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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are what you eat

英文有句諺語：「You are what you eat.」，

意即「人如其食」。延伸的意思：「吃些甚麼，

就會像些甚麼。」、「吃進什麼樣的食物，就決

定什麼樣的身體」、「想要健康，就要注意你的

飲食內容。」我們所吃進去肚子裏的食物，包括

米飯、肉類、蔬

果…，經過身體的

消化系統與各部門

的加工，最後分解

成對人體有用的血

液、肌肉、細胞…

等，提供我們生活

所需要的養分、熱

量…，再將無用的

渣滓排出體外。也

就是說我們所吃進

去的食物，最後會

變成我們身體的一

部份。我們想要有

怎麼的健康身體，

就應當留心我們所進食的內容，好的食物會帶來

好的健康，而壞的食物則可能反而帶來毒素、病

變，甚至提高致癌機率。「You are what you 

eat.」，重點不是為要滿足口腔一時的快感，而是

滿足身體真正的需要。等到身體出問題再來醫治

通常已經太慢了，所以我們應當從源頭，就是食

物的選擇上，加以看重。 

好果子

我們除了肉身的身體，更重要的是還有屬靈

的生命。「You are what you eat.」，同樣的

原則，我們也可以應用在屬靈生命的健康上。在

上帝創造亞當夏娃的伊甸園中，有各樣的果子，

其 中最重要的是「生命樹的果子」，

與「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因

為魔鬼的引誘人吃錯了食物，結

果靈魂的功能就死了（與神隔

絕）。人類第一個犯罪，問題就

出在吃東西的事上。當然不是因

為食物有毒，而是神透過食物，

來考驗我們到底看重「先滿足自

己肉體的私慾」？還是「先滿足

心靈與神的關係」。每次見到地

上的食物，經常被神用來提醒我

們是否更加看重靈魂的食物（神

自己）。整本聖經，神經常透過

「吃東西」這件事上來教導神的

兒女認識真理。 

一、分別善惡樹的果子，考驗亞當夏娃是否

透過吃東西這件事，來倚靠神的話語勝過仇敵？

還是暴露出人其實不想緊緊倚靠上帝而得生命，

卻想脫離神，專靠自己獨立卻致死亡。—靈命優

先於肉體的生命。 

二、舊約規定不可以吃動物的血，來提醒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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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兒女「血中有生命」。動物的肉可當作食物，

