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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Ｏ七年 3 月份 代禱信

追根溯源

陳文祥牧師
否則永遠吵不停，永遠找不到答案。

為什麼要談「追根溯源」這個主題？最近桃
園慈湖蔣中正陵寢在二二八當天遭人潑漆抗議，

關乎生命有三大源頭：水源(飲水思源)、血

如果了解當事人的內心的歷史觀就能明白很多事

源(緬懷祖先)、約源(新舊聖約)，一般人會注意前

情的來龍去脈，1945 年 10 月 25 日台灣光復至今

二項，很少想到約源(新舊聖約)，這一項是超越

72 年，「日本皇民史觀」者絕對不會用「光復」

血緣，影響力更是超越種族與國界。

這字眼，他們會說台灣在「日治時期」
，不會說「日
據時期」
，因為這是「中華民國史觀」者才會用的

有一本書「根」在講一位踏上尋根之旅者的故

說法，由此可知一個字影響到底有多大。同樣，

事，鼓勵大家去讀一下，作者是亞歷克斯‧瑪瑞‧

在讀聖經時，你是用「猶太人史觀」
、還是在用「神

帕爾默‧哈利（Alexander Murray Palmer Haley）

國兒女史觀」
，同樣，也會有很大的影響，傳統保

（1921-1992），非洲裔的美國作家。他以根據自

守尚未信耶穌是主的猶太人是拒絕讀新約聖經，

己家族史完成的小說《根》這本書，起源於 200

也不會唱有關耶穌的詩歌。

多年前他那從西非甘比亞被擄到美洲的祖先昆
塔‧肯特與女兒吉西及其後裔的口頭約定，亞歷

客家神學院溫永生院長研發出

克斯‧瑪瑞‧帕爾默‧

敬祖追思三禮，追思三禮是：倒水

哈利重視這個約定，付

禮(飲水思源)、獻花禮(祖德留芳)、

上極大的代價，追查有

點燭禮(光宗耀祖)。當一個日本皇

關資料直到西非的部

民的後代自然會說他的祖國是日

落，從部落歷史官的口

本，當一個中華民國國民的後代自

中得到答案，整個過程

然會說他的祖國是中國，以自然人

實在令人感動，我們在

的角度會有差異是很自然的事，追

信仰上也要有這種追到

思三禮會場有一幅對聯：
「飲水思源

底的精神。

至根源，慎終追遠到永遠」
，提醒我
們不管是哪一國的人，在基督信仰
上我們要超越地上的血源與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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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到

