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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城週報
本週金句 

誰是智慧人、可以明白這

些事、誰是通達人、可以

知道這一切．因為耶和華

的道是正直的、義人必在

其中行走、罪人卻在其上

跌倒。       【何十四 9】  

板城 365 進度 
每日讀經 

□08/14 林前 2:1-9 

□08/15 林前 2:10-16 

□08/16 林前 3:1-8 

□08/17 林前 3:9-17 

□08/18 林前 3:18-4 :5 

□08/19 林前 4:6-21 

□08/20 林前 5:1-13 

一年聖經速讀 
08/14 撒上 21-22 賽 61 羅 6:1-14 

08/15 撒上 23-24 賽 62:1-63:14 羅 6:15-7:6 

08/16 撒上 25 賽 63:15-64:12 羅 7:7-25 

08/17 撒上 26-27 賽 65 羅 8:1-17 

08/18 撒上 28-29 賽 66 羅 8:18-39 

08/19 撒上 30-31 彌 1-2 羅 9:1-29 

08/20 撒下 1 彌 3:1-4:8 羅 9:30-10:21 

⚫ 主日事工服事表 

 本          週 下          週 

證   道 何有義 何有義 

領   會 劉啟國 蔡嘉宜 

敬拜團 頌恩團隊 青牧團隊 

投影片 張謹信 張謹信 

音   控 吳世維 張師嘉 

招   待 
莊燕婷 

李奇紘 

賴怡廷 

黃冠瑋 

巫麗兒 

王女雲 

趙玉華 

趙甄琳 

值   星 張年華 王 燕 劉榮軒 謝金日 

禱告會 08/19 黃勇毅 08/26 何雪芬 

 兒童主日學 

 本        週 下       週 

負責團隊 蔡嘉宜 團隊 蔡嘉宜 團隊 

幼稚級 詹佩琪 |蔡嘉宜 | 彭馨霈 | 宋婷婷 |游心怡 

初小級 劉展君 |李玉夢 | 李玉夢 | 劉展君 |劉展君 

中小級 何牧引 |沈幸怡 | 何牧引 | 沈幸怡 |何牧引 

高小級 何雪芬 |鄭因絢 | 鄭因絢 | 何雪芬 |鄭因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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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日夜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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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7 何有義 

造就美好的靈性 

07/24 何有義 

珍貴的啟示 

07/31 何有義 

榮耀再現 

08/07 何有義 

注目看耶穌 

08/14 何有義 

心不再漂泊 

本週壽星  

08/19 林章明、謝永蓬 

08/20 李岱川 

祝你們生日快樂 

日日喜樂、靈裡歡樂 

 

 

台灣貴格會板城教會  

  <板城教會全職傳道人> 

     何有義牧師｜仲信忠傳道｜何雪芬傳道 

電子郵件：bcjh142@gmail.com 

官網：http://twfcbc.org 

 

1802期 
2022.08.14 

手機掃描立即連至官網 

 

● 宣 教 認 獻 目 標 一 百 一 十 八 萬 元 
認獻累計$538,000 奉獻累計$439,000 
不指定$ 2 6 6 , 0 0 0 暑期福音隊$ 1 2 4 , 0 0 0 恩友中心$ 5 ,０0 0 
本堂福音中心 $ 7 , 0  0 0 菲律賓宣教 $ 5 , 0 0 0 福音機構 $ 0 
天恩教會 $ 2 3 , 0 0 0 希望之家 $ 5 , 0 0 0 開拓植堂 $ 4 , 0 0 0 

生命光小組父親節聚會  活動剪影 

 (攝於 2022.08.06)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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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上午 10:00-12:00 第二堂崇拜 101 

上午 09:00-10:00 禱告會 7 

上午 10:00-12:00 兒童主日學 20 

中午 12:00-13:30 錫安詩班 23 

週五 晚上 19:30-20:30 禱告會 26 

週六 
下午 14:00-16:30 童樂會 結 

下午 16:30-18:00 小蜜滴 業 

⚫ 上週奉獻徵信 

十一奉獻 

(010)3,000(015)12,500(017)2,000(021)10,600 

(022)10,100(031)6,600(038)10,000(061)3,500 

(065)3,000(066)1,500(068)5,000(071)1,000  

(077)12,000(080)20,000(081)1,000(083)3,000 

(086)3,500(088)10,000(088-1)7,000(095)3,000 

(096)5,600(109)8,000(150)5,000(150-1)3,000  

(173)8,000(215)500(223)4,000 

感恩奉獻   

(001)500(023)1,000(058)1,000(080)5,000 

(081)500(091)2,000(168)1,500(223)1,000 

(主知名 2 筆 )1 ,100 

建堂奉獻    (088-1)1,000(123)1,500 

(022)1,500(025)1,000(061)500(080)5,000 

宣教奉獻  (086)1,000(150-1)1,000 

指名奉獻  (080)10,000  為福音車  (080)5,000 

希望之家  (115)5,000 

主日 7,863(兒主 161)        建堂累積：5,855,000 

本月經常奉獻累計： 183,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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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枝散葉 

