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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Ｏ七年 5 月份 代禱信    

  靠主站立得穩                         王獻堂牧師                         

經 文：腓立比書 4:1-4 

「我所親愛、所想念的弟兄們，你們就是我的喜

樂，我的冠冕。我親愛的 弟兄，你們應當靠主站

立得穩。我勸友阿蝶和循都基，要在主裏同心。

我也求你這真實同負一軛的，幫助這兩個女人，

因為她們在福音上曾與我一同勞苦；還有革利

免，並其餘和我一同做工的，他們的名字都在生

命冊上。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

喜樂。」 

    繼耶穌之後的基督教歷史上，被稱為最偉大

人物的使徒保羅，他曾經也是一位與耶穌對敵，

摧毀教會的人。保羅為了抓捕信靠耶穌的人，在

往大馬色的途中遇見了耶穌，這時才意識到被自

己所逼迫的耶穌才是真正的救贖主。從他與耶穌

對敵的人生，到對耶穌充滿了炙熱的愛，全心全

力的為主做工，直到最後成為-為耶穌殉道之屬神

的人。 
    保羅遇見耶穌之後被聖靈充滿，成為福音的

見證人。以主的僕人，宣教士的身份， 遊走在整

個亞洲和羅馬帝國，並作了三次的福音旅行宣

教。在新約聖經 27 卷書信中，其中 13 卷書記錄

保羅所到之處都會建立教會，是神偉大的僕人。

在保羅所寫的 13 卷書中,其中寫的最多的字句就

是在主裡。 在主裡是使徒保羅的信仰核心.在書

卷中一共出現過 160 多次。在主裡的話，所有的

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即便我們生活在這個世上,

只要我們住在主裡，我們就能夠勝過所有的罪惡

和誘惑。保羅被關在監獄裡，依然有能力向外面

的教會傳達神的話語，以弗所書、腓立比書、歌

羅西書、腓利門書。特別是腓立比書 4：1-4 出現

三次在主裡。 

 

一、靠主堅固地站立  

腓 4:1 「我所親愛、所想念的弟兄們，你們

就是我的喜樂，我的冠冕。我親愛的弟兄，你們

應當靠主站立得穩。」 

在英文聖經(NIV)中,將‘靠主堅固地站立’

翻譯成’Stand firm in the Lord。我們都是帶著罪

性的軟弱而存在。如果我們無法居住在主裡面，

我們就會很容易跌倒，人的一句話就會使我們受

傷，這就是我們現在的生活狀態。雖然我們嘗試

用我們自己的力量去戰勝罪惡，但是罪的誘惑是

強大的，不倚靠主，最終我們會被罪所牽制住。

當我們居住在主裡的時候，就能夠藉著神的恩

典，勝過一切的苦難和困苦。 

我要戰勝內在的所有罪性，特別是貪欲，我

們每一天都要在主裡更新變化，成為得神喜悅的

神國精兵。雖然我們軟弱，時常犯罪，但在主的

恩典中，就會變為一個榮耀的存在。 

 

腓 3：20 「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並且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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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 

我們雖然生活在這地上，但是我們已經擁有

天國的市民權。雖說我們的肉身生活在這個充滿

罪惡的世上，但我們的靈魂已經記錄在天國的居

民檔案裡。因此，直到去天國為止，絕對不要動

搖，也絕對不要為了小事就受傷，跌倒。我們要

單單仰望這位信心之主，憑藉著信心前進，在前

進中成為勇往直前的神的子女。 

因為耶穌基督賜給我莫大的能力，我們居住

在耶穌基督裡，無論什麼事都可以勝過。雖然我

們受傷，我們受到很多的困苦，但是我們居住在

耶穌基督裡就能勝過這一切。因為耶穌基督裡我

們就能過得勝的生活，我時常被話語和聖靈充

滿，我們要堅固的站在主耶穌基督裡。 

 

二、在主裡合一 

腓 4：2  「我勸友阿蝶和循都基，要在主裏

同心。」 

腓立比教會有兩位女性領導者，非常努力的

服事。但是她們倆位意見特別強

烈，很有個人的看法時常發生紛

爭，教會裡的人有因為這事受

傷，教會裡經常有衝突。使徒保

羅寫信給腓立比教會，使這兩位

領袖能夠和解，不要紛爭彼此和

睦。在腓立比教會裡也會有爭

戰。我們為什麼會發生衝突呢？

是因為都覺得自己是對的，他人都是錯誤的。我

們要相互承認各自的不同，要真正作到合一。 

我們不要只想著自己，以我們自己的心是無

法成為合一的。但是，當我們帶著耶穌基督的心，

那就會變得不同。我們不要老是覺得自己是對

的，這樣會和別人有爭吵。 

腓 2：3 「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

榮耀；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耶穌的心就是溫柔和謙卑。因此，當我們帶

著溫柔和謙卑之心的時候，我們就能夠理解，愛

和包容他人。我們不要讓別人來附和自己，別人

百分之百的跟隨我們，我們要互相的包容，使我

們在主裡合一。當我們帶著溫柔謙卑的心去服事

的時候，才能夠成就合一的事工。當我們擁有基

督的心的時候，神就會將莫大的祝福賜給我們。 

 

