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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一Ｏ八年九月份 代禱信    

【93 軍人禱告大會】回應從軍的呼召 舉起禱告的手守望部隊及國家                              

【記者梁敬彥台北報導】今年 93軍人節，朝

野都舉辦相關慶祝活動「向軍人致敬」。今天（八

月 31日）上午軍人節前夕，上百位來自中華民國

國軍的官士兵，身著各軍種的整齊軍服，齊聚在

台北榮

耀堂舉

行的

「93

軍人禱

告大

會」，

共同以

詩歌與

禱告為國家、執政掌權者以及部隊守望、祝福。

領會的長庚大學總教官陳啟勝上校帶領全場齊聲

高唱《在呼召我之處》，同聲宣告：「我們不單

是中華民國的軍人，更是耶和華的軍隊」！ 

 

 

與會的國軍代表也上台為每位國軍袍澤及各

軍種的需要及難處禱告，並接受牧者禱告。眾人

齊聲呼求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因著有

神的同在，不再看環境及所遭遇的挑戰和難處，

而是舉起禱告的手更多為部隊及國家禱告，成為

祝福的出口。已經在軍隊服役的學長姊，也為在

場的軍校生禱告，祝福他們的軍旅生涯靠主得勝。 

 

軍人職場的教會生活 

國防部在今年的 93軍人節推動「國軍有愛」

及「穿軍服，我驕傲」，前者鼓勵各軍種部隊的

主官（管），自八月 20日至九月 10日的週末或

假期，帶領士官兵一同著軍服到弱勢及公益團體

表達關懷，實踐「軍愛民，民敬軍」；後者則是

鼓勵國軍士官兵，在九三軍人節當天，著軍服攜

家眷一同從事休閒娛樂及用餐，彰顯軍服是榮耀

的印記。在野的中國國民黨也訂於九三軍人節，

在 22個縣市舉辦「九三軍人節，向軍人致敬」活

動，不分藍綠，都展現看重九三軍人節、向軍人

致敬。 

 

 

加利利傳道會已是連續第九年舉辦 93軍人

禱告大會，今年的大會主題是「軍人職場的教會

生活」。主責這場聚會、本身也是軍職退伍的的

加利利傳道會

廖石開傳道表

示，「世界各

國普遍看重軍

人，看重軍人

的國家是有福

的」。 

 

 

 

http://www.galile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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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職業的英文是「vocation」，這個

字來自拉丁文，它的另一個意思是「呼召」。從

軍不單是職業，而是呼召，軍人穿上軍服，就是

榮耀、榮譽和保家衛國責任的象徵。對於具有「基

督徒」身

分的軍人

來說，從

軍更是神

聖的呼

召，不傴

要捍衛國

家社會，

更要榮耀

神；所以不傴要忠於國家、領袖「使命必達」，

更要時刻與掌管萬有的主耶穌對齊、尋求祂的同

在。 

 

 

行道會聯會主席、火把行道會主任牧師楊永

民分享主題信息時，引用羅馬書第十二章 1-2節

表示，這是他在就讀軍校中正理工學院時，神呼

召他在完成 10年和國家約定的役期後，回應呼召

要在退伍後進入全職事奉的經文。楊牧師說，一

個清楚神的呼召之所在的基督徒，就會在腳掌所

踏之地建立祭壇，他在服役的那十年裡，只要有

機會就會邀請同袍參加教會的福音聚會，經歷神

才會有真實的生命見證。 

 

楊牧師提到，他在軍中當到少校退役，他沒

有終身俸，但國家有給他 18%，去年因為教會有

需要，他憑信心將 18％解約，將所有的本金奉獻

給教會，神給他服事及家庭的祝福，及將來在天

上的獎賞，就是對他最榮耀的冠冕。 

 

軍中同袍一起築祭壇禱告 

楊永民牧師鼓勵在軍中的學弟妹們，要看重

穿上軍裝的榮耀及榮譽，做一天軍人就要完成神

放在你身上的呼召，委身就是全力以赴毫無保

留，忠心完成上級及國家交付的任務，發揮影響

力；更委身於祭壇，回應神的呼召，成為馨香的

活祭獻給神。無論官階高低，都要對神說「我在

這裡，請差遣我」，每天都要禱告與神對齊，求

神給自己機會可以活出見證。 

 

在空軍服役的苡婷姊妹及雅瑄姊妹表示，她

們是軍中的同袍，也是一起築祭壇的禱告夥伴。

苡婷姊妹說，跟她接觸過的人給她一個暱稱叫「哈

利路亞小姐」，雖然軍中勤務甚繁重，但每個築

禱告祭壇與神親近的日子裏，她和雅軒的心裡都

很平安，她們不傴彼此祝福，也祝福部隊的長官。

雅軒姊妹鼓勵大家要看重自己是中華民國軍人，

以及是神兒女這個榮耀的身分。 

 

 

 

 

 

 

 

聚會的最後，眾人齊唱《你是我的一切》，

全然倚靠交託主。 

 

 