結實累累 

 

●板城 8 月份行事曆 

項目 日期 內容 

1 8/6 招待值星訓練 

2 8/7 父親節主日 

3 8/7 兒主父親節活動 

4 8/13 學牧迎新送舊 

5 8/21 小組長聚會 

6 8/22 貴格會年議會 

 

 心不再漂泊 
【何西阿書十四章 1-9節】 

 
 

兆豐銀行板南分行戶名：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
台灣貴格會板城教會，轉帳： 027-09-01011-5 
匯款後請記得來電告知日期及帳號後五碼/可臨櫃
或轉帳。 

心不漂泊，神必定賜下無比的＿＿＿＿。 

一、＿＿＿＿＿＿＿＿＿的愛（4節） 

主必＿＿＿＿他們背道的病，仍然繼續愛

他們。 

▲何六 1-3 
▲申三十二 39 

你們如今要知道、我、惟有我是 神、在
我以外並無別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
我損傷、我也醫治、並無人能從我手中救
出來。 
▲耶三 22 

你們這背道的兒女阿、回來罷．我要醫治
你們背道的病。看哪、我們來到你這裏．
因你是耶和華我們的 神。 

神的愛是甘心的慈愛，人＿＿＿＿去愛，

神選擇＿＿＿＿＿愛。 

二、＿＿＿＿＿＿＿＿＿的愛（5節） 

主必使以色列＿＿＿＿＿＿。 

▲何十一 8-11 

8 以法蓮哪、我怎能捨棄你、以色列阿、

我怎能棄絕你、我怎能使你如押瑪、怎能

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轉意、我的憐愛大大

發動。 

▲耶三十一 20 

耶和華說、以法蓮是我的愛子麼、是可喜

悅的孩子麼、我每逢責備他、仍深顧念

他、所以我的心腸戀慕他、我必要憐憫

他。 

神的每一個管教，都是為了＿＿＿我們。 

三、＿＿＿＿＿＿＿＿＿的愛（6節） 

主必使以色列成為一個有＿＿＿＿＿＿＿

的國家。 

神的兒女生命是有＿＿＿＿的，這香氣是

從基督來的。 

▲林後二 14-16 

14 感謝 神、常帥領我們在基督裏誇

勝、並藉着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

而有的香氣。 

15 因為我們在 神面前、無論在得救的

人身上、或滅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

之氣。 

16 在這等人、就作了死的香氣叫他死．

在那等人、就作了活的香氣叫他活．這事

誰能當得起呢。 

作主工的人如同＿＿＿＿者，他們的事奉

就像＿＿＿＿的遊行。 

四、＿＿＿＿＿＿＿＿＿的愛（7節） 

主必以熱情＿＿＿＿他們。 

▲歌二 11-13 

11 因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過去了。 

12 地上百花開放．百鳥鳴叫的時候〔或

作修理葡萄樹的時候〕已經來到、斑鳩的

聲音在我們境內也聽見了． 

13 無花果樹的果子漸漸成熟、葡萄樹開

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來、與

我同去。 

神的兒女因著活出基督，可以被人＿＿＿

＿＿、＿＿＿＿。 

▲徒五 12-14 

12 主藉使徒的手、在民間行了許多神蹟

奇事、（他們〔或作信的人〕都同心合意

的在所羅門的廊下。 

13 其餘的人、沒有一個敢貼近他們．百

姓卻尊重他們。 

14 信而歸主的人、越發增添、連男帶女

很多）。 

五、＿＿＿＿＿＿＿＿＿的愛（8節） 

主必恢復所＿＿＿＿＿＿＿＿。 

▲何三 1 

去愛一個＿＿＿＿愛的、＿＿＿＿愛的、

和＿＿＿＿＿愛的人！ 

你再去愛一個淫婦，＿＿＿＿＿地去愛。 

神對我們的愛是＿＿＿＿＿＿＿的慈愛。 

▲何二 21-23 

歌篾三個孩子名字的更新: 

