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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靈修的重要性                         鄔金隆  牧師       
這個題目，對所有的基督徒而言，應該是老

生常談的話題，也許我們都聽膩了！雖是聽膩，

卻不曾每天力行貫徹，是我們的光景嗎？如果是

的話，我盼望再彼此勉勵，用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這話題，就是我們在每日靈修中可以得到的祝福

是什麼！我用三個重點來描繪： 

一，靈修的好處是什麼？ 

二，聖經人物給的光照！ 

三，好的靈修具體作法。 

若是對您有些許的幫助，肯定是聖靈的引

導，若毫無幫助，也肯定是我沒有摸著您的心，

引不起共鳴之故，求主憐憫！ 

 

一，靈修的好處是什麼 

今天的人很現實，都想得著立即的好處。我

們可以更現實的說：舉凡聖經上所提說，與我們

的主耶穌有關的事情，願意花工夫去追求，就是

藉著朗讀、背誦、默想以及身體力行實踐出來，

這就是靈修。如果一個人真知道個中的榮美和福

分，他必定會像主耶穌所說天國的比喻：<天國

好像寶貝藏在地裏，人遇見了，就把他藏起來，

歡歡喜喜的去變賣一切所有的，買這塊地。>（太

十三 44）我且用舊約新約各一位姊姊的例子，來

看敬虔帶來的好處與福分： 

 

二，聖經人物給的光照 

我們用約書亞記第二章的妓女喇合和馬太十

五章的迦南婦人作例子。 

先把舊約兩個姊妹的關係弄清楚（您過去因

為常常斷斷續續的靈修，肯定弄不清）：妓女喇合

是路得的婆婆、路得是喇合的媳婦（參：得四

20~21；太一 5）換句話說：路得是大衛的曾祖母、

喇合是高曾祖母。馬太福音第一章基督的家譜

中，一個不貞的婦女、賣淫的喇合，她有榮耀列

名基督家譜中的祖先，與她的默想、熱情的信心

有關，白話文：與她有好的靈修有關。 

（一），妓女喇合 

約書亞記第二章 9~13 節，短短的 5 節經文，

告訴我們許多故事：煙花巷裏的喇合，哪來對神

我們的主的真知灼見？她的生活圈子何其窄小，

足不出戶的出賣靈肉者，焉能讀書、識字、看新

聞，從而生發天大的信心捨死掩二探子、口出信

心之言救全家？ 

個人讀經默想的過程，我相信兩件事：現今

出賣靈肉者，往往只是慾望的趨使，或為享樂，

或為名牌，不一而足；喇合應是迫於生活，甚至，

她的所得乃家中主要的經濟來源，因為她跟家人

的關係是很親近的。 

其次，她對神的認識，就是那些來尋歡作樂、

與她一同犯罪者的口中，得知一切關乎真神上帝

的作為。她每聽一次就加深加濃對主的信心，且

熱情伺機歸向神。這樣的熱情、如此的信心，正

是亞伯拉罕的作為：<亞伯蘭信耶和華，耶和華

就以此為他的義。>（創十五 6）這也像我們的主

耶穌肉身的母親馬利亞人生的基調：總把神的話

<存在心裏，反復思想>（路一 29、二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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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了第一個神蹟：使水變酒。 