但是血卻是可以贖我們的罪。意思是我們必須首

先悔改恢復與神和好的「生命」關係，才能在地

上享受有神同在的日常「生活」。—靈命優先於

肉體的生命。 

三、透過曠野每日降下的嗎哪，預表了上帝

提醒以色列百姓清晨與神親近，領受神話語的供

應，並守安息日，重視與神的關係。嗎哪是神賜

的食物，神的供應，更是藉此教導百姓領受神的

話語成為我們生命的糧食。—靈命優先於肉體的

生命。 

四、上帝責備曠野中的以色列人，他們的神

就是他們的「肚腹」，因為神用食物與水來考驗

他們，顯露出他們心中並沒有神，沒有尊重神的

話語，卻只專注追求個人肉體的滿足，因此厭棄

這群百姓。—靈命優先於肉體的生命。 

五、耶穌勝過魔鬼的試探，教導我們人活著

不是單靠食物，而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屬

靈的生命要優先於身體的需

要，先來到神的面前領受神話

語的供應，才能得著力量勝過

魔鬼、世界與老我。—靈命優

先於肉體的生命。 

六、耶穌教導神的兒女不

要像世人，追求「吃什麼、喝

什麼、穿什麼」，應該要先求

「神的國與神的義」，先讓神

在我們生命中完全掌權作王，

活出悔改生命的果子，神自然

會信實供應生活所需。—靈命

優先於肉體的生命。 

七、耶穌教導因為五餅二魚神蹟來找祂的群

眾：不要為必壞的食物勞力，要為永生的食物勞

力。耶穌是生命的糧，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就不

再餓也不再渴。這段話是教導群眾地上的食物，

是為要叫我們思想天上的食物。主的血能夠赦

罪，主的肉就是主的話，能夠供應我們心靈的力

量，活出聖潔的生活。—靈命優先於肉體的生命。 

八、耶穌親自設立聖餐，教導我們在飲食中

要「紀念主」，不要糊塗的吃喝，每逢吃喝的時

候要想到讓主成為我們生命心靈的供應與滿足，

好好讀神的話，好好信靠神，活出主的生命。—

靈命優先於肉體的生命。 

一個愛吃「閒言閒語」食物的人，就會長出

「擾亂紛爭」的果子；一個愛吃「計算他人的惡」

食物的人，就會長出「仇恨苦毒」的果子；一個

愛吃「世上宴樂」的人，就會長出「貪愛世界」

的果子；一個愛吃「懶惰逃避」食物的人，就會

長出「一事無成」的果子；一個愛吃「手機或網

路」的人，就會長出「捆綁與垃圾病毒」的果子；

一個愛吃「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今生的驕

傲」的人，就會長出「犯罪遠離神」的生命果

子……。 

相反地，一個愛吃「上帝話語」的人，甚至

愛到一個程度，可以「晝夜思想」、可以「樂意

遵行」，這人就會多多結出「聖靈生命的果子」。

表現出來的，就是越來越有基督長成的身量，越

來越能「活出基督，不再是

我」，越來越「模成神兒子

的性情」，帶著豐滿榮耀與

得勝的生命預備進入神國。

這人被神的話充滿，被聖靈

的大能充滿，得著聖靈力

量，愛神所愛，恨神所惡，

自然而然活出聖潔成聖的生

活方式。You are what you 

eat！我們種什麼，就會收什

麼！種世界，收敗壞！種神

的話，收神的性情！到有一

天，神要審問我們：「少年

人哪，你在幼年時當快樂。在幼年的日子，使你

的心歡暢，行你心所願行的，看你眼所愛看的；

卻要知道，為這一切的事，上帝必審問你。」（傳

11：9）、「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都

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林前 10：23）、「所

以，你們或吃或喝，無論做甚麼，都要為榮耀上

帝而行。」（林前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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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神築夢                                   文/香子                              

天父是一位會築夢與成就的神，而自己也在

與神築夢中，經歷生命的改變。因著教會的教導，

開始想在家裡及職場上築祭壇。教會的弟兄姊妹

們想到我任職的營區裡辦佈道會，然而在禱告等

候中，我一直掙扎而未決定，因為我期待退伍後

做很多事，直到神給我ㄧ段經文，小組長的禱告，

退伍資料失誤等等，印證了神讓我繼續留在軍

中，那時我也進入但以理學校，因為職場長久以

來積累的問題與壓力，讓我陷入憂慮與爆瘦，生

命陷入了低谷，我停止了一切服事然而神的愛竟

是如此的長闊高深。如《聖經》所說:」祢的杖祢

的竿都安慰我，「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

遭受傷害，因為你與我同在。」〈詩篇 23:4〉 

 

    有一次上課時，老師問：「是否將但以理所學

到的教導應用在職

場？」那時我被聖

靈感動，於是開始

推動聖誕節佈道，

期間也積極跟台東

的傳道及指揮官連

繫，雖然當時因任

務無法到場，卻順

利讓台東教會進入

營區報佳音，也認

識了加利利傳道會

的傳道同工。 

 

106年開始跟教會同為軍職的姐妹築禱告祭

壇，也因著加利利傳道會同工邀請参與了在屏東

舉辦的第一次軍人禱告會。那時在爲全台灣的軍

人及台灣禱告後，受神差遣，因任務神帶領我到

全台灣不同的營區，並在我任職的營區裡開始有

人和我一起築禱告祭壇。 

 

軍人是保護國家的力量，但卻沒有神設立軍

隊的使命跟愛，這也是神想要恢復的，神將使命

放在祂揀選的孩子心中。軍隊並非想像中穩定美

好！在我的單位，也有很多困難的任務，同事中

也有抑鬱服藥跳樓的，包含我自己都曾有自我傷

害的念頭，感謝神一次次將我從死亡中救贖。 

  

很快地服役的役期又到時候，但神用同樣的

經文，讓我留下，長官也將我從行政職調整領導

職，以我的才能，很怕站在人群中，這對我來說

是很大的挑戰，可是神不斷的打破我的自我設

限，神要做新事大

事，我曾經憤怒沮喪

想逃避，卻因著神的

恩典，才能在這職份

上站穩得勝。未來我

想成就神的旨意，在

我的職場傳福音給不

認識神的同袍。謝謝

但以理老師的教導、

學姐的陪伴、教會牧

者的祝福、小組長的

守望，同學們的幫助鼓勵，才能結業，結業並不

是結束，而是在軍中傳福音的開始，在此將榮耀、

頌讚歸給天父。最後以賽亞書 54:2自勉： 

「要擴張你帳幕之地， 張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

限止； 要放長你的繩子，堅固你的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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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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利利傳道會秋季(南部)退修會，11月15日晚上至11月16日下午，於高雄澄清湖中華電信訓練所。   

 

 

 

 

 

 

 

 

 

 

 

 

 

 

 

 

 

 

 

 

 

◆【徵人啟事】加利利傳道會南部同工一名，關心【軍中職場宣教】，並對軍人福音聖工有負擔， 

   對軍校生服事有年輕的、活潑的心志，具團隊服事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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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遵魁弟兄代禱，求神保守體能測驗，成為優秀的官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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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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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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學校團契可以重返校園聚會禱告，求神顧念這些國、高中生的靈魂。 