1.耶斯列:被驅逐的重新＿＿＿＿。 

2.羅路哈瑪:不被憐憫必蒙＿＿＿＿。 

3.羅阿米:不是神兒女的恢復＿＿＿＿＿

＿＿＿。 

 

mailto:bcjh142@gmail.com


 

  肢體關懷  

1. 7月份財務如下，詳細帳目請見
公佈欄： 

(1) 經常費總收入：      $899,086 
(2) 經常費總支出：   $1,014,591 
(3) 經常費累餘：        $649,040 

2. 8/9 為張蔡笑媽媽施洗，感謝主。 
3. 本堂學生放榜： 
(1) 升大學 
楊以希－國立成功大學醫技系 
蘇柏菱－國立聯合大學經營管理學系 

(2) 升高中 (更正) 
陳恩慈－復興商工 

4. 為懷孕的劉鎧瑜、洪佳安、劉語
宸、許雅琪師母代禱，求主使母
親胎兒都強壯、順利生產。 

5. 陳懷恩傳道的父親 8/4 安息主
懷，求主安慰遺族的心。 

6. 為肢體及親人代禱 
(1) 仲信忠傳道、仲金英姐妹肺腺癌

的後續治療。 石怡貞姐妹母親胃
癌走路不穩，求主醫治。 

(2) 張蔡笑姐妹膀胱癌治療，術後恢
復。張啟禎先生口腔癌，吳志華
先生喉頸癌，術後恢復代禱。 

 子會關懷                  
泰山福音中心：  
禱告會共7   主日22   成人社區6 
小組共 3       兒童社區 17     

1. 求主帶領社區班再成長並信主。 
2. 求主帶領陪讀小組建立。 
3. 為簡傳道父親身體並信主代禱。 
4. 求主保守簡傳道的視神經不退化

太快。 
宜蘭天恩教會： 
禱告會共17      主日&禱告會26    
小組共23          RPG 8 

1. 為開學的基督徒新生宿營的招生
守望禱告，求主預備多而又多。 

2. 為開學的宜蘭大學的服務學習的
策畫禱告，並能持續成長。 

3. 為大學生同工在宜蘭的適應與後
續服事的搭配有美好的關係與果
效禱告。 

4. 為九月份開始周六晚崇拜的預備
守望禱告。 

5. 為教會搬遷有一個新的地點，主
開路禱告。 

發光教會、希望之家： 
1. 孟凰傳道 8/12 肋骨第 6 根骨折

裂傷，請代禱求神醫治，可以快
快復原好起來！ 

2. 長生不老‧樂活俱樂部已於 8/4 順
利開班，這週 8/11 人數繼續增
加 10 人，感謝神回應禱告，請
代禱求神繼續帶領人來參加。 

3. 8 月起發光教會，每週三和五下
午 2~5 點辦理兒童歡樂營，求主
帶領社區兒童來教會參加代禱 。 

4. 袁榮泓弟兄的公司，求上帝保守
宜蘭及新竹的工地能順利完成，
求主供應每週都有案子可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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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  

週日午 2: 00  

  林長佑府上  

寶貝夫妻 /  

年華 .雙郁  

本週  

聚會  

週二早 9 : 30  

何曾滿貞府上  

非比/  

何曾滿貞  
暫停  

週二早 10:0 0  

劉冰心府上  

新天新地 /  

張玉娟  

週二晚 7: 30  

副堂一  

小羊小組 /  

李翠蘭  
10 

週二晚 7: 30  

成人圖書室  

果子小組 /  

黃禾岳  

週三早 1 0:00  

 副堂一  

榮耀/  

巫麗兒  
暫停  

週三午 3 : 30  

德霖科大  

德霖團契 /  

何雪芬  
學期末  

週三晚 7: 00  

      副堂一  

以斯拉 /  

劉啟國  
8 

週四晚 7: 00  

      副堂一  

麥子小組 /  

劉明道  

暫停  
週四晚 8: 00  

      探訪  

探訪/  

王  燕  

週五早 1 0 :00  

   成人圖書室  

幸福讀書會 /  

張純招  

週五早 1 2 :00  

      小副堂  

亞東團契 /  

何雪芬  
學期末  

週六晚 6 : 30  

      副堂  

國 中 / 黃 偉 倫  7 

高 中 / 蘇 柏 菱  6 

愛加倍／王莉蓉 7 

週六晚 6 : 30  

      正堂  

光鹽/  

張沂帆  
20 

週六晚 7 : 30  

黃勇毅府上  

喜樂河 /  

柯羽韓  
暫停  

週六晚 7 : 30  

兒童圖書室  

主恩/  

陳香梅  
9 

上 週 聚 會 人 數 合 計  67 

 