喇合逼於無耐而下海，她卻善用這機會明白

我們神的作為，她也緊緊的抓住機會，從而救自

己也救全家，這是靈修的好處，是何等重要的事

情啊！ 

順帶一提：初代神學家耶柔米對基督家譜中

四位外邦婦女（當然包括喇合）作了這樣的評論：

<這其中沒有一個婦女是神聖的，有的，只是聖

經所譴責的人，目的是使主耶穌從罪人而生、為

罪人而生，好除去所有的罪。> 

（二），迦南婦人（馬太福音十五 21~28） 

這也是短短 8 節的經文中，讓我們看見信心

的實際，榮耀的主對外邦世界的迦南婦人說：<

婦人，妳的信心是大的。>主耶穌三年半公開服

事中，只有兩次稱讚人有大信心，這裏一次，另

一次是對羅馬的百夫長（太八 5~13），沒有一次

稱讚以色列人。 

這迦南婦人一如耶利哥城門口的瞎了（路十

八 35~43）般，只把當時人盡皆知有關拿撒勒人

耶穌就是基督的事實，認真對待、當做一回事來

信服，因此她所求告之事：女兒被鬼附得甚苦立

即見好了！ 

哪一句話呢？就是<主啊，大衛的子孫>（十

五 22）默想這句話、信服這句話、緊靠這句話，

居然帶出大神蹟，叫她被鬼附得甚苦的女兒見

好，關鍵在哪兒？ 

這跟大衛之約（撒下七 8~16）有關，因為在

太一 1 和廿一 15 裏，我們已經看見大人小孩看見

聽見主所說所行，就都如此稱呼祂，卻只有瞎了

眼者跟迦南婦人在絕望中把這句話連結於信服基

督的身分，緊緊依靠主，主耶穌就給她<成全了>

（十五 28）。默想與主有關的事，就是神蹟，就

是醫治，就是生命。 

順帶一提，有神學家把主耶穌三年半的公開

服事，分為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都<給人飽足>做

為結束： 

結束加利利的服事，以五餅二魚餵飽五千男

丁，並且收拾零碎十二籃。（四卷福音書都有記

載）。 

在外邦，進入迦南地，約有八個月的時間，

離開的時候，以七個餅和幾條魚，讓四千男人吃

飽，收拾的零碎有七個筐子（太十五 32~39）。 

在離開耶路撒冷、就是在被賣、被抓、受苦、

受難之前，以最後的晚餐，讓 11 使徒得飽足，至

今，這餅和杯所代表的救恩，繼續餵飽世上億萬

人的身心靈！ 

 

三，好的靈修具體作法 

其實，不需要去變賣一切所有的買敬虔，只

要我們每天比平常早個 30~45 分鐘的時間分別為

聖出來靈修，豐盛的生命也必從主賞賜給我們。

兩個建議： 

（一），靈修與速讀聖經兼具，收效最大。速

讀可以在任何非上班時間，眼看、口誦讀、耳聽

見，連環境都被聖化了，<因為出於神的話，沒

有一句不帶能力的>（路一 37）。 

至於靈修讀經，最好選在清晨，都在四福音

書中，每天以 10~15 節內，朗讀完兩遍，再默想

兩遍，再朗讀一遍，第六遍把經文化為禱告，吃

入生命中。心香點的長久，主必賞賜；這是更多

認識祂、更多捨棄老我、遠離罪惡的捷徑，也像

上述兩個婦人：救自己、救家人，進而救世人，

多人與我們同得福音的好處，多棒啊！ 

（二），學習改教大師馬丁路德的靈修法： 

他有很長一段時間，每日晨起，總是藉著<

登山寶訓><上行之詩>或<使徒信經>的內容，或

一句，或一段，或一節來默想主，這將近花一個

小時。他也會在一天忙碌的開始，另花時間禱告

主，他的名言：親愛的朋友，因為今天我的服事

非常的煩重，所以我更必須有三個小時以上的禱

告（也包括速讀聖經），免得我落入引誘！ 

旨哉，斯言！ 

 

每日靈修的重要性，是藉著與主的連結，讓

<祂必興旺，我必衰微>（約三 30）成為我們的實

際，則善莫大焉。 

願我們主耶穌賜福您，竭力討祂的喜悅，在

靈修事情上不放鬆，不謹造就自己，也建造成全

眾人。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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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洗得救見証                           曜任 
從高中㇐年級，立國帶我去教會，依稀

已經是十年前，那時只是為了同學都在教會
就想著去教會看看..舊教會辦公室在㇐樓，青
少契在地下室，二樓是主日教堂，認真說，
那時心態應該跟大多數人㇐樣，上帝啊～給
我神蹟我就相信你，其實天父在我未認識他
前他早已認識我，為我流了寶血。約翰㇐書
說:「我們愛，因神先愛我們。」但是那時的
我真的不知道，只覺得來教會有㇐種喜樂，
但卻不曉得為什麼，後來我終於明白了！因
聖經說:「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
枯乾。」記得聽見輔導，第㇐次唱著【有㇐
天】這首詩歌，歌詞很美。我第㇐次對這位
愛我們不求任何回報的天父有㇐點的認識...
我慕道的過程很⾧很久，彷彿每個禮拜的穩
定聚會已經是日常生活的㇐部分，心中總感
覺自己少了什麼？或許還有些害怕，害怕家
人反對。沒有信心的自己就像沒有靈魂的軀
體，然後離開聖經的自己最後結果只會停留
於那些玩樂記憶：青 O 兄校車出遊、佩 O
姊讚美逢甲之行、基督之家短宣、中秋烤肉、
輔大短宣……等等。 