【備註】文章來源：基督教論壇報第 4151期梁敬

彥記者報導。 

https://www.ct.org.tw/1348306#ixzz5ypEXd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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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靈靈修分享                             文/文碩                              

今日(108.09.18..)晨禱讀經分享… 

詩篇第 119篇第 73-88節(節錄):『你的手製造

我、建立我，求祢賜我悟性，可以學習你的命

令。.... 求你照著應許僕人的話，以慈愛安慰

我。....  我心渴想你的救恩、仰望你的應

許 。...』 

  

    神的話大有功效： 

(1)神要使我們被人喜愛- 敬畏神的人更要因著

神的恩典喜歡我們，成為人效法的對象。我們需

要神的悟性，才會領悟神的話、仰望神的話。 

(2)神要使我們在哭難中得安慰- 神的安慰在苦

中更顯寶貴！ 

(3)在逼迫中得支持- 神要使逼迫我們的人羞

愧，神的話要使我們得到支持與鼓勵。 

(4)艱難中有見證- 

照神的話而行，我

們才能真有見證！ 

 

    我們當堅心仰

望神的話，渴望神

的應許早日實現。

我們要相信神的應

許是堅實可靠的，

即便在危難中，更

要堅心仰賴神的

話！任何言語都比

不上神的話語！ 

 

    主啊，求祢開

我的心、我的眼，給我能力與智慧帶領我的妻小，

我的家庭要由祢掌權，求祢使我的家庭走在主蒙

福的道路上。我當要十一奉獻，我深信祢說凡信

靠祢的必不致缺乏，我家庭的困難、工作上的挑

戰，我要向祢開口，求祢為我大大的開路。我要

讚美祢的恩典、我要傳揚祢的恩典！我抬頭倚靠

仰望祢，我知信靠祢的必不致蒙羞！我多麼需要

祢聖靈的同在！ 

     

主啊，我有信心知祢在我的船上，我就不怕風

浪，因祢必要讓風浪止息！主祢看見我家庭的需

求，願祢的聖靈大大的光照、引領。我的不足、

我的罪過，我虛心在祢面前，求祢引導、求祢寬

恕，求祢在我的生活與生命大大作工！我信祢恩

典夠我用，我也信這一切禱告不是要照我的意

思，而是要照祢的意思成就，因祢所預備的必是

最好，必要超出我所求所想，我信主的恩典夠我

用，信靠主必

不致缺乏。主

啊，幫助我，

幫助我的家庭

能走在祢的真

道上！主啊，

更求祢賜下恩

典給那所有幫

助過我的人。

感謝讚美主，

阿們！ 

 

 

 

 

 

(圖為美國空軍拉克蘭基地內官兵聚會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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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代禱  

 為國防部嚴部長，沈參謀長等高層將領禱告，祝福他們為國軍制定正確的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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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合理的。 

◆加利利傳道會第九屆全國93軍人禱告大會， 會後大合影。   

 

◆加利利傳道會花蓮地區軍人禱告會，時間：10月19日(週六)上午10時，備有午餐飲料。 

地點：花蓮協同會新生堂(花蓮縣花蓮市林森路335號)，歡迎現役、退役軍人，軍眷、榮眷、對軍

人有負擔的……，共沐主恩。 

 

黃埔真愛團契   

◆ 為團契聚會時間及人數穩定代禱。為在學校生活，活出榮耀生命。 

方舟團契： 

◆為海官學生團契有定期的聚會。為新的學期，方舟學生團契有新學生加入，並新的開始團契聚會。  

 

羔羊團契: 

      ◆在團契各年級學生中，求興起愛主的基督徒，也穩固每個人靈修生命！ 

風嶺團契： 

 為團契有更多基督徒學生，加入團契禱告。 

 為團契將要籌辦下年度軍校退修會，求神賜給團契合一興旺福音的心志。 



 - 5 - 

彩虹團契：  

 為新任的團契主席及副主席，求神賜福他們的學業及服事。求神興起各年級基督徒渴慕的心，

聚集禱告能穩定順利。 

 積穗團契：  

 為管院團契能興起，祝福新任的主席，及同學們有穩定團契生活。 

 種仔團契： 

      ◆為新的學年團契有新的開始，並且祝福新生(不論是國中生或高中生)有更多的學生願意回應 

神的呼召。 

肢體代禱消息  

醫治     

1. 為(紀)昱宏弟兄禱告: 在空軍服役的昱宏弟兄，妻子瑞芬姊妹，求神祝福每次的療程都有好的

效果，得著神完全的醫治! 