在創世記有記載 4000 年前神與亞伯拉罕及

神面前來的人、必須信有神，且信他賞賜

其後裔的約定，2000 年後使徒保羅在新約聖經有

那尋求他的人。我深信因著信靠主耶穌，我們與

詳細的補充說明，羅馬書 4:17 -24 亞伯拉罕所

這些古老的約定是有份的。

信的、是那叫死人復活使無變為有的

神、他在
1982 年 4 月 3 日晚上在左營海軍官校的閱覽

主面前作我們世人的父．如經上所記、
『我已經立

室，我經歷聖靈強烈的光照與開啟、痛哭不已，

你作多國的父。』他在無可指望的時候、因信仍

李永明同學隨後就帶領我決志禱告、4 月 11 日並

有指望、就得以作多國的父、正如先前所說、
『你

在煉油廠教會受洗，以後就經歷許多奇妙的故

的後裔將要如此。』他將近百歲的時候、雖然想
到自己的身體如同已死、撒拉的生育已經斷絕、

事，聖經上所提的神竟然與我及我的後代子孫有

他的信心還是不軟弱．並且仰望

密切的關係(去年 11 月，任愛與陳甯兩個孫女相
繼在內蒙與基隆

神的應許、總沒有因不信、心裏

出生)，中間所發

起疑惑．反倒因信、心裏得堅固、
將榮耀歸給

生的故事實在述

神。且滿心相信、

說不完。

神所應許的必能作成，所以這就
算為他的義。算為他義的這句

多年前當我

話、不是單為他寫的、也是為我

在教會禱告會述

們將來得算為義之人寫的，就是
我們這信

說聖靈奇妙的作

神使我們的主耶穌從

為時，有執事跟

死裏復活的人。

我反應：留在教
會的人都是保守

亞伯拉罕的孫子以掃與雅各

派的人，我回

這對雙胞胎，同時都聽到他們祖

應：信不信是你

父與父親以撒遇見神的故事，以

們的事，但我是神的僕人，當我在述說時，就像

掃輕看不重視、甚至於不信，這神聖的約定就跟

種籽會進入人的內心，何時會生長發旺那是神的

他無分，影響到後代子子孫孫，如果他聽到我們

工作，後來有位弟兄因膽固醇過高(800)到長庚醫

在談他的事，一定很後悔當初為何輕看長子的名

院治療，在醫院禱告室接受禱告竟然痛哭不已，

份，竟然將這樣重要的事與紅豆湯作交換。

後來在作檢驗時竟然降到 100 多恢復正常，這位
亞伯拉罕的曾孫約瑟完全相信神與他祖先們

弟兄開始讀聖經甚至把詩篇 119 篇 176 節都背誦

的約定，所以在埃及臨終前會吩咐，等到他們後

下來，求主將雅各緊緊抓住神要祂的祝福的精神

代子孫出埃及時，要把他的骸骨帶到迦南地的祖

放在我們的心裡(創 32：26)，20 年前我在床邊睡

墳安葬，400 年後的摩西就實踐這約定(出 13:19)。

覺前講這個故事時，女兒陳宜就學雅各抓著我的
手要我為他祝福禱告，如今回想這一切的過程，

希伯來書 11:1-3、6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

她真的是經歷到許多奇妙的事，她 18 歲時有某位

底、是未見之事的確據。古人在這信上得了美好

弟兄主動建議，讓她去辦美國交換學生的申請考

的證據。我們因着信、就知道諸世界是藉

神話

試，他贊助 13,000 美金的費用，並提供財力證明，

語造成的．這樣、所看見的、並不是從顯然之物

當陳宜出國半年後，我去那位弟兄的公司找他，

造出來的。人非有信、就不能得

他才透露消息讓我知道，他遇到經濟風暴，公司

神的喜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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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財務危機差點關門，神竟然透過別家公司的幫
助 1,000 萬，度過這場危機。
1983 年我從海軍官校畢業，生命中經歷許多
奇妙的事，就在心中默默跟神許願：如果國防部
有新的規定出來，准許志願退伍，我就簽退去讀
神學院。1992 年我在救難艦上發生被纜繩打到的
意外事件(當天晨更經文是詩篇 18 篇：曾有死亡
的繩索纏繞我．匪類的急流使我驚懼陰間的繩索
纏繞我．死亡的網羅臨到我。)，我知道這條命是
神的保守與拯救，當國防部新法規說正期生服務
滿十年可申請志願退伍，1993 年我就申請退伍去
讀神學院，1994 年 3 月 22 日女兒就在中和出生，
當時母親還提醒我，要等小孩長大再申請退伍，

偶像，聖誕節老師叫我扮演聖誕老人發送糖果，

我回答小孩要多大才叫長大，我跟神許願就要還

當時用漿糊把棉花黏在下巴，那種感覺仍存在心

願。想不到如今我帶著內蒙來的女婿、女兒與小

中，更奇妙的是那時我的心願：求主給我力量將

孫女去看母親時，我就想起這段對話。

糖果丟到更遠的小孩手中，想不到多年後我竟然
從一個怕人加害的小孩，在耶穌裡成為一個傳福

我是在澎湖海邊湖西鄉龍門漁村出生的小

音的僕人，當我們跟這位生命的源頭、創造主、

孩，三歲在海邊玩水時，被一個男孩從背後偷襲

救贖主聯結在一起，與祂的國、祂的約、祂的性

強壓到水裡，當時在心中竟然聽到一句話，叫我

情有份，這是何等有福的大事。

裝死，我停止呼吸全身放軟被壓到水底下，等他
放手跑開後，我才浮到水面吸到空氣，那時我突

「飲水思源至根源，慎終追遠到永遠」，只有

然領會潛水游泳的技巧，也體會到人類要害人時

在耶穌裡才能化解一切的國仇家恨，在主裡彼此

的可怕，五歲時去教會辦的幼稚園讀書，福音的

相愛，盼望神國兒女的歷史觀在我們的心中，讓

種籽進入心中，知道真正的神不是人手所雕刻的

我們看世界上的一切人、事、物更合乎中道。

事工代禱
 為新任國防部嚴部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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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利利傳道會前董事陳路加牧師，其妻子鄭京麗師母於3/13日在美國因中風而安息，求神安
慰路加牧師一家人，也請大家為安息禮拜的籌備事宜代禱。
黃福國牧師，其父親於3/17日安息主懷，回到天家，求神安慰福國牧師一家人，也請大家為
安息禮拜的籌備事宜代禱。
-3-

