組 /  

李翠蘭  
11 

週三早 1 0:00  

 副堂一  

榮耀/  

楊惠朱  
19 

週三晚 7: 00  

      副堂一  

以斯拉 /  

劉啟國  
11 

週四早 1 0 :0 0  

      交誼廳  

幸福讀書會 /  

張玉娟  
暫停  

週四晚 6: 00  

      交誼廳  

亞東團契 /  

何雪芬  

暑期  

放假  

週四晚 7: 00  

      副堂一  

麥子小組 /  

劉明道  
19 

週四晚 8: 00  

      探訪  

探訪/  

巫麗兒  
暫停  

週六晚 6 : 30  

      副堂  

國 中 / 何 雪 芬  10 

高 中 / 林 怡 秀  2 

愛加倍／黃偉倫 5 

週六晚 6 : 30  

      正堂  

光鹽/  

林長佑  
13 

週六晚 7 : 30  

兒童圖書室  

主恩/  

劉景忠  
13 

上 週 聚 會 人 數 合 計  121 

 

【歡迎新朋友同來聚會】 
1. 下主日是教會 34 周年堂慶，第二堂並舉行第 15 屆執事就任禮拜。 
2. 板城 34 週年堂慶活動： 
(1) 今天下午 1:20 將進行週年慶晚會總彩排，請所有活動、 
關懷、行政同工一起參加。 

(2) 禱告組推動《週年慶 7 天禁食禱告》今日至 7/25 將有 
三餐不同時段，歡迎有意願之代禱者掃描 QR Code 加入禁食禱告群組。 

(3) 7/25(六)晚上七點城市傳奇之夜，邀請前三重市長葉鐘分享<市長賣 
便當>，當天還有許多精彩節目配搭演出，歡迎邀約福音朋友前來同享
屬靈盛宴。邀請新朋友的弟兄姐妹，可登記申請感恩酷碰劵，最高每
人補助 200 元，詳細辦法請洽報名櫃台。 

(4 )7/26 主日將有洗禮，預備受洗弟兄姐妹請跟小組長報名。 
3. 兒童主日學邀請爸媽一起出遊！時間：8/9(日)下午兩 點、地點：永和

國民運動中心(需自行前往)、優惠價每人$150(原價$300，含水彈、護
目鏡、安全解說、教練帶領)，會後請洽報名櫃台報名繳費。 

4. 報名櫃台報報： 
(1)2020 兒童情緒管理營-情緒解碼戰，時間：8/11-8/14 早上 8:30-12:00， 

對象：升小一～升國一，費用：500 元，今天報名享早鳥優惠價 300
元最後一天哦。報名至 8/2 截止。  

(2)《安坦地特級初榨橄欖果油》建堂義賣促銷價，一瓶五百元買 1 送 1， 

收入全數歸入建堂奉獻。 
5. 本週四將開始推動幸福小組-一啟幸福 Go!歡迎弟兄姐妹將福音朋友邀

請至小組參加聚會。 

教會消息  

 
 

賺得靈魂 
                          錄自基督教今日報 

   懷著「王子與公主過著幸福日
子」的憧憬踏入婚姻，豈料婚後生活
除去了浪漫色彩，多的是彼此的磨合

和現實問題。某天下午，她絕望地從
家中工具箱拿出刀子，正準備「動
手」時，電話忽然間響起——「妳還
好嗎？神要我今天跟妳說，祂永遠永
遠愛妳，那個工具是用來裝備妳，不
是用來傷害妳的！」話筒的這一端，
淚水早已模糊了視線，「一通電話」
改變了她的生命。重生後她熱切傳福
音，信主人數多到足以建立新的小
組，她笑著說：「我服事最大的恩
典，是賺到這些弟兄姊妹（靈
魂）！」 

  「20幾歲時，心裡會想說『白馬
王子和白雪公主婚姻很幸福美滿』，
如果另一半也是基督徒，應該會很幸
福吧？」 

人的盡頭，是神的起頭 
  趙蘭蘋分享，對教會的第一印
象，就是個有糖果拿、有故事聽、有
同伴陪的地方，高中時也是在玩心之
下受洗信主。 

  20多歲時信心滿滿地踏入婚姻， 

豈料浪漫的承諾不敵現實生活瓶

頸，當時間久了、新鮮感退去，兩

人漸漸從聊不完的話題，到相敬如

賓，還有什麼能夠取代「柴米油鹽

醬醋茶」？ 

  她不得不承認，這場突如其來

的婚姻風暴，痛苦到讓她想了結生

命，成天走出家門、望著外海，期

盼無聲無息地墜落離開。某天下

午，她翻開家中的工具箱，握緊刀

子，顫抖地作最後禱告：「神啊！

我信主多年來，我這麼相信祢，我

願意將自己獻上，可為何今天會變

成這樣？如果祢是神，祢要讓我知

道祢是神！」說完，她心一橫，準

備劃下去的那一刻，電話忽然間響

起，她匆忙接起後，耳邊傳來師母

的聲音—— 

  「蘭蘋，妳還好嗎？剛剛牧師

在禱告時，要我告訴妳：『我在禱

告中看見，妳從工具箱裡拿出一個

工具，正要做一件很不好的事，神

今天要我跟妳說，祂愛妳，祂永遠

永遠愛妳，其實那個工具是用來裝

備妳，不是用來傷害妳的！』」 

 

