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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一Ｏ七年 1 月份 代禱信    

  變遷中的上帝                       董事長 田康平            

已過的 2017 對我們是幸福快樂？還是紛擾

不安？我們留下什麼樣的記憶及評價給自己、家

人、朋友、同事(同僚,同學)……家庭、教會、公

司、單位…… 

在上帝的祝福中走過 2017,感謝有許多樂意

參與軍中福音事工的弟兄姐妹,大家一同努力的

服事,才能使職場宣教事工順利持續的進行中,諸

如榮典弟兄的領洗服事; 也特別感謝甫退休的南

部傳道張振生學長,多年來在加利利事工推展上

的盡心竭力及忠心服事,相信上帝必有更大的祝

福及恩典要加添賜福給他及家人。 

今年,對許多弟兄姐妹的家庭生活中即將會

面臨因年金改革的議題而引發或多或少的變動。

面對環境的變

遷,我們更應

該學習定晴在

上帝的身上,

用上帝的眼光

面對生活,思

想上帝的話

語，成為我們

生活中的指

引。 

所以弟兄們，我以神的慈悲勸你們，………

不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更新而變化，叫你

們察驗何為神的善良、純全、可喜悅的旨意。我

憑著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說：不要看自己過於

所當看的，要照著神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

得合乎中道。 

『你們蒙召原是為此；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 

苦，給你們留下榜樣，叫你們跟隨祂的腳蹤行。 』 

(彼得前書 2:21) 

學生時期曾讀過《跟隨 祂的腳蹤行》,故事

背景在 1890 年的美國，當時工業革命興起，機器

代替了手工，大批工人失業、生計維艱；社會型

態變遷使得人心徨徨。雷蒙城的第一教會—一間

擁有最好詩班、會眾是城中名人，地鐵主管、大

學校長、專科醫生、報業社長、歌唱家、作家、

富二代。書裡主角麥克斯牧師，在某一個主日引

用彼得前書二章２1 節，傳講《跟隨祂的腳蹤行》

的信息。感人講道結束時，一位衣衫襤褸的年輕

人走到講台前，要求向會眾說幾句話，他說:「我

並不是一般的流浪漢，我是一個失業十個月的印

刷工人.我實在不太了解，假如你們說要跟隨耶穌

的腳蹤行是真的，那麼為甚麼我現在一直在流浪

呢？我太太四個月前死了，我的小女兒借住在一

個印刷工人家裏，等著我找到工作才能接她回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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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聽你們在說要跟隨祂的腳蹤行，然而我還是一

直在外面的台階流浪著」話沒說完，這位流浪漢

昏倒在講台前。麥克斯牧師將這位流浪漢接到自

己的家裏休養，但是拖到第二個禮拜天崇拜前，

這位流浪漢死了,留下一個四歲的幼女。 

麥克斯牧師疲憊地走上講台，他結束講道前

對會眾說:「上星期那位陌生人剛剛在我家裏過

世，我不得不面對一個問題：跟隨耶穌到底是甚

麼意思？上星期他在這裏所說的一些話，帶給我

們極大的挑戰；我要徵求一批自告奮勇的人，立

約願意在未來一年當中，每當要做一件事情時，

都誠懇地問自己：『如果是耶穌祂會怎麼做？』然

後，就一絲不苟地照著耶穌可能做的去做，不問

結果會如何。」 

起初,參與的共有 50 多位信徒願意委身這項

計畫《What would Jesus do? (耶穌會怎麼做?)》這

個運動就此展開，並漸漸地發生了一連串驚人的

事件。 

跟隨基督的腳蹤行沒有艱難嗎？當然艱難無

比。 

報社社長不再刊登不當產品的廣告，禮拜天

不出週日特刊，結果訂戶大量退報。詩班女高音

拒絕了高薪旅行演唱的機會，到貧民區參與音樂

佈道。工廠的老闆學習用耶穌會用的方法，提高

工人的福利，走到生產線上去關心工人。一位鐵

路公司的高層主管，無意間知悉公司違法得利，

如果出面揭發，他會失去目前所擁有的一切，他

該怎麼做呢？ 

一位新得一筆遺產的女士，該如何處理這比錢

財？ 

連麥克斯牧師都需要思想，如果是耶穌祂會

怎麼講道，怎麼牧會...一連串事件發生在這些參

與運動的信徒身上，衝擊之大是事先無法想像

的，但參與的人卻是一天比一天增加。 

 

