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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城週報
本週金句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

督耶穌裏造成的，為要叫

我們行善，就是  神所預

備叫我們行的。       

【弗二 10】  

板城 365 進度 
每日讀經 

□10/30 耶 24:1-10 

□10/31 耶 25:1-14 

□11/01 耶 25:14-38 

□11/02 耶 26:1-24 

□11/03 耶 27:1-22 

□11/04 耶 28:1-17 

□11/05 耶 29:1-14 

一年聖經速讀 
10/30 代上 10-11 結 12 約 4:1-30 

10/31 代上 12 結 13 約 4:31-54 

11/01 代上 13-14 結 14-15 約 5:1-23 

11/02 代上 15 結 16:1-34 約 5:24-47 

11/03 代上 16 結 16:35-63 約 6:1-21 

11/04 代上 17-18 結 17 約 6:22-40 

11/05 代上 19-20 結 18-19 約 6:41-7:11 

⚫ 主日事工服事表 

 本          週 下          週 

證   道 何有義 何有義 

領   會 何雪芬 黃勇毅 劉明道 

敬拜團 西拉團隊 喜樂河 錫安詩班 

投影片 張謹信 柯羽安 蔡聖邦 

音   控 張師嘉 高偉珉 何雨晴 

招   待 
游貴生 

王玉玲 

黃敬惠 

趙玉華  

沈明貴 

林澔一 

陳蘭英 

林君玲 

值   星 黃禾岳 林大順 楊淑如 楊佳樺 

禱告會 11/4 蔡嘉宜 11/11 鄧碧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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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嘉宜 |詹佩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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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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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 何有義 

一個人會見主 

10/09 何有義 

一心一意跟隨主 

10/16 何有義 

眼淚為主流 

10/23 何有義 

苦難人生的避難所 

10/30 何有義 

奇妙的手 

本週壽星  
10/30 吳靜婷 

11/01 王綺蘭、邱于芬 

11/02 朱啟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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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3期 
2022.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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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000 
不指定$ 3 1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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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3 , 0 0 0 希望之家 $ 5 , 0 0 0 開拓植堂 $ 4 , 0 0 0 

敬拜裝備課程  活動剪影 

 (攝於 2022.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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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上午 10:00-12:00 第二堂崇拜 79 

上午 09:00-10:00 禱告會 7 

上午 10:00-12:00 兒童主日學 17 

中午 12:00-13:30 錫安詩班 20 

週五 晚上 19:30-20:30 禱告會 31 

週六 
下午 14:00-16:30 童樂會 12 

下午 16:30-18:00 小蜜滴 18 

⚫ 上週奉獻徵信 

十一奉獻 

(022)9,500(025)11,000(054)8,000(066)1,500  

(094)10,000(111)26,800(119)20,000(138)3,600  

(239)2,000 

感恩奉獻   

(001)500(002)500(240)2,000(主知名 2 筆)400 

建堂奉獻     

(022)1,500(123)1,500(241)5,000 

指名奉獻    

(237)3,500 

主日 2,050       建堂累積：6,014,000 

本月經常奉獻累計： 579,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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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枝散葉 

結實累累 

 

●板城 10 月份行事曆 

項目 日期 內容 

1 10/16 敬拜團訓練 

2 10/23 敬拜團訓練 

3 10/29 小蜜滴前往集光福音 

4 10/30 敬拜團訓練 

 

 奇妙的手 
【耶利米書十八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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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奇妙的手時刻＿＿＿＿＿＿＿＿ 

（一）奇妙＿＿＿＿的手 

▲詩八 3 
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
亮星宿，便說：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
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 
▲弗二 10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
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 神所預備叫
我們行的。 

（二）大有＿＿＿＿的手 

▲詩八十九 13 
有大能的膀臂，你的手有力，你的右手也
高舉。 
▲結三 14 

於是靈將我舉起帶我而去、我心中甚苦、
靈性忿激．並且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大有
能力。 

（三）時刻＿＿＿＿的手 

▲詩一三八 8 
耶和華必成全關乎我的事。耶和華啊，你
的慈愛永遠長存，求你不要離棄你手所造
的。 
▲詩六十三 7-8 

7 因為你曾幫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蔭下
歡呼。 
8 我心緊緊的跟隨你．你的右手扶持我。 

（四）施恩＿＿＿＿的手 

▲詩一○四 28 
你給牠們，牠們便拾起來；你張手，牠們
飽得美食。 
▲詩一四五 16 

你張手，使有生氣的都隨願飽足。 

（五）用心＿＿＿＿的手 

▲伯五 17 
神所懲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輕看
全能者的管教。 
▲彼前五 6 

