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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一Ｏ六年 08 月份 代禱信    

  從路得記看領袖特質                          小天空          
經文：  路得記 3：01—13 

路得記第一章就開宗明義說故事在士師秉政

的時代，這時以色列人沒有王，個人偏行已路，

道德低落，放縱肉體情慾的時代。士師記很寫實

的記錄著，當以色列人不以上帝為王，信仰靈性

敗落就產生姦淫、同性戀、仇恨、兇殺等等罪惡

猖獗。拿俄米與路得，這對婆媳為了生存，從外

邦地摩押地回到了猶大地的伯利恆。路得經過一

陣拾穗的時日後，此時拿俄米要為路得設計一個

主動求婚的計劃，這是出於拿俄米對路德的愛

心，但這個計劃也是有風險的。 

路得記第三章是接續路得第二章伯利恆收大

麥及小麥季節結束了。路得要在波阿斯的田裏拾

穗日子也要接近尾聲了。兩個人可能會有一段時

間不會再見面了。此時的拿俄米心中就不得不為

路得未來的日子盤算，拿俄米計畫要為路得找丈

夫，並把計畫告訴路得，路得決定遵循婆婆的吩

咐。 

在路得記三章 1-13 節，經文可以分成三大部

份。第一部份婆婆拿俄米指導路得如何找個安身

之處(1-4 節)。第二部份路得遵從拿俄米的吩咐下

到波阿斯的場上(5~7 節)，第三部份波阿斯半夜驚

醒，答應為她盡親屬的本分(8~13 節)。 

 

本章的經文的主角不論是拿俄米，路得、波阿

斯，他們都活出神的愛。雖然第三章的經文沒有一

句話是講到愛，但他們都活出愛，最重要他們都是

在求別人益處，沒有人在求自己的益處。特別是拿

俄米，波阿斯與他的丈夫以利米勒是近親，他有也

權利要求波阿斯娶她，但拿俄米沒有這樣做，反而

主動地為媳婦路得的幸福設想，希望波阿斯能娶路

得。 

路得在今晚的表現，是完全相信婆婆並且順服

婆婆的吩咐，一個外邦

邦女子，在士師記的風

風俗時代中，深夜主動

動向一位猶大地主波阿

阿斯求婚，她是有風險

險的，也會帶來極大羞

羞恥。但由於路得對拿

拿俄米極深的愛和信

任，因此拿俄米的要求，她完全照辦。我相信路得

對拿俄米極深的愛和信任，是許多時日累積下來的。 

今夜的行動是由於婆婆拿俄米主動的計劃，它

關係著年輕媳婦路得未來的幸福。而波阿斯也表現

出願意承當責任。 

在「軍中職場宣教」，我們可以從拿俄米、路得、

波阿斯三人今晚的表現，我們可以學習幾方面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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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1)拿俄米：是整個事件主要規劃者。拿俄米

在吩咐路得內容，都是簡單具體，路得雖然是一

位外邦女子，但他卻可以完全了解拿俄米的計

劃，並執行拿俄米所規劃的。今晚此事拿俄米所

顯示領袖的特質如下。 

.今晚行動規劃的動機：是為要爲她找一個

長遠安身之處。 

.今晚行動的正當性：是因波阿斯是他們的

親族的事實，可以要求他。 

.今晚行動的時間：波阿斯今夜在場上簸大

麥後睡覺

後。 

.今晚行

動的要

領：等波

阿斯在他

睡了之

後，躺在

他脚下的

被內。波

阿斯就必告訴路得當作的事。          

.今晚行動前須完成事項：沐浴抹膏，換上

衣服，下到場上。 

.今晚行動時須注意事項：下到場上等待

時，不要使那人認出來。 

  

