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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Ｏ六年 07 月份 代禱信

上得了戰場
高振航傳道
每一個國家，都需要有軍人與發展國防軍事
力量。雖然自古不乏有君王首領利用軍事武力擴
張領土、發展野心，但正常來說軍人最重要的意
義與使命仍然應該是保家衛國。國父創辦黃埔軍
校時，曾在大門口掛有對聯：
「升官發財，請往他
處；貪生怕死，勿入斯門」
，橫額為「革命者來」。
很清楚的就是要拒絕錯誤動機的人來當兵。因為
既然要成為革命軍人，就應當要有不怕死、不畏
難、勤訓苦練、隨時備戰的心裏準備。正所謂養
兵千日、用在一時，每一位軍人應當以能夠派上
戰場為國為民作戰為榮。地上的軍人如此，屬靈
的基督精兵呢？豈不更當如此為了愛神救人而裝
備自己、爭戰得勝！
我們要試著從基甸三百
勇士來思想如何成為基督的
精兵。當上帝垂聽了以色列
百姓的呼求，揀選基甸成為
拯救百姓脫離米甸人的士
師，一開始有三萬二千人來
跟隨他（士七 1~3）
，但我們
要了解他們仇敵竟有十三萬
五千人之眾。雖然已經看似
以寡擊眾的情況了，上帝竟
又作了二次的篩選，這二次的篩選條件是：
一、過濾懼怕膽怯的人

我們首先要了解，一開始的三萬二千人都是「自
願」來跟隨基甸作戰的，而不是被迫被勉強的人。
但即使是「志（自）願役」
，上帝卻不能使用這其中
大部份的人，第一個要挑戰汰除的對象就是：
「凡懼
怕膽怯的，可以回去。」上帝不能使用懼怕膽怯的
人，因為這不但是他們生命中的軟弱，也將會拖累
其他的軍人，恐懼是信心的敵人，上帝行事必須有
人的信心為配搭，信心帶出勇敢不怕死的決心，是
能上得了戰場第一個基本條件。
二、剔除不儆醒的人
第二波上帝要剔除的對象，是一切不儆醒的
人，上帝故意考驗他們的態度，凡是跪下喝水的，
代表是不儆醒的軍人，上帝也不能
用，直接剔除，直到只剩下三百人。
不儆醒的幾個根源，一個是這些人可
能活在自我中心裏面。他們倚靠自
己，用自己舒適的方式，有勇無謀，
雖不怕死，卻帶著強烈的個人意識，
缺乏合一的團隊共識，過份輕敵，缺
乏柔軟謙卑受教的心，上帝照樣無法
使用他們。
去除了懼怕膽怯與不儆醒的人，
留下的就是基甸與三百位無名勇士，
但是他們是經過上帝真正篩選過最後能夠上得了戰
場，能夠三百人如同一人般地同心合意，能夠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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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個人主義，聽從上帝透過基甸所發出的一切
命令，聽從上帝的策略、倚靠上帝的智慧、能力，
輕易打了一場榮耀的勝仗！這是耶和華的戰爭，
祂是耶和華軍隊的元帥，我們不過是器皿，但是
神要尋求的，正是「合用的器皿」。
加利利基督精兵
以目前以色列這個國家而言，因為經歷過亡
國復國的慘痛教訓，整個國家人民更加珍惜他們
目前所擁有的國家，真正以色列是「全民皆兵」
的，全民都有保衛國家捨我其誰的國家意識與革
命精神。劉三牧師曾戲稱，求主保守台灣不要成
為「全民皆逃兵」才好。不管如何，在屬靈的領
域上，基督徒也必定是「全民皆兵」
，而且必須成
為屬靈精兵的一群人。在屬靈上，我們無法苟且
偷安、無法與魔鬼談「休戰合約」
，這是愚昧的想
法。不起來爭戰，我們就必在屬靈生命的事上面
臨敗亡。今天加利利服事的弟兄姊妹，身兼地上
軍人與屬靈軍人二種角色，應該更要比一般人更
明白屬靈爭戰的意義。
從基甸三百勇士的歷史見證，加利利的弟兄
姊妹要學習如何明白上帝使用我們的心意呢？
一、目前台灣推動募兵制，大多數軍人都已
是自願役了。然而，上帝要揀選在屬靈的生命與
態度上願意為主爭戰的基督精兵。我們不是能夠
上戰場成為「拯救靈魂」的基督精兵，就是準備
成為被人拯救的老百姓。對於能夠被神使用，上
得了戰場的人（上得了台面）
，可以說是我們的榮
耀與機會，也證明我們是有正確的動機、態度與
裝備，夠被神揀選。
二、就像基甸三百勇士一樣，基督精兵要靠
主勝過一切的懼怕膽怯。我們有什麼可怕的？每
個人不一樣，但是總歸有面對長官、面對升遷、
面對任務壓力、面對同事部屬、面對單位文化…
我們每一天都有許多的壓力與無形的恐懼在侵蝕
我們的心靈。如果我們無法勝過這一切，我們的
心就會在部隊的人與環境面前因恐懼而融化。基
督徒必須學習我們是為主當兵的，我們是在上帝
的主權之下來順服世上的權柄，但是真正要敬畏
的是上帝本身。我們要在世上忠心、良善、盡本
份，但是絕不是為了有利昇遷、為了討好長官、
為了討好眾人而妥協原則，相反的，我們是持守