所以，你們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
到了時候他必叫你們升高。 

二、奇妙的手隨著＿＿＿＿＿＿轉動 

神對全人類有絕對的主權，但是根據他們

的＿＿＿＿而做工。 

 

（一）神的＿＿＿＿永不改變 

神說的話、祂的＿＿＿＿、祂的屬性、祂

的選召、祂的＿＿＿＿都是永不改變的。 
▲來一 10-12 

10 又說、『主阿、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
天也是你手所造的． 
11 天地都要滅沒、你卻要長存．天地都
要像衣服漸漸舊了． 
12 你要將天地捲起來、像一件外衣、天
地就都改變了．惟有你永不改變、你的年
數沒有窮盡。』 
▲賽四十六 10-11 

10 我從起初指明末後的事、從古時言明
未成的事、說、我的籌算必立定、凡我所
喜悅的、我必成就。 
11 我召鷙鳥從東方來、召那成就我籌算
的人從遠方來．我已說出、也必成就、我
已謀定、也必作成。 

（二）神＿＿＿＿＿因著人的回應而改變 

後悔不是指意志上的改變，而是指＿＿＿

＿＿＿上的改變。 
耶三 12-15、22，四 1，七 3 

人一悔改，神審判的手就＿＿＿＿。 
▲出三十三 2-3、13-14 

13 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將你的
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認識你、好在你眼前
蒙恩．求你想到這民是你的民。 
14 耶和華說、我必親自和你同去、使你
得安息。 
▲民十四 11-20 

17 現在求主大顯能力、照你所說過的話
說、 
18 耶和華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
愛、赦免罪孽和過犯、萬不以有罪的為無
罪、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
四代。 
19 求你照你的大慈愛、赦免這百姓的罪
孽、好像你從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們一
樣。 
20 耶和華說、我照着你的話赦免了他
們。 
▲拿三 5-10 

5 尼尼微人信服 神、便宣告禁食、從最
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 
6 這信息傳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
寶座、脫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 
10 於是 神察看他們的行為、見他們離
開惡道、他就後悔、不把所說的災禍降與
他們了。 
 

mailto:bcjh142@gmail.com


 

  肢體關懷  

1. 歡迎上主日嘉賓，願主賜你生命

豐盛喜樂。  

2. 最近教會肢體多有確診疫情傳

出，請彼此代禱扶持，若需要任

何支援，也請聯絡教會辦公室。 

3. 盧金隆弟兄(盧月英姐妹的姑丈) 

10/28 安息，求主安慰遺族。 

4. 本週六上午 10:30 在教會舉行黃

尤眉姐妹追思禮拜。 

5. 為懷孕的洪佳安、王淑平、李慕

真姐妹、許雅琪師母代禱，求主

使母親胎兒都強壯、順利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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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醫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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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1-12月社區福音行動代禱。 

2. 求主帶領11-12月份的聖經陪讀

小組建立，能持續開班。 

3. 為弟兄姐妹經歷神代禱! 

4. 為簡傳道父親身體並信主代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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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主日&禱告會28 

小組共12      服務學習15     RPG 3 

1. 全家確診，求主保守快快轉陰，

回歸正常生活。 

2. 為最近標案的延遲公告守望禱

告，求主持續預備。 

3. 為聖誕節戲劇的演練與服務學習

的推動能順利禱告。 

發光教會、希望之家： 

1. 為發光主日崇拜禱告，本週主日

講員：余慶榮牧師，敬拜：李恩

星弟兄，求主恩膏服事者。 

2. 感謝主，在長生樂活俱樂部工

作，本週出席 17 人，透過基督

徒的長者做見證傳福音，看見神

的榮耀同在！持續有醫治禱告，

希望未信者能在這裡認識神。 

3. 上週六社區管委會成立，借發光

場地開會，出席 32 戶，感謝

主，氣氛融洽，居民第一次走進

教會，建立良好關係！ 

4. 發光規劃週六能開展發光社區學

院，有鋼琴課、流行熱舞、吉他

成長班、長生不老樂活俱樂部！

目前正在招生，求主引領招生，

能把人帶進發光，願主使用！ 

5. 感謝主！二手鋼琴神已供應，鋼

琴狀況不佳，求主賜我智慧能處

理改善！ 

6. 袁榮泓弟兄的公司，求上帝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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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週日午 2: 00  

  林長佑府上  

寶貝夫妻 /  

年華 .雙郁  

敬拜  

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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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週二晚 7: 30  

副堂一  

小羊小組 /  

李翠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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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週三午 3 : 30  