  放下話筒，她早已泣不成聲，

淚水逐漸模糊視線，「神啊！祢怎

麼這麼愛我？尋死的時刻，祢還透

過牧者打電話給我！求祢饒恕我的

生命，儘管我遇到生命挑戰，但我

相信祢！」 

  趙蘭蘋回憶，那通電話，改變

了她的一生。 

挺過婚姻風暴，神為她開拓新的道

路 

  被神觸摸後，她知道自己必須

有所改變，原本預計走本科的美容

產業，卻輾轉進入從未接觸過的美

髮領域。趙蘭蘋帶著兩個孩子，心

想：美髮要從學徒做起，起薪不

高，何況她已是 30多歲的人，需

要一個謙卑服務的心，怎麼做？ 

  「我就跟神說：『祢要讓我去

（美髮業），對方就必須同意我的

條件，我就知道是祢的帶領！』」

她提出兩個訴求：第一，為照顧小

孩必須提早下班；第二，表明基督

徒的身分，周日一定要休假守主

日，沒想到老闆竟同意且無條件錄

取她！ 

  為了盡快學成技術，除基本美

髮工作之外，她幾乎將所有雜事都

攬在身上做，聽著休息室裡的其他

員工不斷地抱怨、聊八卦和抽菸，

她也選擇以鼓勵和造就的角度開導

他們——沒想到這一切，老闆全都

看在眼裡。她開始有機會學習美髮

技術，深得老闆的信任，甚至下班

後在家設立「兒童聚會」，照顧自

家小孩、老闆的孩子和親戚的孩

子。 

  趙蘭蘋也勇敢邀請老闆進入教

會，久而久之，老闆甚至周日決定

關店，帶著所有員工跟著她去教會

聚會，幫許多弟兄姊妹義剪頭髮，

她也順利升上設計師。對於每個遠

道而來的顧客，她總是親切地問

候：「你聽過福音、聽過耶穌

嗎？」一邊為客人服務，一邊傳福

音，最後顧客還跟著進去教會，帶

領其全家信主。 

  接到信主客人的回饋，她笑著

說，「不要感謝我，是我要謝謝

你，因為你讓我找到福音的價值，

我才知道我可以把福音傳給別人，

跟人訴說神的榮耀！」 

 

  後來，她因身體抱恙選擇離職，
也決定進修準備美容業的乙級證照，
她帶著原本因臉上胎記、不被人看好
的模特兒上陣，期間有人推薦她拒絕
有胎記的模特兒，換成新的模特兒，
但她依然堅持己見，不放棄身邊陪伴
已久的夥伴。考試當天，聽聞有其他
考生帶著那位新模特兒上場，卻因模
特兒暈倒而失去考試資格。最後，趙
蘭蘋順利考取乙級證照，也向神獻上
感恩，「耶和華必成全關乎我的
事！」 

神所賜的恩典綿延不絕 
  隨著工作逐漸忙碌，趙蘭蘋也接
下小組長職位，聽聞家中母親想要去
教會聚會，但母親已年紀老邁，走路
十分緩慢，需要其他人來服務，她默
默將這事放入禱告裡。不久後，一位
離開教會許久的姐妹與趙蘭蘋的母親
在路上擦肩而過，聖靈提醒這位姊
妹：「妳去照顧她（母親）。」起初
這位姐妹不願意，到後來順服聖靈的
提醒，每週日都來接母親上教會，甚
至帶著母親去小組，把母親照顧得無
微不至，連母親都稱讚：「這姐妹太
好了！」 
  趙蘭蘋得知此事後十分感恩，原
來神派小天使滿足她的需要。母親離
世後，她才得知這位姐妹其實有憂鬱
症，婚姻也有狀況；雖離開教會許
久，卻願意順服神來服事完全不認識
的陌生人，這讓她感動地不禁哽咽。
原來去年（2019）這位姐妹已因罹癌
過世，但趙蘭蘋永遠不會忘記，當年
那個嬌小的身軀，如何幫助她的母
親、她的家。 
  如今，她已是多結果子的小組
長，從鄰居、菜市場阿姨到美髮顧
客，趙蘭蘋成為承擔更多人生命的領
袖，儘管結出的果子早已多到可建立
新的小組，她也謙稱不敢細數，因為
這是屬於神的榮耀！ 

 

小組分享  

1. 溫習患難中的七重救恩，分享

其中一項的心得。 

2. 詩篇 34 篇的內容，你覺得還

有甚麼亮光，請分享。 

  幸福小組、基督生平聚會表  

本週聚會時地  內容  
  上週  
  人數  

週五晚 8: 30  
副堂  

基督生平  7 

週四晚 7:30 
 劉啟國府上  

一啟幸福 G o ! /  
劉啟國  

7/23 
開始  

上 週 聚 會 人 數 合 計  7 

 

 

 

 

當趙蘭蘋願意打開家服事弟兄姊妹，

一個個靈魂都信主歸主，也逐漸倍增

領袖、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