面對許多困難，但困難卻成了磨練心志的工

具。這場運動，在聖靈的引導下，復興了整間教

會，也改變了城市的面貌。 

 耶穌開始傳道事工的時候，就呼召門徒跟隨

祂。耶穌呼召說:「來跟從我」門徒的反應是:「立

刻跟從祂。」 

耶穌今天依舊繼續在呼召你說:「來跟從我」 

你的反應會是「立刻跟從祂」嗎？ 

我們是否準備成為並且活出一個基督徒樣

式？ 

『怎樣才叫基督徒呢？就是效法基督，做祂

所做的，走祂所走的。』」

 

從軍的背景(上帝的揀選)                  陳立翔

從 92 年 6 月大學畢業後，對於未來是一片空

白，因着兵役的問題及想提早經濟獨立，於是選

擇指職軍官為脫離學生後的第一份工作，也算是

人生中第一個自己的決定，那時的我尚未認識耶

穌，直到 93 年時因着表姊的邀請有機會去教會，

認識了耶穌，開始我不一樣的生活；信主後，生

活中除了部隊工作、家人互動外，多了教會生活，

剛進教會時很陌生，但教會裡卻有我不認識的叔

叔阿姨可以叫出我的名字，甚至主動關心問候

我，這讓我感覺很不一樣，除了原生的家庭外，

彷彿又多了一個家，所以信主不久後，教會的阿

姨主動告訴我敬拜團服事的機會，以至於我就這

樣參加了教會服事到如今。 

軍旅主的恩典

(恩典滿溢) 

信主之後，

對於部隊大小的

任務及壓力，似

乎多了一個倚靠

的力量，初信之

時對於神的話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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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好奇及興趣，但生命卻沒有極大的改變，只是