(2)路得：完全忠心信任並順服，徹底執行拿

俄米所吩咐的，並且臨場機智反應，在第 9 節 波

阿斯問她說：「你是誰？」，我可以想像路得是顫

抖聲音回答波阿斯，而這樣的答法是拿俄米行前

沒有交待她的的說法，但也是拿俄米心中所求所

願。 

路得因為是執行拿俄米的計劃，所以在今天

經節，路得的話語是最少的。因為執行的人，不

需要話多，執行時最怕邊執行邊埋怨。 

以後下部隊初官時，當時的職責就執行的工

作，但願路得執行婆婆拿俄米吩咐的態度成為我

們所學習，所效法的。當我們是值星官時，我們

要做的就是默默將上官交付任務完成，而不是去

抱怨為什麼要做這樣的事。 

  
(3)波阿斯：一個有能力的人，他能從別人的需

要，看到自己的責任，他也知道在以色列風俗中，

他應承 當的責任，波阿斯是遵守律法（聖經的教訓）

的人，既然律法這樣說，他就照著神的命令做。他

有幾個特點：  

 

.觀察與判斷（3：10，11 節） 

.有以律法（神的話）爲依據的責任感（3：

12、13 節） 

.不竊取他人的權利（3：12 節） 

.顧全大局，避謠言（3：13、14 節） 

.慷慨（3：15 節） 

 

波阿斯同時也是預表新約的救主基督，因為： 

.基督是收割的主。（二 3～4。） 

.祂是神人，我們的近親，（三 12，利二五 25，）

我們的贖回者。 

.祂是大能者。（注意路得記二章一節的「大

財主」可以譯作「富有的大能者」或「英勇

的大能者。」）我們本有一個更近的至親，

就是【人類】，但【人】不是一個大能者，

無力作我們的贖回者。（三 12，四 6） 

.祂關心我們，恩待我們。（二 5） 

.當我們悔改在祂被釘的腳前，求祂紫紅袍的

愛遮蓋我們時，祂的答覆是何等的快，祂對

我們說慈愛的話，並把祝福傾倒給我們。（三

章） 

.當祂贖回我們，就使我們與祂聯合；從此我

們也成為別人的祝福。（四 15～22） 
.路得是預表被律法隔絕的外邦人－尤其是

摩押人（申二三 3）－竟因恩典而蒙悅納。

因為她本是遠離家鄉的客旅，非常窮困，毫

無指望，可是在波阿斯前蒙了恩典，被贖回，

藉著婚姻和他聯合。 

波阿斯是願意承當責任，同時也有智慧，有能

力的人。每個軍人都要有上帝的呼召及使命，我們

更要去學習因著這樣的使命，承當責任，求主賜下

我們所需的智慧及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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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之感恩                       凱 明 

回想起當初剛考完大學學測的我，心中對於

「未來」這兩個字真的沒有太多的想法。來自單

親家庭的我，從小家人就對我有很多的期許，但

也正因為這個原因使我做任何事情對自己的要求

標準都會非常高。曾經，我問過好幾位大學同學，

他們當初報考軍校的理由是什麼?不外乎就是經

濟因素的考量、父母或家人的推薦、希望未來有

穩定的工作等等。我也常常問自己:那我的理由是

什麼呢? 

其實當初報考軍校心中沒有太多顧慮，最主

要的原因是

考慮到母親

年紀也大

了，不想未

來自己成為

家裡經濟的

負擔，再加

上以前高中

是學校糾察隊的一員，也是在與教官的接觸與經

驗分享當中，了解到關於軍中的一些資訊。雖然

當時懵懵懂懂就進入復興崗的大門，但現在回想

起來真的是感謝上帝在我生命當中所做的一切，

如果當初沒有認識這位愛我們的主，我想我真的

沒辦法走過軍校這些風風雨雨的歲月。 

在學生時代這四年當中有歡笑、有淚水，學

長姊的諄諄教誨、同學之間的革命情誼、學弟妹

的真心付出，都點滴在心頭。回憶這段歲月當中，

我真實經歷到上帝就是，正式接下學校團契主席

的那段期間，當初學姊交接給我這個位子時，我

一直不斷的詢問上帝:主阿，為什麼不是別人而是

我，我真的能勝任這個位子嗎?直到我將這個棒子

交給學弟的時候，我才真正了解到為何上帝要使

用我。真的很感謝耶穌在這一年中讓我看見自己

生命的不足以及軟弱，原來我來到軍校是有目地

的，成為軍中的福音種子去影響更多人。祂知道

我在人群面前容易緊張，便要我在許多人面前練

習表達自己;祂知道我常常會有高傲的心，便透過

聖經告訴我應該要謙卑再謙卑。當我誠心的禱

告，許多看似近乎不可能的事祂改變成就了，這

讓我想到聖經上說過:我靠著那加給我力量的，凡

事都能做----腓立比書 4:13。但老實說這一年也

是我內心最難熬過的時刻，每當上帝

透過各樣的人事物使我正視自己生命

的問題時，內心其實是很痛苦卻又不

得不去面對的。因為唯有這樣做你才

可以提升，正如葡萄樹與枝子之間的

關係一樣，修剪的過程必然是痛苦

的，但是那何嘗不是上帝愛我們的方

式之一呢? 