德霖科大  

德霖團契 /  

何雪芬  期中考  

暫停  週三晚 4 : 00  

      副堂一  

亞東團契 /  

何雪芬  

週三晚 7: 00  

      副堂一  

以斯拉 /  

劉啟國  
9 

週四晚 7: 00  

      副堂一  

麥子小組 /  

劉明道  
7 

週四晚 8: 00  

      探訪  

探訪/  

王  燕  
暫停  

週五早 1 0 :00  

   成人圖書室  

幸福讀書會 /  

張純招  
7 

週六晚 6 : 30  

      副堂  

國 中 / 黃 偉 倫  
10 

高 中 / 何 雨 晴  

愛加倍／王莉蓉 11 

週六晚 6 : 30  

      正堂  

光鹽/  

劉榮軒  
14 

週六晚 7 : 30  

黃勇毅府上  

喜樂河 /  

柯羽韓  
8 

週六晚 7 : 30  

副堂二  

主恩/  

陳香梅  
5 

上 週 聚 會 人 數 合 計  116 

 

 

 

【歡迎新朋友同來聚會】 
1. 下主日下午 1:00 執事同工會，請各部門將報告事項提早寄至教會電子

信箱，方便行政同工製作 PPT。 

2. 名人講座下主日開跑，下周講員是佳音廣播主持人林凱沁老師，她年
輕時曾是拒學 10 年的孩子，後來竟能讀到美國教育碩士、還擁有教牧
學博士學位，成為知名心理課程講師，20 多年來以心理諮商及輔導專
業幫助許多人重回人生軌道。歡迎弟兄姐妹及早邀約親朋好友一同參
加，共享福音響宴。 

3. 報名櫃台 
(1) 聖誕佈置招募來囉！11/12(六)14:30 於中庭集合，歡迎願意服事肢

體報名。 
(2) 2023 聖經經文掛曆，每幅售價 80 元，欲購買會後請洽櫃台，數量

有限，售完為止。 
(3) 新春福音門聯、紅包袋代購服務，請會後至櫃台登記繳費，登記至

11/20 截止。 
4. 溫馨提醒： 

(1)   副堂各區域都備有酒精噴霧瓶，請家人們於教室使用前、後，都協助
落實消毒，並且歸還原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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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聚會，選擇參加線上主日聚會及周五線上禱告會。 

診所就是佈道所 
                      基督教今日報 

 

 

著高燒不退的孩子請求他：「孫醫
師，你一定要幫我禱告！」他履行
醫師職責，經過問診、治療、開藥
後，接著為孩子祈禱。至下午，孩
子就退燒了，聽到當下，他心中很
喜樂，相信其中有神醫治！ 
  「整間診所就是奉獻給神！」
診所櫃檯後方，高掛哥林多前書 13
章「愛的真諦」，診間內擺放「至
於我和我家，我們必事奉耶和華」
（約書亞記 24:15），期待每個走
進來的人，都能享受有神同在的安
心及溫暖。 
  許多主內弟兄姊妹一看到牆上
經文，立即露出開心笑容，好像遇
到家人般說：「孫醫師，你也是基
督徒！」開業期間，信仰不僅連結
素不相識的陌生人、為患者帶來安
慰，也帶來真實醫治。 

看啟示錄驚訝：寫出複雜世界局勢 
  回溯受洗原因，孫國平分享，
其實是因一卷特別的書信：《啟示
錄》。 
  自幼他身體孱弱，只要遇到任
何季節流行性感冒，一定「中
標」，所以立志行醫。自國防醫院
畢業後，進入醫院從耳鼻喉部開
始，按著實習醫師、住院醫師、主
治醫師一路升到主任醫師。 

  因孩子至紐西蘭求學，全家移
民至當地，身處人生地不熟的環
境，大女兒受邀進教會，接著很快
受洗。當家人見證女兒生命的轉

變，也看見基督徒的友善、熱情，
心中浮現：「信主真好」。 
  雖受基督徒的生命吸引，但孫
國平過去接受完備醫療訓練，難以
相信神蹟，尋求道路「卡關」，直
到弟兄姊妹領其研讀《啟示錄》，
看到內容與世界局勢完全吻合，他
非常震驚：「世界局勢這麼複雜的
大事，都藉著使徒約翰寫出來，還
有什麼不可能！」 
  於是全家紛紛信主，唯有兒子
因年紀太小，直到小學四年才受

洗，但兒子受洗當天還表示：「我
早就想受洗了嗎？是你們不讓我受
洗的！」年紀雖小，卻展現對基督
信仰的渴慕。 

  審視這一切都並非巧合，「原
來神就是要帶我們到異地，人生地
不熟才有機會接觸弟兄姊妹得救，
再回到台灣來。」 
  回台後，孫國平自行開設診
所，更見證神的能力、醫治與安
慰，多年間也認真服事。今年 63
歲的他，已開始準備退休，然而，
人的計畫卻趕不上神的帶領，生命