真理、敬神愛人、先求神的國與神的義，至於我們
前面的道路，我們是信靠神的帶領，而不是倚靠長
官的喜好。
三、我們能否上得了屬靈戰場，被神使用，還
必須擁有一個時時倚靠主的謙卑儆醒態度。我們不
能只是「不怕死」
，我們還必須「敬畏神、倚靠主」。
大衛每次打仗問二個問題：「我們能上去打這個仗
嗎？」
「我們要如何打這場仗？」因為神是耶和華軍
隊的元帥，祂來是要作主掌權的。當約書亞要進迦
南地的時候，他把兵權一開始就交給了上帝，是上
帝帶領他打這場仗的，約書亞只是聽話、順服。基
甸更是，帶著三百名勇士，用的是人心想不到的策
略，竟然大敗敵人十三萬五千人，這是一場耶和華
得榮耀的仗！今天我們為主當兵，必須放下強烈的
個人主義，不以自我為中心。我們應該在軍中要聽
長官的指揮，但更不能不聽萬軍之耶和華的聲音。
我們應該自覺性的付上代價，讀神的話語、禱告求
問神得智慧，讓神在軍中帶領我們每一步的道路。
一個不讀經、不禱告的人，絕對是一個在靈裏驕傲
的人，因為他寧可靠自己，也不來倚靠上帝，這樣
的人，是無法被神使用的。
四、基甸的三百勇士，不但有勇、有謀，而且
非常謙卑。他們是一群聽話、順服的軍隊，即使上
帝的命令十分難解，但是他們同心合意彼此配搭，
一戰成功。今天我們在部隊裏要為主作見證，除了
個人要勝過恐懼，要謙卑儆醒之外，我們也應該尋
求「清心禱告主」的屬靈肢體，同心合意的一同尋
求主，不要習慣性的落入個人主義、單兵作戰，而
要彼此同心用禱告來祝福部隊，用聖經真理的天國
文化來轉化部隊氣氛。這是一場「屬靈」的爭戰，
我們必須學習用「屬靈的方法」來倚靠「神的話與
神的靈」來得勝！
屬靈的戰場，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都是一定
要打的，因為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
找可吞吃的人。凡是信心、勇敢、謙卑、儆醒、懂
得團隊事奉、同心配搭的基督精兵，將要被神揀選
來打這一場耶和華榮耀得勝的戰役。相反地，若是
我們迷糊、無知、驕傲、懶惰、自我中心，也將成
為屬靈被擄被轄制的「傷兵、逃兵、陣亡戰士」
，求
主用神的話來祝福加利利的弟兄姊妹，頭腦清楚、
心靈強健，在各地，都為主的名，打美好的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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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幫助我-戒菸