如今不再是復興崗的學生子弟，但政戰幹部

冒吃負忍的精神卻存在心中，我很喜歡網路作家

肆一曾經說過的一句話:我們不能要求對方一定

要怎麼樣做，一位每個人都是不一樣的個體，沒

有任何人是完美的就連你自己也是。我覺得跟上

帝所要跟我們說的是一樣的，我們本來就不完

美，因為我們不是神。期許自己未來可以成為一

位稱職的政戰幹部，稱職不是要得到別人的肯

定，而是對於自己的一種承諾，當我們能夠練習

肯定並喜歡自己，我們才有去喜歡別人跟這個世

界的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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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代禱  

 第七屆「93全國軍人禱告大會」，大會主題「堅定使命，仰望主

恩」，時間：9月2日上午10時，地點：榮耀城靈糧堂，講員：鄔

金隆牧師，許多軍人著軍服參服參加。感謝主100多位齊為國軍

代禱，許多人回應呼召，願在軍中建立祭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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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秋季退修會11/17、18在中華電信(高雄)訓練所舉辦，期待弟兄姐妹預劃假期，同沐主恩。

 為陸專畢業同學宜韻、昜曄、崇毅即將分發新的單位，求主與他們同在，能夠盡快適應新的

環境與任務，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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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新生結束入伍訓練後，盼望學生均能接受四年制大學教育，沒有流失。 

 

方舟團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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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新一學年開始，有新生加入團契聚會禱告。 

 

羔羊航院團契： 

 為團契在新的一年級學生內，求神興起愛主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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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九月開學生後，團契主席可以找到新生基督徒學生，加入團契禱告。 

 團契學長姐畢業後的下部隊工作及生活禱告。 

  

  彩虹團契：  

 求神幫助團契弟兄姊妹能更委身在團契。新學期團契加入更多一年級新生，注入新血輪。

 為懿宣的脊椎破裂壓到神經，8/28開刀感謝主順利平安，求神繼續醫治，讓懿宣復健恢復

原先神所創造的樣式，能正常的行走、跑步。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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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8月2名預校生在愛修園教會受洗。求神保守

受洗後的靈命成長。 

肢體代禱消息  

醫治     

1.為李敏椿牧師禱告︰7月31日大陸宣教回來車禍，肋骨斷4根，師母與小兒子多處淤血內傷，求主

完全醫治。 

2.為立仁傳道禱告：媽媽王彩珠奶奶於8/23因細菌感染安息主懷，求主賜安慰，帶領郝媽媽息了世

上的勞苦及家人的不捨！立仁及麗娜代表家屬謝謝大家的關心代禱！  

3.為敬虔弟兄禱告：父親八月中腦死安息主懷，求主使家人蒙憐憫得安慰。 

    4.為武駿弟兄禱告︰父親在8月1日因爲心臟病突發，安息主懷，求神安慰並保守武駿家人的心。 

5.為軍眷佳霖禱告︰求主醫治轉移到肺部的腫瘤能控制住，縮小滅絕，拆毀傾覆，身體全然康復。

6.為永明牧師禱告：求主醫治大腸癌的6個月化療過程，除去一切不好細胞，身體全然康復。 

7.為克灃弟兄禱告：母親的膝蓋，有退化性關節炎，求神醫治，保守康復。 

8.為松霖弟兄禱告：母親因腎臟不太好，目前已有做透析治療，請大家為此禱告  

家庭 

9.為政道弟兄禱告：政道身為海軍要長期出海，妻子懷孕一人在家，求神保守懷孕過程一切平安。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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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為慶航弟兄禱告：妻子小沛懷孕，預產期為十月，求神保守懷孕生產一切平安。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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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為昆翰弟兄禱告：其妻子慧萍懷了第二胎，預產期在九月，求神保守懷孕過程一切都平安。 

