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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城週報
本週金句 

耶穌聽見就對他說 :不要

怕，只要信，你的女兒就

必得救。   【路 8:50】  

板城 365 進度 
每日讀經 

□11/13 耶 33:1-18 

□11/14 耶 33:19-26 

□11/15 耶 34:1-22 

□11/16 耶 35:1-19 

□11/17 耶 36:1-32 

□11/18 耶 37:1-21 

□11/19 耶 38:1-28 

一年聖經速讀 
11/13 代下 3-4 結 28 約 10:19-42 

11/14 代下 5:1-6:11 結 29:1-30:19 約 11:1-27 

11/15 代下 6:12-42 結 30:20-31:18 約 11:28-54  

11/16 代下 7 結 32 約 11:55-12:19 

11/17 代下 8-9 結 33 約 12:20-50 

11/18 代下 10-11 結 34 約 13:1-30 

11/19 代下 12-13 結 35:1-36:15 約 13:31-14:14  

⚫ 主日事工服事表 

 本          週 下          週 

證   道 黃子容 張恩傑 

領   會 蔡嘉宜 劉啟國 

敬拜團 青牧團隊 頌恩團隊 

投影片 張謹信 蘇正儀 

音   控 張師嘉 吳世維 

招   待 
吳淑華 

張謹德 

賴怡廷 

黃冠瑋 

王玉玲 

王女雲 

游貴生 

趙玉華 

值   星 楊淑如 王燕 劉榮軒 謝金日 

禱告會 11/18 柯羽韓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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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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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典的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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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3 何有義 

苦難人生的避難所 

10/30 何有義 

奇妙的手 

11/06 林凱沁 

啊! 我真的找到了! 

11/13 黃子容 

回家與愛的記號 

本週壽星  

11/14 周嘉亮 

11/15 陳廷孟 、馮德毓 

11/16 陳慧美 

11/17 陳昀駿 、 陳秀英 

11/18 廖筱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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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5期 
2022.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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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000 
不指定$ 3 1 9 , 0 0 0 暑期福音隊$ 1 2 4 , 0 0 0 恩友中心$ 6 ,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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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課程訓練結業合照 

 (攝於 2022.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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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上午 10:00-12:00 第二堂崇拜 94 

上午 09:00-10:00 禱告會 5 

上午 10:00-12:00 兒童主日學 23 

中午 12:00-13:30 錫安詩班 24 

週五 晚上 19:30-20:30 禱告會 27 

週六 
下午 14:00-16:30 童樂會 16 

下午 16:30-18:00 小蜜滴 19 

⚫ 上週奉獻徵信 

十一奉獻 

(010)3,000(017)5,000(021)9,100(022-1)2,200  

(034)2,000(038)10,000(039)1,000(041)4,100  

(063)8,000(065)5,000(071)1,000(072)3,500  

(080)20,000(081)1,000(088-1)7,000(089)15,000  

(096)5,600(103)15,000(104)3,000(105-1)3,000 

(108-2)2,000(124)7,800(150)5,000(150-1)3,000 

(159)1,000(170)3,500(173)7,000(223)4,000  

感恩奉獻   

(002)500(014)1,000(023)1,000(080)5,000 

(081)500(088-1)1,000(091)2,000(114)1,000  

(223)3,000(H06552)4,375(主知名)100 

建堂奉獻     

(001)10,000(080)5,000(088-1)1,000(103)3,000 

(110)5,000(123)1,300(124)2,200(141)500 

指名奉獻 (080)10,000  福音車奉獻 (080)5,000 

宣教奉獻  (150-1)1,000 

主日 7,612(兒主 312)     建堂累積：6,095,000 

本月經常奉獻累計： 183,887 

 

   2022 標竿   2  
開枝散葉 

結實累累 

 

●板城 11 月份行事曆 

項目 日期 內容 

1 11/6 名人講座 -佳音廣播主持人林凱沁老師 

2 11/13 名人講座 -喜思廣告集團執行長黃子容 

3 11/20 名人講座 -德微科技董事長張恩傑 

4 11/20 小組長聚會 

５ 11/27 名人講座 - 中化裕民健康事業總經理 孫蔭南 

 