三、要在主裡喜樂 

腓 4：4「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

們要喜樂。」 

使徒保羅強調要常常喜樂。‘喜樂’就是我

們要有意識去努力和決斷的事。即便我們無法開

心，即便現在正處在悲傷中、爭鬥、紛爭，我們

也要努力放下一切，來到神的面前。在主裡要有

喜樂的心，因為我們會不斷的遇到痛苦，不斷的

會有人來指責，周圍人異樣的眼光，若是常常在

負面的心情裡我們一定會跌倒。無論遇見多麼困

難和辛苦的事情，我們要靠著神爭戰，用喜樂的

來轉變我們的悲傷，因為

主說：要常常喜樂，我們

謹守神的命令。在神的面

前過一個不羞恥的生活，

在神的面前我們要過一個

榮耀神的生活。只要我們

帶著喜樂，平安和感謝的

話，神的恩典就會降臨。

屬靈的領導者，更是要帶著喜樂的心，戰勝世上

所遇到的一切。當我們心中流出感謝和喜樂的泉

水，無論遇到怎樣的問題都能得勝有餘。 

 

當我們在主裡堅固地站立，成為合一，帶著

積極正面的思想，以及時刻感謝的心前進的時

候，就會充滿主的喜樂。奉主耶穌的名祝福大家

都能夠擁有一個被主喜樂所充滿的得勝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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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命故事                         哲倫弟兄 

我們家以前住台東關山,但是在阿公過世後

我們家迎來很大變化，關山家被法拍，所以搬到

台東市區租房子，當時家中經濟狀況和心情上都

十分不穩定，那時爸爸也很常抽菸喝酒，當時家

裡真的很亂，家中常常剩下弟弟和我，打理自己

晚餐，這時有同學邀請我們去教會書屋，說可以

教我們讀書也有提供晚餐，那時開始第一次接觸

到主。書屋老師叫阿潘叔對我們十分用心，不只

課業對我們家中狀況也十分關心，把我們當自己

孩子，教會中也有很多活動如報佳音、單車環島、

音樂會等等，我在阿潘叔身上體會到主的福音，

有人為了教會小孩全心全意奉獻自己，晚上去教

會就成為我的小確信。之後在家中也有了慢慢改

變，爸爸有天居然自己戒菸戒酒，他說他不想日

後成為我們負擔，他也天天去跑步，吃飯吃很淡。

在專校時，因為離家很遠而且繁忙慢慢就離開了

主，但主沒拋棄我，反而在我下部隊時又讓我有

機會接觸主的恩典。在站哨時突然士官長問我一

些問題，講述到耶穌的禮物福音，和幸福小組，

對當時空虛的我來說相當吸引，在幸福小組中慢

慢補回那份溫暖 ，之後便決心回普悠馬教會受

洗。返台後與傳道討論受洗時間，傳道說在 106

年 12/24 時受洗，我當時心想我的假期剛剛好因

延航而從 23 號收假改成 24 號，主已經幫我預備

好受洗之日。現在回憶起以前的事，發現主都伴

我左右，派天使和貴人指引我，現在家中改變使

我更堅信，耶穌是我唯一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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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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利利傳道會徵人啟事，徵求南部同工人選，其條件如下： 

  1.對軍人福音及軍中職場宣教有負担異象。 

2.年齡在60歲以內。 

3.已受宣教裝備並領有退休俸之退役軍人為優先。 

如有意者，請洽廖石開傳道(0928145927) 

 今年夏季退修會，時間：6/29日晚上7:30至7/1日中午12:00。 

  地點：板橋中華電信訓練所(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168號，板橋捷運站走10-12分)， 

敬邀所有軍人、軍眷、退伍及關心軍人者，共沐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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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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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團契四年級學長學姊，即將畢業，求神祝福畢業後下部隊後的生活。 

 聚會都能順利，祝福隊職官不會干擾及阻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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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預校團契有兩位學生在福氣教會受洗，歸入主的名下。感謝主！ 