珺 傑

我從 98 年 5 月開始抽煙，其中在 98~99 年年
底憑意志力戒過二次菸，為期不多不少，剛好三
個月，當然都以失敗收場，然後繼續抽。

神在對我說話吧？我真的想戒煙但戒不掉啊！因
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羅馬書
7:18)。

直到 100 年調到台北上班後，一開始因業務
未上手，導致壓力非常大。且不像在官校受訓時，
抽煙限制很多（如學校不能販賣香菸）
，所以我從
原來“一週”2～3 包菸的量，暴增到“一天”
1~2 包菸（Middle Seven 10 毫克）。

於是我就上前接受禱告，同工問要幫我哪方
面禱告？我不好意思說想戒除菸癮，只說有不好
的習慣想改掉。
雖然我當時的“菸齡”只有四年，但菸癮卻
很重，常聚會到一半需要出去 1-2 次偷偷抽根菸。

甚至到 101 年信主後，我還常左手夾香菸，
右手捧聖經這樣讀經。

非常奇妙，那天接受禱告之後，我的菸癮變
小，從一天１包、一週１包、一週２根菸到完全
不抽，只花了一個月，也沒有很痛苦，從那時到
現在已經四年了。我至今連一根菸也沒再碰過。
那時候，教會整季的信息都在教導有關十一奉
獻，我當時還不懂十一奉獻的意義，覺得錢已經
不夠用了還要奉獻？但我發現戒煙省下來的錢，
剛好是我十一奉獻的金額，於是，我也開始穩定
奉獻至今。

雖然我也很想戒菸，因為覺得對身體不好又
燒錢，但最多撑一週吧，然後就給自己犒賞，馬
上抽回來。
後來在 102 年 5 月，教會 Healing Room po
出了醫治領受，第一項就是“有任何成癮性症
狀，如毒癮、酒癮及菸癮”，我當下覺得難道是

2017 年夏季退修會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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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代禱
 加利利傳道會董事會通過任高振航傳道，為加利利傳
道會軍校團契主責同工。
夏季退修會董事長田康平，親自頒證給高振航傳道
(如附圖)，求神祝福所有軍校團契的聖工。

 為國防部馮部長，邱參謀長等高層將領禱告，也祝福他們為國軍制定好的政策、方向，帶

領國軍恢復榮耀形象。祝福每一次的決斷和政策的推出都是智慧、正確、公平、合理的。
 為幕兵制能有好的配套條件及措施，在質與量上能募足更多優秀願意報效國家的軍人。
 為軍人年金改革代禱，請政府看重軍人的特殊性，重要性、及對軍人的誠信，讓已對國家、
人民奉獻一生的軍人，退休後仍得以養家糊口。
 轉刊登AMCF榮光團契協會2017蒙古靈性互動會，時間：8/9至8/12，地點：蒙古烏蘭巴托，
團費約52,500元，有意願者，請與石開傳
道聯絡。加利利傳道會提供適度補助。

 7/9振生於澎湖浸信會召聚當地之軍人聚
會，傳遞軍人福音異象連結，感謝主！

 7/8榮耀城靈糧堂 所舉辦的，軍人禱告
會為軍人禱告。(如右圖)
★9/2(六)有軍人禱告大會早上10:00於
榮耀城靈糧堂，鼓勵軍人著軍服參加。

黃埔真愛團契
◆ 為團契順利聚會感恩，在校內興起老師穩定召聚、陪伴，傳承異象，興旺福音代禱。
◆ 為團契同學六月底起暑訓至八月中，接受軍事專業訓練，平安順遂，感恩禱告。
方舟團契：
◆為汪帝、偉勛、諾亞、保瑞參加油廠教會軍人禱告祭壇，經歷神的恩典禱告。
◆期待校內興起老師召聚，為方舟團契在校內有穩定的聚會禱告。