 我想要，完全敞開！  
【作者/柳子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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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親密關係的溝通裡面，最高層次是
完全敞開真心的溝通，因為需要要冒著會
被拒絕、被冒犯的風險。但若願意敞開心
去表達愛，就是踏上得醫治的道路。一起
從五個重要的原則中，學習向對方敞開內
心吧！ 
  在親密關係的溝通裡面，最高層次是
完全敞開真心的溝通。這個層次其實是我
們最想要，但也是最難達到的層次，因為
當我們要真心交流的時候，就要冒著會被
拒絕、被冒犯的風險，在那個當下，人都
會很需要安全感，也會期待對方能夠像你
一樣敞開且不被冒犯。 
  當我們可以很真心且沒有懼怕地談論
心中的想法，包約翰說：「這是人與人相
互交通最高的境界。」當你敞開自己，再
也不擔心對方會批評你、評斷你，你會開
始有勇氣讓對方踏進你心中的世界，若對
方也有一定的成熟度能與你討論彼此最真
實的感覺、交流心中最真實的想法，雙方
就能達到溝通的最高境界。 
  為要幫助大家達到第五層的境界，我
整理出五個重要的原則，方便你們能自行
學習向對方敞開內心，而這也是本章要著
墨的重點： 
1. 言談中不能含有論斷 
  第一個原則，就是在溝通當中，要先
確定自己不要有任何對對方的論斷，一旦
有先入為主的想法，就很難完全敞開地真
心交流。有些人講話很容易傷到別人，而
且在他傷到人的時候還會說：「我說話就
是很直，不要在意啦！」我告訴你，若你
繼續以「說話很直」來包裝傷害他人的行
為和戳傷人的話語，那你之後也別想與人
有真心敞開的交流了！ 
  你不能因為「說話很直」，就不去學
習沒有論斷、沒有攻擊性地與人真心談
話，你有沒有想過，那些被你刺傷的心
情，誰要來為此負責呢？「很直」不是傷
人的託詞，學習與人交心前，要記得不要
論斷！ 
 2. 要先知道情緒沒有對錯 
  情緒本身是沒有對或錯的，生氣、高
興、憤怒⋯⋯這些本質上無關乎對錯，只是
個人的感受。當有人跟你真心敞開分享他
的難過或他生氣了，請不要馬上指責他為
什麼要生氣？為什麼要難過？甚至阻止他
表達（當然我講的不是情緒化的表達）。 
  如果你選擇指責，對方往往會先選擇
把情緒藏起來，用一種偽裝的方式面對
人，雙方就會很難進行真心交流，更難以
透過對方情緒背後釋出的隱藏線索去了解
是不是有你更需要注意的議題，這些往往
是最容易忽略掉的。 

 3. 情緒與感受需要用智慧來解讀 
  我們的大腦有一個區塊叫做「認
知」 ，也稱為「思考」，這是上帝創造
出來給我們去解讀事件的區域，這個區域
很需要神的智慧進來。當你越認識神、越
把耶和華擺在你面前，大腦裡認知的領域
就越被智慧充滿。你解讀事件時，也自然
會以智慧去看待。 
 4. 情緒「必須」表達出來 
  這是本書到目前為止不斷強調的，你
必須去指認自己當下的情緒是什麼，並且
有智慧地去表達出來。我發現人際之間，
我們常常用沉默取代溝通，我們不喜歡講
出來，也覺得不講就會沒事，尤其是華
人，但你的沒事並非真的沒事，只是常常
把那些沒說出口的，壓抑在自己心中而
已。 
 5. 除了極少情況，感受和情緒最好當下
就表達 
  我們華人有一個壞習慣，就是很壓
抑。舉個例子，在年夜飯的飯局上，先生
講錯了一句話，太太想說忍一時，風平浪
靜，但內心卻盤算著該怎麼告訴先生那天
他晚上講錯話了。然後一想就想了半年，
半年後太太靈光乍現，並把先生找來，問
他記不記得過年吃年夜飯當晚講過什麼
話，但先生根本忘記半年前自己講過什麼
了。 
  當然，有長輩在場、在同事面前，甚
至在愉快的飯局當下，不是最好的表達時
機，但是回家的路上，甚至隔天早上，都
是不錯的表達機會。所謂的「當下」不是
「當場」，重點是不要拖！要學會在事情
發生後，快點找一個對的時機練習表達出
來。 
  聖經中有一段大家都耳熟能詳的經
文：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
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做害羞的
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
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
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
耐。愛是永不止息……。（哥林多前書十
三章 4～8節） 
  這整段經文，被世人稱作為「愛的真
諦」，當你認真仔細地透過這篇「愛的真
諦」去琢磨上帝要我們做的事情時，你就
會知道應當存在我們心裡面的是什麼樣的
心法。有許多弟兄姊妹來跟我討教婚姻相
處之道時，我都會告訴他們，去讀哥林多
前書的第十三章，讀完之後，我相信離婚
絕對不是你的選項。 
  我把上面這段會談內容記錄下來，就
只是想要讓你知道，當人開始願意敞開心
去表達愛，就是踏上得醫治的道路，神要
我們存在心裡的道理當中，還有數不盡的
功課等著我們去學習呢！ 

mailto:bcjh142@gmail.com


 

