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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城週報
本週金句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

我路上的光。  

【詩一一九 105】  

板城 365 進度 
每日讀經 

□2/05 詩 119:153-176 

□2/06 詩 120:1-7 

□2/07 可 1:1-8 

□2/08 可 1:9-15 

□2/09 可 1:16-20 

□2/10 可 1:21-45 

□2/11 可 2:1-22 

一年聖經速讀 
2/05 創 43 詩 20-21 太 25:1-30 

2/06 創 44 詩 22 太 25:31-46 

2/07 創 45 詩 23-24 太 26:1-30 

2/08 創 46:1-47:27 詩 25 太 26:31-56  

2/09 創 47:28-48:22 詩 26-27 太 26:57-75  

2/10 創 49 詩 28-29 太 27:1-26 

2/11 創 50 詩 30 太 27:27-44 

⚫ 主日事工服事表 

 本          週 下          週 

證   道 何有義 何有義 

領   會 黃勇毅 劉明道 蔡嘉宜 

敬拜團 喜樂河 錫安詩班 青牧團隊 

投影片 柯羽安 張謹信 張謹信 

音   控 高偉珉 何雨晴 張師嘉 

招   待 
吳淑華 

林澔一 

黃敬惠 

林君玲 

黃冠瑋 

李奇紘 

賴怡廷 

趙甄琳 

值   星 楊淑如 林大順 張年華 王燕 

禱告會 2/10 鄧碧霞 2/17 柯羽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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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典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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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何有義 

獻上感恩 

1/22 何有義 

兔年突破年 

1/29 何有義 

開廣我心 

2/5 何有義 

邁向光明的人生 

本週壽星  

02/05 李玉瓊 

02/06 李秋美、邱恩慈 

02/06 陳宏齡 

02/07 陳龍蓀、許吳森妹 

02/09 吳述恩、張金花 

02/03 黃奕華、黃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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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7 期 
20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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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000 
不指定$ 3 4 7 , 0 0 0 暑期福音隊$ 1 2 4 , 0 0 0 恩友中心$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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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親營開始囉 活動剪影 

 (攝於 202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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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上午 10:00-12:00 第二堂崇拜 94 

上午 09:00-10:00 禱告會 6 

上午 10:00-12:00 兒童主日學 23 

中午 12:00-13:30 錫安詩班 20 

週五 晚上 19:30-20:30 禱告會 28 

週六 
下午 14:00-16:30 童樂會 結業 

下午 16:30-18:00 小蜜滴 2/11 開課 

⚫ 上週奉獻徵信 

十一奉獻    

(026)2,000(028)5,000(045)60,000(163)4,000 

(主知名)2,000 

感恩奉獻   

(001)500(103)2,000(L14052)1,000(H06851)1,000 

建堂奉獻    

(086)4,500(124)10 ,000 

愛心奉獻   

(主知名 ) 1 0 0 

主日 2,600                  建堂累積：6,423,400 

本月經常奉獻累計： 847,973 

 

   2023 標竿   2  
開枝散葉 

結實累累 

 

●板城 1 月份行事曆 

項目 日期 內容 

1 2/4 補班補課日 

2 2/10 黃子容姐妹禱告特會 

3 2/11 學生牧區春遊 - 大稻埕百年美食之旅 

4 2/18 補班補課日 

5 2/19 小組長聚會 

6 2/28 二二八和平紀念日 辦公室休假一天 

 

 邁向光明的人生 
【詩篇一一九 10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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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前面道路是＿＿＿＿或＿＿＿＿＿，
上帝的話都指引我們。 

一、確信聖經是＿＿＿＿＿＿＿ 
要讓上帝的話引導我們，就必須確信聖經

的記載，＿＿＿＿都是上帝的話。 
 ▲提後三 16-17 
16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
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17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
善事。 
＊保羅的話有幾重目的：  