 董事長田康平在3/25日在種仔團契
按立並頒證蔡重義弟兄為「軍中宣
教士」，(如附圖。)
 為5/19(六)10：00~12：00在屏東靈
糧堂(屏東縣屏東市豐年街222號)
由柯香子等舉辦屏東軍人禱告祭
壇，歡迎前來扶持，興起守望者代
禱！
 今年北部退修會，時間：6/29日晚上至7/1日中午，地點：板橋中華電信訓練所(新北市板橋
區民族路168號，靠近板橋捷運站)，邀請所有軍人基督精兵，共沐主恩。

黃埔真愛團契
◆ 為團契聚會時間及人數穩定，及新生一年級生學校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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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團契可以找到新生基督徒學生，加入團契禱告。
彩虹團契：
 為新任團契主席服事禱告，成為許多學弟學妹的祝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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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的學期，求神祝福團契穩定成長，使更多一、二年級學生參與團契聚會。

肢體代禱消息
醫治
1.為軍眷佳霖禱告︰目前暫停化療，改放射線治療，但食慾體力均不佳，影響身體抵抗力，求
神賜給佳霖姊妹有足夠體力，可以支撐所有治療行程。
2.為永明牧師的化療後，大腸及所有的器官都恢復，神醫治的大能臨到，完全痊癒健康。
3.為明哲弟兄禱告：其父親3/1日因感染住榮總治療，並在3/8日於榮總病房受洗歸入主名，求
神繼續醫治明哲弟兄的父親，完全康復。
4.為麗娜姊妹禱告：為其母親的子宮頸癌，求神醫治並保守每次的療程都能發揮最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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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為衛良牧師禱告︰麗貞師母已順利完成心導管及相關手術，求主保守日後健康的恢復。
6.為輔昇弟兄禱告：受家族基因遺傳的疾病之故，目前正在北投醫院治療，求神親自醫治拯救。
7.為主聆姊妹禱告：日前發生車禍，腳部受輕傷，求神保守儘速康復。
家庭
8.為克澧弟兄禱告：妻子懷孕預產期為5月，求神保守懷孕生產過程一切平安順利。
9.為正鑫弟兄禱告：妻子懷孕預產期為4月，求神保守懷孕生產過程全都平安順利。
10.為忠明弟兄禱告：為兒子明年的學測，求神保守兒子專心準備學業，將未來交給上帝。
11.為家瑋弟兄禱告：母親曾因脊椎開刀，現在又因肺部及肚子都有瘤又要開刀，求神醫治。
12.為昱安弟兄禱告: 定於4/28(六)與林瑾雯姊妹，在東勢恩光靈休營地舉行婚禮。
工作
13.為家強弟兄禱告：自從調北部服務後，目前想要在台北租房屋，請為此事禱告。
14.為偉明弟兄禱告:本月至美國展開為期二年的研究所生活，求神帶領在軍旅上的學習。
15.為吉欣弟兄禱告:負責基地內各工廠人員人力上的調任分配，業務需要思考較多，求神保守。
16.為志鴻弟兄禱告：本月調任新的職務，求神祝福新的工作有新的恩膏，也能照顧到家庭需要。
17.為忠賢弟兄禱告：為單位需要同心合睦的文化，求神轉化單位的氣氛，提高辦公士氣。
18.為志軒弟兄禱告：日前從外島調回本島，求神祝福在新的職務有新的異象新的恩膏。
19.為平康弟兄禱告：即將至語文中心接受外文語言訓練，在訓練期間求屬靈聰明智慧充滿。
20.為智億弟兄禱告︰將要考戰院求主賜下智慧聰明、知識及敬畏神的靈，領受從主來的平安。
21.為昆翰弟兄 禱告︰為4月份撰寫報告滿有從上頭而來的靈感，命中目標，平安過關。
21.為志豪弟兄禱告︰目前正在基地受訓測驗，單位近期發生軍紀安全事件，求神保守眷顧。
22.為少峰弟兄禱告：現受正規班訓練，求神保守訓練與學習都有神的恩典。
23.為庭志弟兄禱告：現受正規班訓練，求神賜下智慧好準備各項T評測驗，保守成績過關。
24.為挺生弟兄禱告：三月份託福考試成績，蒙神祝福，願神帶領人生未來的道路。
25.為小羽姊妹禱告：近日負責招募士兵，一年制志願預官等壓力都非常大，求神祝福國軍招募。
26.為文祥弟兄禱告：因為家庭經濟投入志願役士兵，求神賜福適應部隊生活，改善家庭生活。
27.為俞均姊妹禱告：退伍後本月報考郵局的就業考試，求神恩膏考試的準備過程。