羔羊航院團契：
 為羔羊主席鎔亦禱告，每週都耐心通知並等候聚會蒙福感恩！
 羔羊聚會時間調整如下，小週：週五1800~1930，大週1830~2,000，並鼓勵個人讀經分享
代禱。
風嶺團契：
 暑訓期間可以其他軍校基督徒學生一起學習、訓練、生活代禱。及慕道友也能得著救恩。
 團契學長姐畢業後的下部隊工作及生活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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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團契：
 求神幫助團契弟兄姊妹能更委身在團契。同學暑訓期間固定靈修生活。
 為懿宣的脊椎凸出壓到神經，現正復健中，因開刀有風險，求神憐憫醫治，讓懿宣恢復原
先神所創造的樣式，能正常的行走、跑步。
積穗團契：
 新生報到後，在今年入伍生找到了一群基督徒，感謝主!
種仔團契：
 7月有兩位學生受洗歸入主的名下，求神保守受洗後的靈命成長。
肢體代禱消息

醫治
1.為永明牧師禱告︰大腸癌手術後，每週四回高雄長庚化療，為期六個月，求主使療程順利使癌細胞完
全移除，也為師母的陪伴及照顧家庭，並協助牧會身心靈健壯，恩典夠用代禱！
2.為仁傑弟兄禱告：大女兒姮媗已於7/17住進高醫接受脊椎矯正手術，為醫師及醫護團隊美好配搭使手
術順利感恩，並7/24已穿上背架，下床行動，獻上感謝！
3.為振維弟兄禱告：中正預校同學目前義大醫院接受脊椎神經縫合手術順利，為復健過程順利禱告。
4.為家瑋弟兄禱告：其母親因為脊椎開刀，求神保守開刀手術一切順利，蒙神親自醫治。
5.為宜韻姊妹禱告︰母親因為卵巢長肌瘤，在7月初第二次開刀，請為手術後康復順利禱告，求神保守。
家庭
6.為龍興弟兄禱告：預計在11月份結婚，求神保守工作之餘，有足夠時間籌辦婚禮。
7.為華山弟兄禱告：屏東特戰受訓順利，妻子懷孕第二胎，預產期在十月，為懷孕平安禱告。
8.為凱文弟兄禱告：目前全家只有一人信主，懇求神早日成就全家歸主。
9.為子淵弟兄禱告︰在外島服役，感謝神妻子已經懷孕九月個月，求神保守一切安康。
10.為昆翰弟兄禱告：感謝神妻子懷了第二胎，求神保守懷孕過程一切平安。
工作
11.為晏嶺姊妹禱告：求主賜福在工作上，滿有聖靈智慧與能力，靠主得勝有餘！保守母親的身體健康，
靠主喜樂。

.

12.為中部弟兄禱告：為牧宏、亞瑟、小志、佑丞…等弟兄姊妹在同單位中，能夠找到時間機會彼此
扶持關懷代禱，同心合意，主必同在。

13.為敬虔弟兄禱告︰八月初參加赴美受專長訓練考試，有聰明智慧禱告。
14.為進益弟兄禱告：在馬公受基地訓，有聰明智慧禱告。
15.為崇毅弟兄禱告：在工校受訓，是慕道友，求能經歷神的愛與救恩祝福代禱。
16.為楷麒弟兄禱告：研究所畢業後，分發新單位任新聞官，求神祝福新的職務。
17.為鴻恩弟兄禱告：感謝神，完成海軍陸戰隊二棲偵搜營的蛙人訓練，求神使他榮上加榮。
18.為力夫弟兄禱告：感謝神，考上研究所，九月份展開進修學習生活，求神賜福學業。
19.為俊銘弟兄禱告：感謝神，今年順利考上指參學院，求神保守一年的學習生活。
20.為昱呈弟兄禱告：錄取國醫研究所，八月底返校進修道路禱告。
21.為衍衡弟兄禱告：八月份將帶隊官校學生至美國軍校參訪，求神保守參訪旅程的平安。
22.為銘振弟兄禱告：在學校單位，調位大隊長職務，求神保守一切工作的順利。
23.為文祥弟兄禱告：單位工作壓大，調適較慢，求主賜平安禱告，早日適應部隊生活。
24.為家安弟兄禱告：工作職務調整，調至新的單位，在新的職務，求主眷顧禱告。
25.為佑丞弟兄禱告：錄取航技學院二技進修，求主眷顧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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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為銘祥弟兄禱告：在8月份將有職務異動，求神保守工作歷經神的榮耀。