  肢體關懷  

1. 歡迎上主日嘉賓：巫智輝、張伊

君、莊秋燕、吳軍諺，願主賜你

生命豐盛喜樂。  

2. 恭喜陳明騰、洪佳安伉儷11/7順

利生產得子，為媽媽術後恢復、

寶寶身體健康禱告。 

3. 為懷孕的王淑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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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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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章信先生

食道癌，吳志華先生喉頸癌，術

後恢復代禱。 

(3) 段美蓉姐妹的手骨術後恢復。 

(4) 王拓寧小 baby 腦震盪早日康復

沒有產生任何後遺症。 

(5) 林淑蘭姐妹心臟手術恢復代禱。 

 子會關懷                  
泰山福音中心：  

1. 感謝上帝，簡傳道的父親安息主

懷，最終信靠耶穌，求主保守追

思禮拜現場，讓更多人認識主。 

2. 求主帶領聖誕節3次街頭佈道傳

福音的行動，能有人進到教會。 

3. 求主祝福陪讀班的裝備課程，12

月開課，求主親自吸引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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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主日&禱告會24 

小組共26      服務學習18     RPG 3 

1. 為教會成立新的小家並能帶出影

響力禱告。 

2. 為聖誕節的籌備分工順利禱告。 

3. 為聖誕節戲劇的戲服與道具的預

備順利受望禱告。 

發光教會、希望之家： 

1. 為孟凰傳道母親代禱，確診後有

失智及失能，無法生活自理，需

要請印傭求主帶領。最近每週一

要回台中，希望有當地教會配搭

探訪，求聖靈感動使母親心柔軟

能信主！ 

2. 感謝主，在長生樂活俱樂部工

作，繼續做見證傳福音，持續有

醫治禱告，未信者心越來越柔

軟，希望能遇見神，但有一些未

信者反彈我們講太多神的話。 

3. 發光社區學院，有鋼琴課、流行

熱舞、吉他班成長班、長生不老

樂活俱樂部，目前持續招生，求

主感動人來報名，能開拓週六事

工，把人帶進發光！ 

4. 袁榮泓弟兄的公司，求上帝供應

近期可以做的案子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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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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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週三晚 4 : 00  

      副堂一  

亞東團契 /  

何雪芬  
8 

週三晚 7: 00  

      副堂一  

以斯拉 /  

劉啟國  
11 

週四晚 7: 00  

      副堂一  

麥子小組 /  

劉明道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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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週六晚 6 : 30  

      副堂  

國 中 / 黃 偉 倫  

13 

高 中 / 何 雨 晴  

愛加倍／王莉蓉 12 

週六晚 6 : 30  

      正堂  

光鹽/  

劉榮軒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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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上 週 聚 會 人 數 合 計  122 

 

 

 

【歡迎新朋友同來聚會】 
1. 今天謝謝黃子容執行長前來分享精采講座，願主賜福您及闔家。歡迎

每一位好朋友一起來歡聚，一次歡迎、永遠歡迎。 
2. 下主日將邀請《德微科技董事長張恩傑》前來分享，他中學時因到處

打架、惹事生非，被老師在操行評語上寫「痛心疾首」，至今卻成為
一個成功企業家。他要分享如何走出自己的路！歡迎多邀約親友前來
領受祝福。 

3. 下主日下午 13:30 於副堂舉辦《小組長聚會》，請同工預備心出席。 
4. 今年寒冬送暖本堂認領 50 戶，每戶提供全聯提貨券 1000 元。由信望

愛基金提供 500 元，本堂配合 500 元。將與聖誕晚會聯合舉行，歡迎
弟兄姐妹認領，一戶 500 元。奉獻請註明<為寒冬送暖>，投入奉獻箱
即可，額滿將會公告。 