1.肯定聖經是我們信仰的＿＿＿＿。 

2.基督徒應當真實明白聖經的＿＿＿＿。 

3.遵行聖經的教導，使人生命更加＿＿＿。 
 ▲太五 18-19 
18 我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到天地都廢去
了，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都要成
全。 
19 所以，無論何人廢掉這誡命中最小的
一條，又教訓人這樣作，他在天國要稱為
最小的，但無論何人遵行這誡命，又教訓
人遵行，他在天國要稱為大的。 

二、確信上帝的話有＿＿＿＿的能力 
（一）上帝的話使人得＿＿＿＿＿ 
 ▲來四 12 
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
刃的劍更快，甚至魂與靈，骨節與骨髓，
都能刺入，剖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
都能辨明。 
 ▲約六 35 
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裏來
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 

＊得著生命糧的過程： 1.要＿＿＿＿ 

2.要＿＿＿＿  3.要＿＿＿＿ 

（二）上帝的話使人＿＿＿＿＿＿ 
詩九十一 1-4 
1 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必住在全能者的
蔭下。 
2 我要論到耶和華說、他是我的避難所、
是我的山寨、是我的 神、是我所倚靠
的。 
3 他必救你脫離捕鳥人的網羅、和毒害的
瘟疫。 
4 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
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誠實、是大小的盾
牌。 

上帝是＿＿＿＿的，祂必不叫那倚靠祂的

人蒙羞。 

網羅和瘟疫是形容各種無法預期的災難，

然而，上帝的保護是＿＿＿＿＿＿的。 

三、確信＿＿＿＿＿＿＿上帝的話 
（一）喜歡＿＿＿＿並＿＿＿＿聖經 
喜歡神的話，最直接的表現就是＿＿＿＿
與＿＿＿＿聖經。 
 ▲約五 39 
你們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
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 
 ▲徒十七 11 
這地方的人賢於帖撒羅尼迦的人，甘心領
受這道，天天考查聖經，要曉得這道是與
不是。  
＊讀經三字訣：1.＿＿ 2.＿＿ 3.＿＿。 
若要遵行主的道，就要懂得如何＿＿＿＿
聖經在生活中。 
＊應用聖經兩原則: 
1.＿＿＿＿原則:讓看不清楚的看得清楚。 
2.＿＿＿＿＿原則:讓看不見的看得見。 
 ▲太五 27-30 
27 你們聽見有話說、『不可姦淫。』 
28 只是我告訴你們、凡看見婦女就動淫
念的、這人心裏已經與他犯姦淫了。 
29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來丟
掉．寧可失去百體中的一體、不叫全身丟
在地獄裏。 
30 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來丟掉．
寧可失去百體中的一體、不叫全身下入地
獄。 
耶穌提醒門徒，光是禁戒＿＿＿＿並不足
夠，必須有＿＿＿＿的潔淨。 
（二）努力＿＿＿＿聖經 
要永遠擁有神的話，最好的方法就是＿＿
＿＿＿。 
 ▲西三 16 
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
地存在心裏。（或譯：當把基督的道理豐
豐富富地存在心裏，以各樣的智慧） 
 ▲太二十二 41-46 
43 耶穌說、這樣、大衛被聖靈感動、怎
麼還稱他為主．說、 
44 『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
我把你仇敵、放在你的腳下。』 
45 大衛既稱他為主、他怎麼又是大衛的
子孫呢。 
46 他們沒有一個人能回答一言．從那日
以後、也沒有人敢再問他甚麼。 
作為神，祂是大衛的＿＿；作為人，祂是
大衛的＿＿＿＿。 
（三）要經常細細的＿＿＿＿聖經的話 
默想，就是熟記在心且＿＿＿＿＿＿。 
＊詩篇一一九中的默想：27、48、59、
78、97、99、148等節。 
 ▲書一 8 
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要晝夜思
想、好使你謹守遵行這書上所寫的一切
話．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順
利。 

mailto:bcjh142@gmail.com


 

 