工作 

   14.為昱呈弟兄禱告：錄取國醫公衛研究所，8/28返校報到進修禱告。 

   15.為維琴弟兄禱告：暑假在東大進修，二個月前喜獲麟兒，求神保守平安順遂禱告。     

   16.為盈碩弟兄禱告︰職務調整，承辦撫恤等業務，儘快適應禱告。 

   17.為家榮弟兄禱告：面對職務重擔，求主賜健康及感情順遂禱告。 

   18.為昶翰弟兄禱告：帶領新兵入伍訓練，求主賜力量恩典禱告。 

  19.為凱明弟兄禱告：月底將完成分科教育，到新單位報到，求神保守在單位的適應。 

   20.為鼎鈞弟兄禱告：長期在外島服務，希望下一季檢討輪調回本島，照顧家庭生活。 

   21.為家君弟兄禱告：因為要照顧祖母，家庭的經濟，格外需要求神豐富的供應。  

   22.為明翰弟兄禱告：為職務調整，求主保守適應平安禱告。 

   23.為志華弟兄禱告：錄取政戰研究所，八月底返校進修道路禱告。 

   24.為志軒弟兄禱告：11月將有職務調整，希望調至可以參與教會服事的單位。 

   25.為佑丞弟兄禱告：為家庭的經濟，求神豐富的供應。  

   26.為美聿姊妹禱告：工作及服事，求主賜聰明智慧，恩典夠用禱告。    

   27.為榮典弟兄禱告：尋求神的帶領，並能每日大量讀經靈修感恩禱告。  

    



 - 6 - 

 

感謝您的支持，使軍人事工得以推展》 

106 年 07 月收支摘要與奉獻徵信 

總收入          ：157,335 總支出：        125,050 

聖工收入        ： 157,335 
 

人事費        ： 72,000
事工費        ： 38,289 
行政雜支      ： 14,761 
 

代轉奉獻 ：   
蔡哥代收奉獻: 2,500    
程玉代收奉獻: 4,000 
石開代收奉獻: 2,000 

《07 月奉獻徵信》                                               

華中興 5,000/姚光華 1,500/王智億 1,000/朱炤廉 2,000/ 

崔家琳15,000/黃頌晨 4,000/張華威 3,500/廖石開 4,000/ 

涂雅玲 1,800/沈立忠 3,000/張錦煌 2,000/盧煥淞   500/ 

傅嘉智 2,000/李武耀   500/張寬宏 6,000/李健華   400/ 

范美翠 1,000/羅耀琳   600/陳順發 2,000/游重山  700/ 

高振航 2,000/張孫健   500/劉毅弘 1,000/戴嘉儀   500/ 

游子雯 1,000/黃基禎   800/郝立仁 1,000/陳昶翰   500/ 

陳啟勝 5,000/黃皓     200/唐興家 2,000/王為軒   500/ 

白淳仁 1,000/蔡汝欣   400/王平康 1,000/吳庭志   200/ 

李盈碩 1,000/許鴻榮   250/王正鑫 1,000/鄧智華   200/ 

呂慶良 1,000/賴信龍   200/陳慶航 3,000/李銘偉   300/ 

陳湘君 1,000/黃婉琳   300/莊紀源 2,000/丁仁傑   800/ 

陳凱麒 2,000/陳立翔   500/余宣佳 1,000/徐文章   300/ 

曹常勇 3,000/陳品全   300/楊成湛10,000/杜建新 4,500/ 

唐興家 3,000/劉毅弘 1,000/王正康 6,000/呂嘉敏 3,000/ 

王治平 1,000/王麗雲 1,000/黃珮怡 1,000/張振生 4,000/ 

林敬虔 5,200/林章樸 3,885/不知名 3,000/ 

三一堂教會15,000/萬隆教會2,000/主知名唐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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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差金額

2,400,000 1,352,430  56.35% 1,047,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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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賽亞書 12: 2「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並不懼怕。因為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詩

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