5. 12/4 主日將有聖誕節洗禮，預備受洗弟兄姊妹請跟小組長或牧師報名。 
6. 報名櫃台 
(1) 《林凱沁老師》預購書已到，請訂購肢體至櫃台領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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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023 年《感恩日誌》為避免浪費，採登記索取，登記至 11/27 截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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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難中神鼓舞 
                      基督教今日報 

 

 

著，但年幼的女兒難以配合，一甦
醒，就會嘔吐、躁動不安，讓父母
常含淚用身體壓住女兒。 
  女兒還需定期服用化療藥物。
父母得親手用針筒，把藥餵進女兒
口中，若吐出來還要重灌，過程
中，女兒為表達反抗，常自行拔掉
點滴針。治療期間，幾乎每天都會
掉落，需重新施打，以致手上滿是
「千瘡百孔」的針孔。 
  看著女兒辛苦抗癌，前 3 個
月，父母幾乎每日相擁痛哭：「每
天都很難受，那陣子很軟弱，我們
不知道該怎麼辦。」 
  雖內心已承受劇烈痛苦，怎
料，苦難卻接踵而來，女兒罹癌後
3個月後，傅琪珊竟檢查出「卵巢
癌」。生下第二胎後，她的腹部疼
痛不已，原以為是卵巢囊腫，手術
時才發現情況有異，恐為癌症。 
  因卵巢癌發現時多為末期，聽
到此消息，她痛苦到幾乎無法呼
吸，心中極其恐懼：「我要怎麼一
邊化療，一邊照顧女兒？」更害怕
萬一自己離世，孩子該如何是好，
所幸，檢查結果為癌症第一期，並
醫生得知其情況後，大膽做出先不
化療的決策，先手術再定期追蹤，
若復發再開始化療。 
  「很像把一顆水球拿出來，若
沒有切除乾淨，或液體滴出來就會
造成癌細胞在體內擴散。」傅琪珊
道出其中風險。當時，在醫生的高
超醫術下，手術成功癌症亦未再復 

發，她確信其中有神保守：「我覺
得是神給我開的一條路，動完手
術，才能夠安心照顧小孩。」 
  術後傷口長達 10多公分，僅
休息 1周，她就強忍腹部疼痛，立
即趕回醫院照護正在化療的大女
兒，同時，還要照顧剛出生的老
二，常半夜起來擠奶時，都會忍不
住流淚哭泣。 
  不久後，丈夫又罹患肺腺癌，
雖只要進行手術就可痊癒，然而，
家中皆而連三罹癌，傅琪珊想：
「我是不是那個倒楣的人，還會有
什麼新的壞事發生？」半年間，心
被恐懼壟罩。 

神鼓勵，不要怕我已經勝了世界 
  「神是不是虧待我們家，怎麼
都是這樣的事情…」家人接連遭遇
病痛，傅琪珊夫妻曾至醫院檢查是
否有癌症基因，結果一切正常；她
也擔憂自己已經得罪神，導致神離
棄，不再彰顯慈愛、看顧和保護，
常在心中流淚呼喊：「神啊、神
啊，祢為什麼離棄我！」 
  現在回想，其實並非神離開，
而是傅琪珊處於極大的恐懼中，難
以感受到神同在。 
  前 3個月，她幾乎無法開口禱
告，但教會家人卻成背後力量，牧
師常帶著教會會友，跪在神面前代
禱；也有許多弟兄姊妹來探望他
們，因孩子免疫力低，大多沒有進
到病房，而是特別於醫院外鼓勵父
母。 
  而就在最痛苦時，神的話也如
種子，帶來一絲盼望，告訴她：
「不要怕、不要怕，我已經勝了這
個世界。」 
  好幾次走投無路，連醫生都無
法預期結果時，此微小信心，又領
傅琪珊回到神面前。過去，她會在
禱告中讚美、歌頌、感謝及認罪，
此刻卻僅能說出一句話：「神啊！
神啊！求祢、求祢保護我的孩
子！」 
  就在禱告中，她逐漸看見神的
工作。有次，女兒被感染，以致
兩、三週都無法化療，傅琪珊只能
禱告，求神保守女兒病情不要惡
化；還有幾次面對癌友俗稱的「期
中考」、「期末考」檢查時，害怕
到心跳都漏拍，唯一能做的就是不
停祈求神，就看見神施展大能，領
他們跨過難關。 
  「中間有很多過程，神要告訴
我，祂不是要懲罰我，祂都知道我
的痛苦，祂都在動工，有所作為，
神利用每個挑戰的時刻，對我的心
說話！」傅琪珊感動分享。 
 