  肢體關懷  

1. 歡迎上主日嘉賓：鄭雅慧女士，

願主賜你生命豐盛喜樂。 

2. 寒假安親班還有一個禮拜時間，

求主繼續與我們同在，讓參加的

學童都能認識神。 

3. 為懷孕的王淑平、李慕真姐妹代

禱，求主使母親胎兒都強壯、順

利生產。 

4. 本週六學生牧區一日遊，前往大

稻埕百年美食之旅，求主保守出

入平安。 

5. 初信主的黃進力弟兄於 2/2 安

息，求主安慰家人的心。預計

2/15 日早 8:30 舉行安息禮拜。 

6. 為肢體及親人代禱 

(1) 仲金英姐妹肺腺癌的後續治療，

求主保守。 

(2) 許淑蓉姐妹(湯國傳的母親)腰椎

血管病變，求主看顧保守。 

 子會關懷                  
泰山福音中心：  

1. 為一對一陪讀＂懷疑到相信＂的

課程代禱，目前有兩位在陪讀。 

2. 實體聚會的弟兄姊妹更穩定。 

3. 為外展的傳福音，求主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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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小組共15  服務學習&RPG 暫停 

1. 求主預備3月份的受洗家人，並

為3月份新一季的基要真理班招

生順利禱告。 

2. 為開學前能預備好新一學期的服

務學習計畫守望禱告。 

3. 為年後大學生開學的凝聚與一對

一陪讀的邀約順利禱告。 

希望之家： 

1. 請為孟凰傳道的媽媽代禱，指數

已恢復正常，但因家裡有人確

診，所以仍待在醫院，求主保守

不要被傳染任何病毒。求主醫治

因跌倒引起的腦水腫和腰椎第五

椎塌陷，請代禱。 

2. 發光結束之後，長輩社區樂活班

轉進天闊社區，2/16 每週四繼續

聚會！ 

3. 1/30 日辦春遊，舉辦樂活一日遊

到坪林，約有 30 人參加，活動

順利感謝主！ 

4. 袁榮泓弟兄的公司，為工程項目

“台中國際會展，中心二期工

程”有關地坪專案代禱。求神恩

待賜福，將這個項目順利地交到

我們公司佳淂榮實業有限公司手

中，願神自己得榮耀。 

聚會表  

本週聚會時地  小組長  
上週  

人數  

週日午 12:00  

    成人圖書室  

以琳/  

宋婷婷  
14 

週日午 12:00  

副堂二  

喜樂河 /  

柯羽韓  
8 

週日午 2: 00  

  林長佑府上  

寶貝夫妻 /  

年華 .雙郁  
暫停  

週二晚 7: 30  

副堂一  

小羊小組 /  

李翠蘭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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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開始  

週三晚 4 : 00  

      副堂一  

亞東團契 /  

何雪芬  

學期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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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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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六晚 6 : 30  

      副堂  

國 中 / 黃 偉 倫  

高 中 / 何 雨 晴  

愛加倍／王莉蓉 

週六晚 6 : 30  

      正堂  

光鹽/  

劉榮軒  
11 

週六晚 7 : 30  

副堂二  

主恩/  

陳香梅  
暫停  

上 週 聚 會 人 數 合 計  61 

 

 

 

【歡迎新朋友同來聚會】 
1. 感謝主使我們同心敬拜，有份於愛心奉獻。今天下午 1:30 執事同工

會，並有「從懷疑到相信」培訓介紹，請執事及小組長準時參與。 
2. 歡迎弟兄姊妹主日前來敬拜上帝，教會將持續以<我的教會>APP 主日

點名，請未下載肢體儘快完成下載。為幫助板城家人們，有需要協助
可攜帶手機至報名櫃台，將有專人協助。 

3. 本週五晚 7:00-9:00 禱告特會，邀請黃子容姐妹分享信息，並做個別
禱告服事，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4. 本週六(2/11)早 8:30-午 4:30 將於成圖舉行《保羅生平》第三冊集訓，
請門徒小組弟兄姐妹預備心、準時參加。 

5. 報名櫃台 
(1) 2/19(日)午 1:30 小組長聚會擴大舉行，「 從懷疑到相信見證分享

會」， 這是傳福音最棒的系統培訓，歡迎有負擔的弟兄姊妹一起參
加，請在報名櫃台報名。 

(2) 2022 年奉獻會計報告已經結算，若需奉獻證明，請至櫃台登記，至
2/26 主日截止。 

(3) 小蜜滴兒童合唱團將於 2/11(六)開課，欲報名請洽櫃台。 

我是靈魂復健師 
                      基督教今日報 

 