感謝您的支持，使軍人事工得以推展》
106 年 06 月收支摘要與奉獻徵信
總收入

：218,710

聖工收入
：
為夏季退修會奉獻︰
夏季退修會收入 ︰
油廠教會禱告會 ︰

總支出：
275,275
人事費
： 72,000
事工費
： 43,533
行政雜支
： 15,179
夏季退修會支出：138,799
油廠教會禱告支 : 5,764

98,950
13,150
99,510
7,100

代轉奉獻 ：
蔡哥代收奉獻: 2,500
程玉代收奉獻: 4,000
《06 月奉獻徵信》

華中興 5,000/姚光華 1,500/王智億
劉自潔10,000/余宣佳 1,000/黃頌晨
張華威 3,500/鄧智華
200/李慧萍
廖石開 4,000/盧煥淞
500/涂雅玲
羅傳芝 1,500/李武耀
500/楊雲翔
范美翠 1,000/陳美聿
500/陳順發
高振航 2,000/丁仁傑
800/游子雯
郝立仁 1,000/羅耀琳
600/劉毅弘
唐興家 2,000/張孫健
500/廖克澧
白淳仁 1,000/黃基禎
800/卓志鴻
王平康 1,000/陳昶翰
500/李盈碩
陳慶航 3,000/黃皓
200/陳湘君
呂慶良 1,000/吳庭志
200/葉貴勳
余孟勳 1,000/李銘偉
300/陳凱麒
曹常勇 3,000/傅嘉智 2,000/羅文東
陳宜韻 1,000/張振生 4,000/林敬虔
福德浸信會10,600/萬隆教會 2,000/

1,000/朱炤廉
4,000/沈立忠
1,000/賴信龍
1,800/李健華
1,500/徐文章
2,000/黃婉琳
1,000/蔡汝欣
1,000/游重山
1,000/戴嘉儀
2,000/陳啟勝
1,000/王正鑫
1,000/王為軒
1,000/許鴻榮
2,000/陳立翔
5,000/黃明哲
4,900/

2,000/
3,000/
200/
400/
300/
300/
400/
700/
500/
5,000/
1,000/
500/
250/
500/
2,000/

※油廠教會禱告奉獻
陳士廷 2,000/李晶瑩 3,000/顧柔利 1,000/主知名1,100/
※夏季退修會額外奉獻
田康平 5,000/蕭麗娜 4,000/董荷芬 2,000/王獻堂 1,500/
黃珮怡 6,000/主知名15,210/

加利利傳道會106度預算及募款進度

年度預算 已得之奉獻 百分比
2,400,000

1,185,785

尚差金額

49.41% 1,214,215

1.郵局劃撥帳號：1514 6314
奉獻戶名：基督教加利利傳道會
2.★ATM 轉帳★︰

戶名: 財團法人新北市基督教加利利傳道會
ATM 轉帳:合作金庫(銀行代碼 006)，帳號 0080-717 402 620 ( 13 碼)
轉帳後煩請來電凃姊妹 2913-7225 告知 a.姓名、b.奉獻金額、c.轉帳後 4 碼，謝謝您!
您可以為加利利傳道會奉獻：
(1)每月收入的百分之一(2)每年的年終考績獎金的十分之一(3)為事工感動奉獻
(4)十一奉獻(12 月中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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