把耶穌當成另一個偶像在拜。遇到壓力及困難時

還是時常軟弱，但神總是在適當的時候幫助我脫

離困境；還記得 97 年父親突然的離開，加上當時

擔任營部連副連長乙職，常常因裝備妥善的問題

而被營長追的喘不過氣，因上述種種的問題，導

致起了退伍的念頭，但神卻在此時幫助我轉換到

旅部擔任幕僚乙職，轉任幕僚職後適應得不錯，

逐漸穩定在軍旅生活裡。信主之後在教會認識了

妻子，進而交往 6年，到 100 年 2 月份決定進入

婚姻，隨後 4月份因着本外島輪調，調到花蓮花

防部服務，一個陌生的地方，但此時的我在信仰

上有了一些成長，懂得更加倚靠上帝，對於每件

事，總是會先帶到上帝面前向祂禱告，所以很快

的也適應了花蓮的生活，102 年時在花防部認識

一位基督徒同事(保防官)，與他在職場中組成了

職場小組，在小組成立這段時間也認識了加利利

團契的石開哥、振生哥等，因着小組的成立及加

利利團契的代禱再加上美崙浸信會牧者們的代

禱，使得在花蓮的生活更加豐富。 

還記得 102 年正規班畢業後，有機會操練新

的業務(預算支用管理)，那段接任新業務的日

子，雖然壓力較大，事情較多(接任 2個業務)，

但神的恩典夠我用的，在當年度雖然正規班畢業

7月回到單位，不過 5個月的努力，當年度因着

倚靠神的大能，讓我把新的業務及原本的業務都

順利的完成，且主管還給了我 2支小功(當年度考

績還拿了個優等)，若不是神我想單單憑自己的能

力是不可能的，隨後 103 年 10 月 1 日再次因本外

島輪調，調至高雄旗山四支部彈藥庫，一個更加

陌生的環境，在那裡待了漫長的 8個月，每次放

假，對住桃園的我都是一條漫長的路途，不過感

謝上帝，在 104 年 6 月份因著上帝奇妙的安排，

我調回到在北部的三支部彈藥庫，事後回想那 8

個月的旗山之旅有神奇妙的心意與安排，因着這

8個月，使得我在 105 年 1 月 1 日晉升少校及 5

月份擔任彈藥庫分庫長乙職，都有相關的關聯存

在，若沒有那 8個月，或許就會有不同的境遇，

最後在 105 年 5 月接任彈藥庫分庫長乙職更是充

滿神恩典的一個職務。 

擔任主官對我而言，在我自己的老我裡是毫

不可能，但最後因着聖靈的感動與帶領，最後還

是順服了，這個極具挑戰的職務，在一年半的任

期內，經歷了基地訓練、大小的演習及任務，當

中不外乎有許多人員問題、弟兄感情、車禍等狀

況，但令我畢生難忘的是 106 年 6 月 22 日的營區

淹水，身為獨立營區主官的我，遇到這樣的景況，

除了單單仰望神外，根本不知道要如何是好，還

記得淹水當日晚上，我一個人默默在房間裡向神

呼求，求神賜給我能力知道該如何帶領分庫全體

同仁復原營區，感謝上帝，我們的上帝是又真又

活的神，祂垂聽我的禱告，讓我又智慧去帶領弟

兄們在短短的幾天內恢復營區正常作息及作業

(相較於 5年前營區淹水花了 1-2 個月時間)真是

不可思議，雖說過程中很辛苦，但事後也因着此

次事件，使得營區很多生活設施都得以換新，就

像聖經所說「一宿雖然有哭泣，早晨必歡呼喜

樂」。 

回顧軍旅 14 年的時間，處處充滿神恩典的脂

油，若沒有神同在，我想軍旅生涯大概只剩下痛

苦及抱怨吧!感謝神，因着這個信仰，使我無論到

哪裡，遭遇任何環境，我深信一切都有上帝美好

的心意。 

未來生活的規劃(交託仰望神) 

未來的路會如何，或許就像軍旅這 14 年一

樣，不在自己的計畫裡，但我想每個階段都會有

上帝特別的引導與帶領，現在的我，先好好融入

家庭陪陪家人，或許朝着健康方面(健康管理師)

去發展，但真的會如何，我深信上帝必有祂奇妙

的帶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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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代禱  

 為國防部馮部長，李參謀長等高層將領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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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屆軍校團契聯合退修會「榮耀的軍人，標竿的人生」，

時間：2/10(週六)下午1400至2/11(週日)中午1200，地點：

板橋中華電信訓練所，邀請所有軍校生基督徒一起參加。凡

是官校一年級及預校生、陸專生皆免報名費。 

 

黃埔真愛團契   

◆ 為團契聚會時間及人數穩定代禱，減少公差勤務干擾。 

◆ 為新生一年級適應學校生活，活出榮耀生命禱告。 

方舟團契： 

◆為海官學生團契定期聚會，求神祝福團契穩定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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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2/11為團契要籌辦第七屆軍校退修會，求神恩膏所有的籌備過程。 

 為懿宣腰部及江艾鈴手部的復原求神完全醫治。 

 聚會都能順利，隊職官的干擾能降低，不會有阻攔。 

 

 積穗團契：  

 為管院團契能興起更多的領袖跟同工，以及為他們能夠更多的勇敢去傳福音來代禱。 

 

 種仔團契： 

 在一月份團契有兩位學生決志受洗，感謝神，求神祝

福團契穩定成長。 

 1/7嘉智學長回到預校團契分享寶貴生命歷程，共有41個人

一同來領受祝福。， 

 



 - 5 - 

 