「急轉彎」，10月 17日正式就任
臺東縣衛生局局長。 
  「這不是我們當時的規劃，也
不是我們想到的。」孫國平強調。 

因基督愛心接任臺東衛生局局長 
  過去一直在北部生活，怎會到
臺東服務？ 
  孫國平夫妻二人很喜歡臺東，
常至當地遊玩；並與在花蓮縣擔任
衛生局局長朱家祥有「同窗情
誼」，朱家祥得知臺東縣衛生局缺

人手時，邀請孫國平至當地服務：
「你喜歡去那邊玩，也可以去那邊
協助鄉親。」 
  起初，他心中並無感動，卻受
到妻子積極鼓勵，還強調：「我們
這個年紀應該要回饋社會，幫助當
地醫療需要，也可與當地教會配搭
服事！」 
  「理性思考就是想抗拒、拒
絕，想留在台北優渥舒適的環
境。」孫國平坦言心中的軟弱，想 

 

到自己年紀漸長，還要適應陌生環
境，並進入從未接觸過的公務員體
系，心中難免擔憂。 
  另方面，想到神恩典滿溢，人生
平順健康，有幸福家庭與穩定工作，
故心中燃起強烈使命感，想為神奉
獻。「過去沒有信主前追求『價
格』，信主後追求『價值』。」孫國
平指出。 
  與妻子一起尋求禱告後，心中有
平安，好像神在心中催促：「你就去
吧。」決定為神委身、遠赴臺東服
務，面對又大又難的挑戰。 
  當願意跨出舒適圈，神也堅固其
心。孫國平感到軟弱害怕時，神用經
文約書亞記 1:9鼓勵他，「我豈沒有
吩咐你嗎？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
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哪裡
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 
  他心想，約書亞當時要進入美地
前，可能也如自己類似的心情，神才
會如此鼓勵。 
  而更「巧合」的是，當去參觀朱
家祥辦公室時，就看到裡面擺放一模
一樣的經文，原來，這也是朱家祥局
長曾經的心情。現在被花蓮居民親切
稱為朱爸，行事作風老練的他，過去
聽到要任職衛生局局長時，心中亦恐
懼擔憂，並領受要「剛強壯膽」。 
  兩次經歷神的鼓舞，孫國平更有
信心要勇往直前。他堅信，不論何景
況，都有神保守、引領，期許未來，
神的話要成腳前的燈、路上的光，依
靠神持續跨越困難，也在其中享受、
經歷神，讓屬靈生命能夠更茁壯、成
熟。 
  就任臺東縣衛生局局長當天，孫
國平致詞分享，很榮幸能到「美麗」
的臺東服務，過去，他長期關注臺東
衛生醫療，此次因基督徒博愛的精神
和使命投入服務，期許自己能為台東
醫療貢獻，並與花蓮縣衛生局長朱家
祥合作，共同打造花東健康生活圈，
守護鄉親健康！ 
  過去，他任職三軍總醫院臺北公
館分院耳鼻喉科中校主任醫師，後
來，自行開設國平耳鼻喉科診所，且
常年在專科醫學會深耕，也是新北市
永和區家庭照護醫療網醫師，具有豐
富資歷。 
  此外，孫國平背後還有個強大靠
山，就是「阿爸天父」，會繼續引領
他前方的路！ 

 

小組分享  

1. 神愛的雙手有哪五個面向？分

享其中一樣。 

2. 神會後悔嗎？如何解釋神的後

悔呢？ 

  「神的話讓我摸到世界局勢有

神主宰。」實事求是的孫國平醫生

驚嘆，《啟示錄》解答世界局勢的

變化、宇宙的奧秘，決心把生命獻

給神，不僅在診所內傳遞耶穌的平

安，更於耳順之年，憑信心投身過

去完全未接觸過的公務員體系：

「走一條不知道的路…相信神為我

負上一切責任！」 

把診所奉獻給神，在診間為人禱告 

  基督信仰跟醫療體系衝突嗎？

許多醫生聽到耶穌行醫治神蹟，不

禁臉色一變：「那還要醫師做什

麼！」 

  但，其實兩者並不牴觸。孫國

平開設診所期間，不僅提供專業醫

學保健觀念、藥物，還常不經意脫

口：「主耶穌愛你」、「主耶穌醫

治你」、「相信主耶穌一家必得

救」等，或用神話語安慰患者。 

  「剛開始用這些話語祝福，都

不是刻意的，但說出來後彼此都很

喜樂。」孫國平看見神話語安慰人

心，讓原本煩躁不安的患者平靜下

來。 

  更有次，有位基督徒母親，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