 

診斷為肺腺癌末期，已轉移腦部，
生命僅剩 6個月。於是，家族釣具
店生意交由母親管理，除此之外，
母親還需要照料父親，陪伴進出醫
院化療並調養身體。沒想到本來醫
師診斷只剩 6個月生命的父親，非
但沒有離世，反而決志受洗，火熱
跟隨耶穌。 
  張振哲回憶道：「我完全沒想
到，以往不進教會的父親，在罹病
後竟『拼了命』似地參加教會所有
活動。他告訴我，在教會裡讓他感
受到『一股很平安的力量，不再害
怕』。而且，他還鼓勵我也一起去
教會。」 
  父親的話讓他明白，信仰不是
找仙丹，也不是感冒、發燒一定會
好，而是心中對上帝的渴慕得到滿
足，內心擁有神同在的十分平安，
喜樂隨之而至。喜樂的心，乃是醫
治的良藥。 
  當上帝成為一家之主，在神的
恩待下，不僅保守張振哲的父親平
安度過兩年，更帶領他們一家人的
關係，在這期間得著醫治與恢復，
隨之而來的，是更豐盛的祝福。 
  父親返回天家後，張振哲開始
思考人生的歸處，企盼將來與父親
在天堂相聚，同年聖誕節他受洗成
為基督徒，並開始接受裝備。 
  在五專與研究所等求學階段，
張振哲在教會服事與帶領營會，不
論求學或服事都蒙神賜福。 

三年國際短宣最大神蹟是「自
己」，從排斥到決志成傳道人 
  2008年起連續三年寒暑假，張 

振哲在姊姊支持下參加教會海外短
宣，讓他大開眼界。看到這麼多人
為了耶穌的緣故，在世界各個地方
努力。他看見神在世界各地工作，
並看到神國度之大，不僅止於一個
特會。 
  國際短宣的經歷，讓張振哲明
白—服事神不是只有在星期天，傳
福音也可以有趣、好玩，而且又是
很有意義的一件事。他說：「看到
這麼多跟隨主的人聚在一起，這就
是教會！而不是我以前主觀認定的
建築物或活動。」 
  在海外短宣中，張振哲領受到
上帝的真實存在。他鼓勵在地教
會，幫助海外同工得安息與釋放，
聽到別人遇見耶穌的差異性。 
  國際短宣的經歷，點燃他親近
神的熱情，他說短宣經歷的最大神
蹟是——自己。三年的短宣，讓計
畫成為職能治療師的他，從排斥信
仰，轉變成決定要成為傳道人，傳
揚上帝的福音。 
  研究所即將畢業之際，張振哲
在人際關係上遭遇重重困難，在苦
難中神的修剪與奇妙帶領，他看見
自己「一直很蒙恩」的印證，開始
領受呼召進入神學院裝備，開啟服
事神的新季節。 
  上帝所帶領的道路，並不是人
眼中最好的，而是神眼中更好的—
進到水深之處，成為社區鄰里的幫
助。從身心復健的職能治療師，翻
轉成為靈魂的復健師，走進神的計
畫之中。 

與神學院年長學員同工，竟因此找
到絕佳的另一半 
  張振哲進神學院裝備期間，認
識自美返台的二位年長學員夫妻，
成為他們的學長與實習教會的同
工。沒想到，日後竟成了他們的女
婿。 
  後來，他們的女兒鄒吟慈，美
國出生長大，於 2013 年暑假回台
灣協助教會夏令營。張振哲與鄒吟
慈的家人，因學校和實習都在一
起，在營會中二人互相扶持陪伴，
既是同工，又是好友，彼此非常熟
識。 
  張振哲的良善品格深得岳父母
的喜悅，在鄒父的鼓勵下，他鼓起
勇氣追求鄒吟慈。二人決定交往後
沒多久，鄒吟慈即飛往非洲肯亞教
書（實習），一週後發生瓦斯氣爆
意外，身體受傷返台復健休養，隔
年前往日本完成教學實習，2016 年
鄒吟慈返台後，二人結婚，師母在
台中馬禮遜學校教學至今。 