肢體代禱消息  

醫治     

1.為宜韻姊妹禱告：父親日前換吃新藥，而產生不適的副作用，求主保守完全醫治。 

2.為軍眷佳霖禱告︰求主醫治佳霖做了小腸繞道手術，身體能全然康復。 

3.為耀琳弟兄禱告：母親因曾動過氣管手術，只要天冷或感冒呼吸就會不順暢，求神醫治。 

    4.為銘祥弟兄禱告︰因照顧生病的兒子，影響其睡眠品質，求神加添力量。 

家庭 

5.為孟騫弟兄禱告：已於12/30舉行婚禮，求神祝福美好婚姻，建立基督化的家庭。 

6.為正鑫、克澧禱告：感謝神，妻子已懷孕，預產期為107年，求神保守懷孕生產都平安順利。

    7.為淳仁、為軒禱告：2/3舉行婚禮，祝福婚禮美好順利，及在主裡建立基督化的家庭。 

    8.為智帆弟兄禱告：其因心臟衰竭在醫院療養，求神保守外婆的生命充滿恩典。 

    9.為挺勇弟兄禱告：外婆於1月初安息主懷，求主親自安慰每個傷痛的家人。  

工作 

   10.為雲翔弟兄禱告：感謝主! 雲翔晉升上校，祝福在職場上更多成為祝福。 

   11.為文舜弟兄禱告: 結束分科教育後至單位報到，求神帶領在軍旅的生活。 

   12.為學賢弟兄禱告：希望在工作蒙神祝福，為主作光作鹽。 

   13.為舜彥弟兄禱告：在工作上非常忙碌，求神堅固手中的業務，辦公有效率。 

   14.為立夫弟兄禱告：為辦公室討論的氣氛禱告，求神賜下合睦同心的靈。 

   15.為志綱弟兄禱告：希望職務調整，有機會調回北部，離家近，也求神預備一位合適的伴侶。

   16.為榮典弟兄禱告︰目前在英文受訓，求神加添智慧、能力，並主與他同在。 

   17.為錦全弟兄禱告︰正接受士官班訓練，求主保守受訓一切順利。 

   18.為言溥弟兄禱告：調任某軍校本部連連士督，新的職務，求主賜下聰明智慧禱告。   

   19.為世傑弟兄禱告：為明年三月份博士班考試資格禱告，求主祝福準備課業的過程。 

   20.為曜任弟兄禱告：預計今年至正規班受訓，求神保守經歷與學歷都有神的恩典。 

   21.為家強弟兄禱告：調任北部某高司單位，求神祝福職場的見證。 

   22.為吉欣弟兄禱告：因為職務調整，會議及工作交辦的事變多，求神賜智慧妥善的規劃。 

  23.為智華弟兄禱告：目前接受士轉軍官訓練，在訓練期間求充滿屬靈聰明智慧。 

   24.為雅君姊妹禱告：為研究所的課業禱告，求神賜下智慧、聰明讀書。 

   25.為凱明弟兄禱告：一月份調至北部地區擔任某連輔導長，求神祝福新單位、新的職務。 

   26.為珺傑弟兄禱告：1/29日要參加英文多益的考試，求神祝福課業的準備的過程。    

27.為青琳弟兄禱告：連隊目前正在基地訓練，求神保守基地訓練的果效。 

   28.為建宇弟兄禱告：希望語言中心結訓下部隊後，仍有機會考全職或在職的研究所，求神成就。

   29.為香子姊妹禱告：為負擔在屏東籌辦禱告祭壇，求神成全並召聚更多基督徒踴躍的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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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支持，使軍人事工得以推展》 

106 年 12 月收支摘要與奉獻徵信 

總收入          ： 162,225 總支出：        160,285 

聖工收入        ： 162,225 
 

人事費        ： 72,000
事工費        ： 50,006 
行政雜支      ： 28,279 
對外奉獻     ： 10,000 
 

代轉奉獻 ：  8,500   
蔡哥代收奉獻: 2,500    
程玉代收奉獻: 4,000 
石開代收奉獻: 2,000 

《12 月奉獻徵信》                                               

黃頌晨 4,000/沈立忠 3,000/傅嘉智 2,000/華中興 5,000/ 

范美翠 1,000/陳順發 2,000/高振航 2,000/盧煥淞   500/ 

劉毅弘 1,000/李武耀   500/游子雯 1,000/羅耀琳   600/ 

郝立仁 1,000/陳啟勝 5,000/王智億 1,000/游重山   700/ 

唐興家 2,000/陳美聿   500/廖克澧 1,000/張孫健   500/ 

白淳仁 1,000/張孫健   500/卓志鴻 2,000/戴嘉儀   500/ 

王平康 1,000/黃基禎   800/李盈碩 1,000/陳昶翰   500/ 

王正鑫 1,000/吳庭志   200/呂慶良 1,000/黃皓     200/ 

陳慶航 3,000/王為軒   500/周彥文 3,000/陳湘君 1,000/ 

莊紀源 2,000/李銘偉   300/陳凱麒 1,000/黃婉琳   500/ 

余宣佳 1,000/丁仁傑   800/黃珮怡 1,000/徐文章   300/ 

馬榮吉 1,000/劉家君 1,000/陳宜韻 1,000/林錦全   400/ 

魏志憲10,000/廖石開 4,000/張振生 4,000/周晏嶺   200/ 

涂雅玲 1,800/不知名   300/朱炤廉 2,000/張驢   4,584/ 

謝德寧30,000/張華威 2,000/曹常勇 3,000/洪榮典    200/ 

胡展豪 3,000/利息     321/姚光華 1,500/王定康  6,000/ 

朱延智 3,000/利息     260/林敬虔 4,700/林章樸 1,300/ 

張志君 2,000/劉畢莉   500/徐永鴻1,0000/張寬宏 4,000/ 

萬隆教會2,000/主知名-華8,000/ 

※更正啟事 106年11月奉獻姚光華奉獻誤寫1500元 
更正為7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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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4,297  93.51% 155,703 

 

 

 

1.郵局劃撥帳號：1514 6314 (需到櫃檯寫劃撥單) 

奉獻戶名：基督教加利利傳道會   

 2.★ATM 轉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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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前書 2:2『你們蒙召原是為此；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給你們留下榜樣，叫你們跟隨

祂的腳蹤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