 

 

【歡迎新朋友同來聚會】 

1. 8/21(日)下午 13:30 舉辦《小組長聚會》，請同工預備心出席。 

2. 《基督生平》第三冊即將開課，時間為 9/9(五)晚上 20:30，歡迎已完

成第二冊的弟兄姐妹加入受造就行列。 

3. 第五梯次遇見神營會 10/9-10 於長庚養生會館舉辦，費用每人$700，

歡迎願意經歷神的弟兄姐妹報名參加(本活動需滿 15 名)，至 9/18 截

止。 

4. 下主日第二堂小蜜滴兒童合唱團將演出音樂劇《如你如我》，歡迎弟

兄姊妹前來欣賞。 

5. 溫馨提醒：若有感冒呼吸道症狀或需自主健康管理弟兄姊妹，請勿前

來參加實體會，選擇參加線上主日聚會及周五線上禱告會。 

球場為主發光！ 
                      基督教今日報 

 

 

祢保守志豪，今天的比賽一切順
利……」 
  有時，張志豪身上有些職業傷
害，需要開刀修復等等，「這群
人」也始終陪伴在其身旁，讓他和
妻子朱海葳很感動。 
  回憶剛進到教會時，走進牧師
辦公室，看到宋逸民牧師、陳維齡
師母，以及吳東諺、白家綺夫妻，
所有人圍著他和妻子，跪地禱告，
按手為著他的工作、家庭和生活難
處，甚至禱告到落淚，他嚇到了。 
  「全部人都跪著為我禱告，那
次我印象非常深刻...」他提到，
去年不僅自己受傷，更是生命經歷
低潮的一年。岳母和父親雙雙生
病，他忙著養傷還要照顧小孩，連
過去熟識的濟公師父都無法解決他
的問題，早已身心俱疲。 
  反而是這群基督徒又出現，不
斷地告訴他正面的話語，帶著他禱
告。久而久之，他也半信半疑地跟
著說：「好吧，如果祢真的這麼
神，祢讓我岳母好起來，我就相信
祢。」 
  果真，不到一個月時間，岳母
的狀況逐漸好轉，也可獨自生活，
「我那時候就很確定，真的，我信
（基督）了！」 

一軍二軍都要努力，球場禾場都能
榮耀神 
  談起職棒的夢想，張志豪單純
地說，只是看到親戚張泰山剛好是
全壘打王， 因此只要他傳來戰勝
比賽的好消息，在鄉下地區都習慣
全村宴客慶祝，「棒球」也順勢成 

為許多孩童心目中的夢想。 
  在得到父親的同意後，張志豪
一心轉往運動領域發展，笑著說：
「現在我兒子也跟我一起打球，哈
哈！」 
  不過，職棒的路上並不是如想
像中順遂，張志豪多次因受傷而導
致整個賽季報銷。 
  2020 年曾因傷送醫，2021年 5
月比賽時，左手肘韌帶撕裂，更曾
在媒體前坦言：「手肘是被我自己
打斷的，所以我還要再找（回球
感），有時會有心裡的恐懼。」 
  初期比賽還未信主，他憑著過
人的意志力，每每上場前刻意壓抑
內心的懼怕，但信主後回顧這段經
歷，他只有感恩：「其實是好多人
在幫我、神在幫我，就像牧師說
的：『往前看迷迷糊糊，回頭看清
清楚楚。』」 
  面對「受傷」一事，如今張志
豪都有不同的解讀。過去他時常陷
入「賽季報銷」的自責情緒中，現
在則會發現神在其生命中的美意。 
  如果他沒有受傷，他無暇顧及
父親和岳母的病況，也失去了與兩
個兒子的相處時間，更遑論要一邊
維持賽季中的好表現。 
  張志豪分享：「其實，這些都
是神在幫助我！」 
  另一方面，因帶傷，他從中信
兄弟隊的一軍比賽球隊，被下放至
二軍預備球隊，卻沒有表現失落或
緊張，反而每天預備自己、按照素
常所行，深信神會為他預備道路。 
  這樣的穩健態度，也讓許多二
軍的學弟不免好奇：「學長，你怎
麼能夠這麼平靜？」、「我有看學
長的球賽，當時這麼緊張，學長怎
樣能有好表現呢？」 
  這時，張志豪都會告訴他牧師
曾說過的正面話語，以及帶領其中
的基督徒禱告，也常常對後輩們分
享自己的掙扎： 
  「我受傷後，又被下放二軍
了，為何我還要這樣拚，你們知道
為什麼嗎？因為，我在『跟自己比
賽』，不要輸給我自己，所以你們
更應該有這樣的想法，不是在一軍
掉下來後就要練不練，不論在哪裡
都要努力！」 
  除了心得分享，張志豪也會從
旁觀看後輩們的練習狀況，有時會
突然出聲：「學弟，你跟我進去 