肢體代禱消息  

醫治     

1.為軍眷佳霖禱告︰目前在右側輸尿管裝雙J管，以利腎水腫排出，求神賜給佳霖姊妹有足 

  夠體力，可以支撐應付所有化療行程，求神完全醫治，恢復健康。 

2.為尚廷弟兄禱告：因為奶奶帕金森病，求主耶穌釘痕的手，親自醫治，保守病情不再惡化 

3.為品蓁姊妹禱告：為其奶奶因腎發炎併發敗血症住進加護病房醫治，懇求神保守眷顧。 

4.為盟傑弟兄禱告：奶奶因消化系統不好引發心臟不適住院治療，求天父憐憫醫治。 

5.為麗娜姊妹禱告︰母親的子宮頸癌末期，保守除去任何不適及痛苦，保守病情沒有惡化。 

家庭 

6.為克澧弟兄禱告：感謝主!妻子5月生下健康的小男孩，也求神保守作月子期間一切平安順利。 

7.為榮典弟兄禱告︰妻子懷第三胎，求主保守胎位正常，心情愉快，生產時母子平安順利。 

8.為鼎鈞弟兄禱告：妻子懷孕，求神保守這段懷孕期間一切平安順利，及有好心情。  

    9.為肇宇弟兄禱告：為8月份婚禮籌備順利，求神祝福建立基督化的家庭生活。 

   10.為嘉侑弟兄禱告：為目前婚禮籌備順利，求神祝福滿有恩典。 

   11.為仁傑弟兄禱告: 預計於9月份結婚，求神保守婚禮的籌備，充滿神的恩典。 

工作 

   12.為仕依姊妹禱告：完成在美國短期的訓練，日前學成歸國，求神使她繼續為主發光。    

   13.為勝宏弟兄禱告:目前從南部單位調至北部單位，求神保守新的工作及南部的家庭生活。 

   14.為少瑋弟兄禱告:因為佔缺之故，調整職務，求神賜在新單位新職務上蒙神恩寵。 

   15.為銘偉弟兄禱告：今年計劃要報到陸院，求神賜下智慧的靈，成就此事。 

   16.為志華弟兄禱告：六月底時將赴美作交換研究，求神保守此行的學習之旅。 

   17.為榮典弟兄禱告︰航院的受訓學習順利，有主同在。祝福週間分享福音，慕道友都能認識神。 

   18.為則辰弟兄禱告︰因為工作單位離家甚遠，希望有機會調回離家近的單位。 

   19.為子淵弟兄禱告：求神祝福今年可以順利佔缺及報考正規班的考試。 

   20.為偉恩弟兄禱告：現受飛行訓練，7月份將是戰鬥組的開訓，求神祝福學習果效。      

   21.為宗煒弟兄禱告：報考飛常班，求神保守考試的成績，也成就飛行的夢想。  

   22.為楊波弟兄禱告：目前在海軍某戰隊受訓，需通過簽證合格，請為此事禱告。 

   23.為立夫弟兄禱告：六月底即將退伍，求神保守退伍後的工作及生活，繼續為主而活。 

  24.為琳耀弟兄禱告：七月即將退伍，求神保守人生的下半場，繼續引導在神旨意的道路中。 

   25.為約翰弟兄禱告：六月底即將退伍，求神保守退伍後的工作及生活，在神命定的路上直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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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支持，使軍人事工得以推展》 

107 年 4 月收支摘要與奉獻徵信 

總支出：        125,920  聖工收入        ： 77,950 
 為夏季退修會    ︰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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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費        ： 63,000 
事工費        ： 31,200 
行政雜支      ： 31,718 
 
本月份透支-44,470 元 

《4月奉獻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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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頌晨 4,000/沈立忠 3,000/廖石開 4,000/陳昶翰   500/  

林敬虔 4,700/吳婉華   500/曹常勇 3,000/王為軒   500/  

陳順發 2,000/高振航 2,000/張華威 2,000/陳品全   300/  

劉毅弘 1,000/游子雯 1,000/范美翠 1,000/盧煥淞   500/    

陳啟勝 5,000/郝立仁 1,000/唐興家 2,000/李武耀   500/  

廖克澧 1,000/李健華   400/羅耀琳   600/許鴻榮   250/     

王平康 1,000/游重山   700/陳美聿   500/丁仁傑   800/     

陳湘君 1,000/張孫健   500/莊紀源 2,000/戴嘉儀   500/  

涂雅玲 1,800/黃基禎   800/傅嘉智 2,000/黃皓   200/     

陳凱麒 1,000/吳庭志   200/白淳仁 1,000/李銘偉   300/  

王正鑫 1,000/黃婉琳   500/余宣佳 1,000/徐文章   300/  

馬榮吉 1,000/黃珮怡   500/劉家君 1,000/林錦全   400/  

陳宜韻 1,000/周晏嶺   200/陶國禎 1,000/劉畢莉   500/  

唐興家 2,000/杜建新 2,500/陳金漢 1,000/孫維隆 1,500/  

台南聖教會  2,000/主知名-華 8,000/ 

 
 
加利利傳道會107度預算及募款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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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書 6:11『要穿戴 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 

年度預算 已得之奉獻 百分比 尚差金額 

2,400,000 891,944   37.16% 1,508,0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