  所有療程結束後，父母正要慶祝
時，醫生又表示，女兒還要再多進行
6次的療程，傅琪珊無法接受。但因
著信心突破，她決定回到神面前禱
告：「我要順服，無論還要接受多少
治療的不舒服。」接著，心中就浮現
平安與信心，帶著女兒再回醫院經歷
6次治療，如今已康復。 

耶穌成心中力量 
  回想兩年多的痛苦回憶，至今，
傅琪珊仍不明白苦難的意義，卻有段
經文不斷提醒她：「誰用無知的言語
使你的旨意隱藏呢？我所說的是我不
明白的；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
的。」（約伯記 42:3） 
  這令其深受觸動，了解許多時候
神旨意奧秘無法測透；且基督徒有更
大的盼望：耶穌，祂面對世上極大痛
苦、鞭傷、十架刑罰，從未放棄，堅
定行完神的旨意，在十架為你我戰勝
世界。 
  「我很軟弱，但是神帶著我沒有
放棄，沒有失去盼望，可以領女兒走
過困難。」傅琪珊強調是神支撐自
己，走過無法承受的苦難！ 
  去年一年多，經過沉澱與思考，
傅琪珊在部落格寫下這段經歷，把曾
經的苦難交託給神、為神所用，並真
正與神和好。 

部落格內容節錄 
  「你說什麼？癌症？」我還停留
在這句猝不及防的宣告之中，然而時
間的空白裡卻迴盪著攝人心魄的寂
靜，無法壓抑的恐懼慢慢地昇起，厚
厚的將我淹沒，僅存的一縷理智忽然
地清醒，浮現了我腦海裡唯一的念
頭：「醫師…她…她會死掉嗎？」 
  管路，連接著可可所需要的治
療；也連接著她與疾病共生的身軀，
第一階段的治療還沒有「開始」，但
我能感受到上帝給她強大的小身體。 
  「在悲傷裡繼續面對。」是我唯
一能做到的，也只能這麼做。或許是
因為我的信仰，骨子裡相信上帝能
懂，上帝也有說不出的嘆息與我同
悲；陪著家人一起生病，要好長好長
的時間，那是一段必經之路，也是重
新拼湊、重新尋找的過程。 
  從她身上，想起我在武嶺峰上的
禱告，「主，真好，謝謝祢的創造，
謝謝祢給我兩個孩子，願祢幫助我，
做好一個母親。」憶起做好一個好母
親的「期待」，該留在「我所經歷的
事」上！ 

或許，這是我能看見的，在大火
之後，焦炭土壤裡的種子會因而突
芽，反轉生氣的模樣；或許疑惑便無
妨，那就繼續帶著前行，總能在每一
日，發現那些藏在細節裡的希望！ 

小組分享  

1. 分享本週講員的分享，最能觸

動你心的一件事。 

2. 分享你印象中的死蔭幽谷的經

歷，從中學到甚麼功課？ 

  「神啊！祢離我而去了嗎？」
台灣國際基督教會傅琪珊姊妹淚
訴。懷孕 6 個月時，1 歲女兒被診
斷出血癌，開始接受一連串痛苦的
治療，緊接著自己與丈夫也相繼罹
癌，此刻的她，已無法相信神同
在，許多時候連開口禱告都做不
到。 
  苦難中，神的話告訴她：「不
要怕、不要怕，我已經勝了這個世
界。」帶給其一絲盼望，領全家人
度過困難。 

1 歲女兒患白血病，父母相繼罹癌 
  大女兒約 1歲時，因看見其臉
色不佳，傅琪珊帶著女兒去就診，
經過一番檢查，竟傳來噩耗，女兒
罹患俗稱血癌的「白血病」，她幾
乎不敢相信：「這完全不是我的人
生劇本…」 
  離開醫院後，肚子裡還懷著 6
個月大孩子的傅琪珊，牽著女兒無
助地流淚哭泣，不知未來在何方。 
  隨之而來，就是長達近 3年的
療程。每週，女兒都要透過點滴吸
收化療藥物，2、3天後，就會引起
全身神經痛。還無法說話的女兒，
只能透過哭泣表達，有時半夜痛醒
哭不停，父母就會心疼地把她抱在
懷中安撫，但又怕打擾到其他患
者，常精神緊繃。 
  此外，每個月，女兒都要全身
麻醉，直接把化療藥物施打進脊
髓，事後，為避免壓到傷口需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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