（球場），我教你打擊！」 
  採訪時，他也分享學弟們最常面
臨的困境，例如有些學弟好不容易升
上一軍，卻因為要在電視機前面比
賽，或因個人的得失心較重等，導致
表現失利、又被下放二軍，如此一
來，也容易惡性循環。 
  張志豪分享曾經遇過的真實例
子，這個學弟剛被升上一軍，準備上
場比賽，心中卻有許多擔憂，於是他
賽前隨口問： 
  「教練拉你上來（一軍），你緊
張嗎？會怕嗎？」張志豪問。 
  「會、有一點。」學弟回答。 
  於是張志豪直言：「那你會怕就
跟教練說，讓你去二軍，你就不會怕
了。」 
  「什、什麼意思？」 
  「你會怕就根本不用比了，你要
不就拿出百分之百的精神，去拚這
次，如果打不好被放二軍，你也會跟
自己說盡力了，就是訓練不夠、繼續
努力。如果你是怕失誤，那你永遠都
會這樣，而且，你在上場那次還得不
到任何經驗。」 
  他笑著回憶，「一軍二軍都是良
性競爭，真的只有把自己做好，學弟
們才會看到榜樣，為了球隊一起努
力。」 

場外的賢內助，是張志豪最大的支持 
  妻子朱海葳受訪時分享，只要張
志豪上場比賽，她幾乎都會帶兩個兒
子觀賽，也會在場邊加油，或用手機
錄下每一個比賽時刻。當比賽結束
後，她也會私底下提點丈夫：「我覺
得你剛剛這樣打比較好」，也會適時
給予鼓勵：「你今天表現不錯。」 
  聽到這席話，讓一旁的張志豪聽
了笑開懷：「她就是我的『地下總教
練』！」 
  朱海葳也提到維繫幸福婚姻的祕
訣，「夫妻間就是要懂得低頭，一個
要懂得下台階，一個要學習原諒，如
果兩人永遠都在爭輸贏，你們也輸掉
了感情。」甚至坦言，每次兩人吵架
時，都是丈夫先去禱告，然後再回頭
對她說：「我剛剛禱告過，確實是我
不對。」讓她無奈地笑了，想生氣都
很難。 
  「當你下定決心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百分之百去付出，下一次就會累
積更多經驗，一定會成功！」－中信
兄弟外野手張志豪 

 

小組分享  

1. 先知要求以色列禱告甚麼？為何

如此？ 

2. 神應許悔改的百姓怎樣的愛？分

享其中一項。 

  「比賽前，我都會拿好裝備，
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禱告，例如說
『親愛的天父，感謝祢給我們好天
氣，求祢保守每個球員，等一下在
球場都有好表現，一起榮耀祢、完
成比賽，阿們！』」 
  中信兄弟外野手張志豪，是前
中華職棒全壘打王張泰山的姪子，
個人也達到 63 支三壘安打成為紀
錄保持人。他不僅是一名優秀球
員，更是球隊學弟們眼中可靠的大
前輩，甚至在下二軍時，不藏私地
教導後輩打擊技巧：「只要信，不
要怕！你（如果）有上場機會，全
力以赴就對了。」 
球場禾場都為主發光！ 

  張志豪如何信主？一切，都要
從一個簡單的邀約，以及一群不放
棄他的人們說起。 

牧師師母跪著為他流淚禱告，令其
印象深刻 
  張志豪來自台東阿美族，兒時
去過幾次教會，後來便不再熱衷於
信仰。直到去年，同是運動員背景
出身的藝人吳東諺主動邀約：「志
豪，要不要來教會看看？」 
  當然，起初他有些猶豫，認為
這些人怎麼開口閉口都是「耶
穌」，且身上感覺有很多「神蹟故
事」？ 
  不僅是吳東諺，連宋逸民和陳
維齡牧師夫婦都很關心他，時常一
整群人「揪團」一起去球場看他比
賽，不論是賽前賽後、贏球輸球，
用電話或實體見面，這群火熱的基
督徒不斷地為他禱告，「主啊，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