 

從復健師變牧師，心中最喜樂的是：
上帝這是祢做的！ 
  追求完美、求好心切的張振哲，
在職能治療上遇到瓶頸，他意識到靠
人的能力很有限，盡再大的努力，病
人得到的助益不大，令他感到無力。 
  他接著說：「今天如果你有耶
穌，人生就會簡單多了。」 
  「很多的時候，不是因為我能力
好，而是上帝讓他的生命回到對的位
置，自然就呈現該有的健康樣式。」
張振哲分享在福音事工上只需走在對
的方向，其他全靠神的動工。 
  不能倚靠人的能力，只要讓人遇
見「使不可能變成可能的上帝」，神
祂自己就會負責。他發現，當自己把
耶穌帶到人的面前，只要這個人接受
耶穌，就會有耶穌陪伴他走人生的道
路，接下來的事就容易多了。反而在
福音事工上，神卻大大為他開路。 
  張振哲在台中貿易九村浸信會牧
會，負責推動社區福音事工，包括老
人、兒童、青少年。他致力幫助社區
的人們，讓教會成為他們心靈的窗
口，讓人們認識上帝所賜的真平安。 
  他覺得當傳道人最喜樂的是：
「上帝這是祢做的，不是我做的。人
不夠時，就對主說：主阿我悔改，我
做得不夠。人變多了，我就說：主
阿，謝謝祢，這是祢做成的工！」 

看見「關係」比事工重要，志在建立
互助的社區關係網絡 
  因職能治療師的工作經歷，使張
振哲在福音事工中，更看重「人」而
不是事情，雖然他自己是牧師，卻不
喜歡過度高舉牧者，認為「關係」比
任何事工重要。 
  他不會直接談聖經，而是談會眾
熟知與在意的領域，熟悉會眾會直呼
他的名（Austin）或暱稱（阿哲）。
就像耶穌是人們至好的朋友，牧師也
要當社區至好的朋友一樣。 
  他說：「我一直渴望教會成為社
區的中心，讓教會的人融入社區的生
活，讓社區的人隨時想來教會。當人
們碰到問題時，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教
會。」 
  張振哲企盼在教會建立社區關係
網絡，不是單單倚靠牧者個人的力
量，而是建立整個社區的互助人脈網
絡。他說：「一群人，凝聚在一起，
彼此互相幫助，這就是教會。」 
  耶穌，就是一切的解答。願教會
成為社區鄰里的至交好友，願教會成
為社區鄰里隨時的幫助。 

小組分享  

1. 你如何確信聖經是上帝的話？

分享神的話如何改變你？ 

2. 我們應當如何表現愛慕神的

話？ 

  從小叛逆、思維理性、辯才無
礙的張振哲牧師，在成為傳道人之
前是復健科的職能治療師，任職於
埔里基督教醫院，幫助人恢復身心
的自信與健康。 
  兒時一直跟著奶奶四處拜拜，
參與台中大甲各式廟會活動，他，
認為信仰不是仙丹，並疑惑著：人
生的未來，要去哪裡？ 
  從未想過自己的人生，會跟基
督教有關，會信耶穌，更別說成為
牧師...，然而在神的計畫和時間
下，張振哲從身心的復健師，翻轉
成為靈魂的復健師。 
  在張振哲小時候，父親為改善
家裡婆媳關係，鼓勵母親隨著姨婆
到教會，因而使母親成為家中第一
位基督徒。母親火熱追隨耶穌，平
日讀經事奉神，並在苗栗苑裡聖教
會擔任執事。 
  從小到大，張振哲雖隨著母親
參與教會活動，看見母親對宗教過
度狂熱，信仰觀念不盡認同。為避
免衝突，他假藉求學外宿遠離一
切，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癌末父親『拼了命』跟隨主，因深
感平安力量 
  17歲時，其父久咳不癒，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