8/27 日主日崇拜，是我在回到新建後的
教會第㇐次聚會，在禮拜上，我突然想，我
是多久沒有聚會了？多久沒有回到天父的身
旁了呢？那天，我說謊了，因為不想讓牧師
擔心，平常只有士官⾧會跟我分享，我卻像
是例行公事般的聽著，看著聖經卻無法翻
開。主日那天上課聽主的話語，看上帝怎麼
做，學習上帝怎麼做，深植我心。回到東引，
因為調差大肚山的事情，我剛好讀到聖經（箴
言 16 章 9 節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

華指引他的腳步。）。然後，士官⾧就邀我進
入幸福小組，在陣地利用㇐個小時時間領受
神的話語，打開聖經才知道有滿滿祝福。9/5
中元節，有好多弟兄來問我拜拜的事情，不
知道為什麼我腦中浮現好多話語，想起奕足
姊曾經分享神滿滿的話語，從分享中我第㇐
次這麼渴望天父，從此每天晚上我都沈浸在
領受神的話語的喜樂裡，9/16 日 2200 我睡
著了，但是 2355 我醒來了，我很疲倦卻無
法入睡。他問我要信主受洗嗎？其實我慕道
很多年了，但我本能的三個抗拒……我想這
也是撒旦的誘惑。但是使徒行傳 2 章 3 節及
馬可福音最後㇐章節使我驚醒，更使我平
靜，我只問自己，如果要為什麼不是現在呢？
為什麼要等回去呢？那時候的心莫名興奮，
就跟蘋果價值㇐樣，迫切需要，我踏出去了，
在基督裡都是新造的人。 

 
9/30 晚上我就拿到了洗禮證書，雖然在

9/16 的我已經決志受洗重生了，但看到證書
的時候，又有㇐種新的感動。隔天 10/1 時，
有㇐個強烈感動引領我要分享給主席，但整
天忙碌的我㇐直到晚上 2200 後才有時間，
與主席分享這件事情，然後充滿感動的把證
書給他看（不是給佩璇，牧師，竟然是主
席！？），更妙的是 10/1 是主席去高雄愛修
園㇐起敬拜上帝的這㇐天，當他在敬拜當中
思考到當初㇐起敬拜的青少契們，他突然好
氣餒，晚上看到我與他分享，他真的覺得開
心感動並獲得喜樂的心，因為主說喜樂的心
乃是良藥，憂慮使骨枯乾，我想這㇐切都在
上帝的手上做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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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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利利傳道前董事陳路加牧師，師母鄭京麗追思音樂會於7/15(日)1400時舉行， 

地點:信義會靈光堂，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277號。敬邀加利利傳道會的前輩弟兄姊妹們

參加。 

 今年夏季退修會，感謝主的恩典、主的同

在。6/29日晚至7/1日中午止，看見許多弟

兄姊妹專心領受神的話語，信心得著堅

固。願意在生活中開始讀聖經，在家庭職

場建立祭壇，恢復與主的關係。會中，弟

兄姊妹彼此有美好的交通，聯結感謝主! 

 今年軍人禱告大會將於 9/1(六)早上9:50 

在行道會台北榮耀堂(昆陽捷運站-板南

線)舉行，歡迎每一位軍人著軍服參加，蒞

臨這個屬於軍人榮耀的日子。 

   

黃埔真愛團契   

◆ 為團契有合適的聚會時間及人數穩定代禱。 

◆ 為學生有穩定靈修及在學校活出榮耀生命禱告。 

方舟團契： 

◆為海官學生團契，求神興代禱者，為團契穩定成長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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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圖為歡送107年班學長聚會。 

 求主興起各年級基督徒渴慕的心，聚會都能穩定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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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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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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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10日歡送應屆畢業生愛筵聚會，祝福他們至官校的軍校生

活，成為有影響力的領袖。 

 

肢體代禱消息  

醫治     

1. 為軍眷佳霖姊妹︰與大腸癌抗戰3年，於6/11安息主懷，卸下一生的勞苦，求神親自安慰 

昱宏及佳霖家人的心，擦去他們所有眼淚和傷痛，求主看顧並引領他們。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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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賜下醫治與平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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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 

4.為晨洋弟兄禱告：感謝主!在六月份完成人生重要階段，與妻子組成基督化的軍人家庭。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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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為鼎鈞弟兄禱告：為其妻子懷孕，預產期為12月26日，賜生命的主，恩慈眷顧。 