感謝您的支持，使軍人事工得以推展》
107 年 2 月收支摘要與奉獻徵信
聖工收入
： 267,850
為軍校生退修會
: 88,300
為其他退修會聖工 : 5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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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支出：
人事費
事工費
行政雜支
團險(一年)

339,893
： 189,000
： 34,690
： 17,252
： 18,662
軍校生退修會支: 80,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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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奉獻徵信》
華中興 5,000/姚光華 1,500/朱炤廉 2,000/陳翊方 1,500/
陳志偉 3,000/黃建雄 3,000/黃頌晨 4,500/張約翰 1,500/
聶偉恩 4,500/梁維珉 3,500/梁力夫 3,000/盧煥淞
500/
黃博裕 5,000/張華威 2,000/何孟勳 3,000/李武耀
500/
鄭擇宗 3,000/曾世傑 1,500/張雅君 1,500/李健華
400/
林佳宏 3,000/劉志軒 1,500/王智億 1,000/羅耀琳 600/
李 萱 2,000/周義超 1,500/黃華山 1,500/游重山 4,700/
林盟傑 1,500/曹翔皓 1,500/林佳緯 1,500/張孫健 500/
邱振源 1,500/陳挺生 5,000/楊雲翔 3,000/戴嘉儀 500/
林敬虔 4,700/曹常勇 6,000/朱祥中 2,000/黃基禎 800/
高振宇10,000/戴志鈞 3,000/張珺傑 1,500/鄭文凱 1,000/
吳婉華 1,000/范美翠 1,000/高振航 2,000/黃 皓
200/
劉毅弘 1,000/游子雯 1,000/郝立仁 1,000/王為軒 500/
陳啟勝 5,000/唐興家 2,000/沈立忠 3,000/吳庭志 200/
廖克澧 1,000/白淳仁 1,000/卓志鴻 2,000/許鴻榮 250/
王平康 1,000/李盈碩 1,000/藍立恩 2,000/李銘偉 300/
陳慶航 3,000/陳湘君 1,000/蔡汝欣 1,000/黃婉琳 500/
劉家君 1,000/莊紀源 2,000/鄒盛年 1,500/丁仁傑 800/
陳美聿10,000/陳凱麒 1,000/陳宜韻 1,000/徐文章 300/
余宣佳 1,000/姜孝儒 2,000/邵智君 4,500/林錦全 400/
陶國禎 1,000/許宗煒 2,000/李明翰 1,500/周晏嶺 200/
洪榮典12,600/許勝宏 1,500/顧家安 3,000/黃珮怡 500/
馬榮吉16,000/嚴家俊 1,500/吳嘉偉 1,500/潘誌宏 2,000/
王正鑫17,000/孫維隆 5,000/黃立夫 3,000/楊嘉智 1,000/
王維琴 5,000/劉亮宏 1,500/黃俊維 5,000/楊心蓮 1,500/
王邦杰10,000/陳昶翰 4,000/謝育達 1,500/田家綸 3,000/
董中興10,000/張立蔭 3,000/傅嘉智 2,000/蘇志鴻 2,000/
廖石開11,000/聶中宇 2,000/葛瑞絲 5,400/陳品全
500/
徐郁羚10,000/黃晨洋 1,500/黃奕誠 2,200/林銘振 3,000/
謝懿宣20,000/塗玉雲 1,000/張維正 2,000/王治平 1,000/王麗雲 1,000/
李亞明10,000/黃偉珉 2,000/林佳瑩 1,500/呂凱明 1,500/唐立權 2,000/楊媛鈞1,000/
田康平30,000/林潘忠賢3,000/主知名華8,000/鄧智華3,000/劉忠勇1,500/曾志華1,500/

加利利傳道會107度預算及募款進度

年度預算 已得之奉獻 百分比
2,400,000

670,800

尚差金額

27.95% 1,72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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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書 4:17-18【亞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復活使無變為有的
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作多國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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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他在無可指望的時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