2. 為永明牧師禱告：癌細胞擴散至肺部，每隔一週化療一次，求主醫治拯救不再繼續擴大。 

3. 為益星姊妹禱告：工作任務繁重，求神保守身心靈調適，加添恩典力量，完成部隊任務。 

4. 為志傑弟兄禱告：其父親近期因疝氣手術開刀，求神保守一切醫療行為，使手術順利。 

5. 為俊緯弟兄禱告：小孩的校園有「腸病毒」，求神保守並祈求病情儘快好轉。 

6. 為淳仁弟兄禱告：因為呼吸中止症，預定10月開刀治療，請大家為此事禱告。 

家庭 

7. 為沛陵弟兄禱告：母親已安息回天家，追思安息禮拜定10/5上午8:00，在北二殯至真三館舉辦。 

8. 為蒼憲弟兄禱告：因為是家中第一代基督徒，求神祝福家人關係，父母早日接受基督福音。 

9. 為文碩弟兄禱告：求神看顧家庭的經濟，經歷神的信實與供應。  

8. 為新智弟兄禱告：目前單親獨自照顧小孩，小孩患有暈眩症，目前以藥物控制，求神憐憫看顧。 

9. 為志華弟兄禱告：與女朋友預定於十二月份結婚，求神祝福婚禮的籌備過程。 

   10. 為嘉宥弟兄禱告：妻子已懷孕，預產期為10月份，求神祝福懷孕過程，滿有神的恩典。  

工作 

11.為榮卲弟兄禱告：為單位儘快將排長一職派人補齊，否則榮卲的休假無法正常，影響家庭生活。     

12.為秦皓弟兄禱告：目前在北部某部接受分科教育，祝福在分科教育的學習，以便部隊學以致用。      

   13.為劭銘弟兄禱告: 如今在南部某軍校受分科教育，求神賜下智慧，祝福分科教育的生活與學習。 

   14.為國豪弟兄禱告：從本月份改至北部，接受分科教育，求祝福他未來的軍旅生涯。 

 15.為伯勳弟兄禱告：醫學院畢業後，分發至宜蘭單位某部任排長，工作壓力甚大，求神憐憫眷顧。    

   16.為昆翰弟兄禱告：10月初為基地的期末測驗，求主保守過程，一切平安順利，能獲佳績。 

   17.為香子姊妹禱告：最近在工作備感重大壓力，萌生退意，求公義的神，保守堅固她手上所做的工。 

   18.為勝宏弟兄禱告：最近調至桃園某部任中隊長新職，求神在新的單位新的職務賜下榮寵的恩膏。 

   19.為宗澤弟兄禱告：為感情禱告，求神預備一位合適的基督信仰的女友，共走人生路。 

   20.為泓彬弟兄禱告：求主在明年能續留澎湖掌權，以利可就近照顧子女的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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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支持，使軍人事工得以推展》 

108 年 8 月收支摘要與奉獻徵信 

聖工收入 ：     95,450   聖工支出:       108,073 

軍人禱告大會：   27,781 
指定禱告會聖工:   4,000 
 

   人事費        ： 67,000 
   事工費        ： 23,935 
   行政雜支      ： 17,135 
    代轉奉獻 ：  11,500   

蔡哥代收奉獻: 5,500    
程玉代收奉獻: 3,000 
石開代收奉獻: 2,000 
振航代收奉獻: 1,000 

軍人禱告大會支出：  34,077    
 
本月透支-14,919 

《8月奉獻徵信》                                           

華中興  5,000/朱炤廉 2,000/姚光華 1,500/王智億 1,000/ 
黃頌晨  4,000/盧煥淞   500/沈立忠 3,000/李武耀   500/  

張華威  2,000/李健華 400/石名昇 3,000/羅耀琳   600/  
莊天隆  2,000/陳美聿 500/廖石開 4,000/張孫健   500/  
葛瑞絲  2,000/戴嘉儀 500/范美翠 1,000/紀昱安   300/  
高振航  2,000/陳昶翰 500/劉毅弘 4,000/黃皓    200/  
游子雯  1,000/王為軒 500/陳啟勝 7,000/許鴻榮   250/  
唐興家  2,000/吳庭志 200/白淳仁 1,000/李銘偉   500/  
王平康  1,500/徐文章 300/李盈碩 1,000/黃珮怡   500/  
王正鑫  1,000/林錦全 400/陳湘君 1,000/周晏嶺   200/  
蔡汝欣  1,000/顧家安 600/莊紀源 2,000/林敬虔   500/  

黃婉琳  1,000/陳品全 300/陳楷麒 1,000/主知名   200/  
余宣佳  1,000/劉家君 1,000/陳宜韻 2,000/陶國禎 1,000/  
王正鑫13,000/蕭麗娜  1,000/孫維隆 2,000/馬榮卲 2,000/  
主知名-華8,000/曹常勇3,000/唐立權 4,000/傅嘉智 4,000/  
台南聖教會2,000/       
＊93軍人禱告大會現場奉獻       
徐郁羚 4,000/邱錦健 3,000/廖石開  1,000/陳美聿 1,000/ 
劉家君 1,600/江珮瑜 1,000/孟久植  1,000/陳沛蓁   500/ 
陳健維   500/簡育賢   500/田蒼憲    200/謝懿宣   200/   
  

 
加利利傳道會108度預算及募款進度                     

年度預算 已得之奉獻 百分比 尚差金額 

2,500,000 1,569,494                            62.78% 93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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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 119：165 

愛祢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麼都不能使他們絆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