    7.為家安弟兄禱告：妻子目前懷孕中，預產期為12月份，求神保守眷顧一切平安。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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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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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為衍衡弟兄禱告：預計於10月份結婚，求神保守婚禮的籌備，充滿神的恩典。 

   11.為嘉侑弟兄禱告：目前婚禮籌備順利，預計10月份結婚，求神祝福滿有恩典。 

工作 

   12.為穎暘弟兄禱告：完成在美高班的訓練，日前學成歸國，求神使她繼續為主發光。    

   13.為婉琳姊妹禱告:近期將至外國受訓，求神保守她在國外的生活與學習。 

   14.為政道弟兄禱告:因為調整職務，調至陸岸單位，求神賜在新單位新職務上蒙神恩寵。 

   15.為志鈞弟兄禱告：目前從事招募任務，求神賜下智慧的靈，達成單位的期待。 

   16.為志華弟兄禱告：6月底時赴美作交換研究，求神保守此行的學習之旅。 

   17.為閔謙弟兄禱告︰目前在北部某單位基地訓練，求神祝福基地期未測驗有好的成績。  

   18.為義超弟兄禱告︰下月要調台北某醫院內科服務，求神在新職務上有新的恩典。 

   19.為文祥弟兄禱告：本月20日從單位駐地騎機車回家時，因疲勞駕駛不慎發生車禍，求神保守。 

   20.為青琳弟兄禱告：目前剛結束屏東的演訓，求神祝福部隊機動移防一切順利平安。      

   21.為宗煒弟兄禱告：感謝神，錄取飛常班，祝福在軍中為主而活，榮耀神。  

   22.為書婷姊妹禱告：六月研究所畢業，求神保守畢業後的單位及工作，在神命定的路上直奔。 

   23.為盟傑弟兄禱告：感謝主，晉升一等士官長，求神繼續祝福在部隊中見證榮耀主名。 

  24.為吉欣弟兄禱告：感謝神，晉升一等士官長，求神使他成為神國度榮耀的器皿。 



 - 6 - 

 

   

感謝您的支持，使軍人事工得以推展》 

107 年 5 月收支摘要與奉獻徵信 

 聖工收入        ：115,500 總支出：        151,338 

 為夏季退修會    ︰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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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費        ： 69,000 
事工費        ： 32,360 
行政雜支      ： 15,079 
買新電腦、軟體： 34,899 
 
本月份透支-35,838 元 

《5月奉獻徵信》                                               

華中興 5,000/姚光華 1,500/朱炤廉 2,000/黃頌晨 4,000/ 

沈立忠 3,000/張華威 2,000/黃明哲 3,000/林敬虔 2,700/ 

傅嘉智 2,000/尹華誠 1,500/董顯康 2,000/戴嘉儀  500/ 

廖中天 5,000/黃基禎   800/廖石開 4,000/葛瑞絲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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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華  400/ 

陳啟勝 5,000/羅耀琳   600/王智億 1,000/游重山  700/ 

唐興家 2,000/陳美聿   500/廖克澧 1,000/白淳仁 1,000/ 

卓志鴻 2,000/張孫健   500/李盈碩 1,000/陳昶翰   500/ 

王正鑫 1,000/黃  皓   200/陳湘君 1,000/王為軒  500/ 

蔡汝欣 1,000/吳庭志   200/莊紀源 2,000/李銘偉   300/ 

廖石開 2,000/黃婉琳   500/張寄廛 1,500/丁仁傑   800/ 

陳凱麒 1,000/徐文章   300/余宣佳 1,000/黃珮怡   500/ 

馬榮吉 1,000/林錦全   400/劉家君 1,000/周晏嶺   200/ 

陳宜韻 1,000/陶國禎 1,000/曹常勇 3,000/江曉莉 2,000/ 

王正鑫20,000/沈立忠21,000/杭仁華 1,000/張弘裕 2,000/ 

傅嘉智 2,000/梁成明 2,000/主知名俊 3,000/ 

主知名華8,000/岱妮  4,400/台南聖教會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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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伯來書 8:6『如今耶穌所得的職任是更美的，正如他作更美之約的中保 』10 節『……我
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 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心上; 我要作他們
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年度預算 已得之奉獻 百分比 尚差金額 

2,400,000 1,027,944  42.83% 1,372,0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