肢體代禱消息  

醫治     

1. 為(紀)昱宏弟兄禱告: 妻子瑞芬最近全身正子檢查結果很棒，主治醫師說都沒看到癌細胞的影

像。感謝神！榮耀歸主。 

2. 為永明牧師禱告：自上週開始持續要作13次化療，因化療時間劑量加長加重，所以採隔週一次

方式執行，目前還有12次要作，請為牧師的恢復及減少副作用。 

3. 為畢莉姊妹禱告：目前發生暈眩病況，目前正檢驗中，求神眷顧保守醫生最快找出病因。 

4. 為庭瑜弟兄禱告：其父親因腦部長瘤復發，須住院開刀手術，求神眷顧並全然醫治。 

5. 為家榮弟兄禱告：懇求神賜敬虔的後裔，希望妻子早日懷孕，懇求生命的神賜下恩典成就。 

家庭 

6. 為志華弟兄禱告：與女朋友預定於12月份結婚，求神祝福婚禮的籌備過程，恩典滿溢。 

7. 為義超弟兄禱告：妻子瑩菱現懷孕，預產期為明年三月份，求神保守平安。 

8. 為銘偉弟兄禱告：妻子虹勻懷孕了，感謝神賜下後裔為產業，願神孕育期間一切平安。 

9. 為昱呈弟兄禱告：其祖父日前安息，求慈悲的神以無盡的愛安慰昱呈及其家族。 

10. 為章樸&汝欣、書桓&文毓夫妻禱告：感謝神他們都於11/15日同一天完成婚禮，並且完婚後第 

一天就獻給神，參加加利利傳道會的退修會，有志於上帝對「軍中職場宣教」的異象。 

    11.為媛鈞姊妹禱告：本月23日與郁軒弟兄結婚，成為終身的伴侶，求神祝福她們新婚家庭。 

工作 

   12.為衍衡弟兄禱告：月初奉令差派至美國受心戰軍官班訓，求神祝福受訓期間，賜下學習的智慧。     

13.為誌堂弟兄禱告：為單位營區的禱告小組茁壯成長禱告，成為靈命成長的堡壘。      

   14.為勝宏弟兄禱告: 目前在基地訓練中，求神保守基訓期間一切平安，滿有神的同在的祝福。 

   15.為哲榮弟兄禱告: 目前在保修訓練中，求神保守訓練期間一切順利，有神同在的恩典。 

   16.為家君弟兄禱告: 為明年能順利報考正規班，求神帶領引導，倚靠主走每一步軍旅生涯。 

   17.為孟杰弟兄禱告：為將接受下一機種換裝訓練禱告，求神祝福他未來軍中訓練的生涯。 

 18.為修華弟兄禱告：在課業及感情二者難以兼顧，求神賜倚靠神的心得以處理目前所遭遇困難。    

   19.為正鑫弟兄禱告：近期將新的人事異動，求神預備下一個合適的單位，在單位工作榮神益人。 

   20.為明峻弟兄禱告：最近調任新的職務並佔缺，求神在新的單位及新的職務賜下新的恩典。 

   21.為昱佑弟兄禱告：為目前翻譯任務禱告，能夠順利申請國外的翻譯學校禱告。 

   22.為致仁弟兄禱告：目前從國防部的駕駛職務退伍，準備到資策會接受職訓，求神保守退伍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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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支持，使軍人事工得以推展》 

108 年 10 月收支摘要與奉獻徵信 

聖工總收  :     147,650 聖工支出:       137,955 

聖工收入 ：     141,250 
花蓮禱告會:       6,400 
 

   人事費        ： 67,000 
   事工費        ： 33,673 
   行政雜支      ： 31,507 
   花蓮禱告支出   :  5,775 
 
 

代轉奉獻 ：  10,500   
蔡哥代收奉獻: 5,500    
程玉代收奉獻: 3,000 
石開代收奉獻: 2,000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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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品全   300/沈立忠 3,000/盧煥淞   500/  
王治平  1,000/李武耀   500/王麗雲 1,000/李健華   400/  

傅嘉智  2,000/羅耀琳   600/莊萬益 1,000/游重山   700/  
黃立夫  1,500/陳美聿   500/馬榮吉 2,000/張孫健   500/  
范美翠  1,000/戴嘉儀   500/高振航 2,000/紀昱安   300/  
劉毅弘  4,000/陳昶翰   500/游子雯 1,000/黃皓     200/  
陳啟勝  7,000/王為軒   500/唐興家 2,000/吳庭志   200/  
白淳仁  1,000/許鴻榮   250/王平康 1,500/李銘偉   500/  
李盈碩  1,000/徐文章   300/王正鑫 1,000/黃珮怡   500/  
陳湘君  1,000/林錦全   400/莊紀源 2,000/顧家安   600/  
田康平30,000/黃婉琳  1,000/陳楷麒 1,000/余宣佳 1,000/  
王正鑫20,000/劉家君  1,000/陳宜韻 2,000/陶國禎 1,000/  

魏志憲10,000/曹常勇  3,000/蕭麗娜 1,000/張華威 2,000/  
廖石開 4,000/葛瑞絲  2,000/劉毅弘 4,000/杜建新 2,500/  
主知名(華)8,000/台南聖教會4,000/    
  
《花蓮禱告大會》 
吳瑞良  2,000/謝主愛 1,000/白淳仁 1,000/劉忠勇 1,000/ 
其他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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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694                             72.79% 68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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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拉太書:5:22-23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 

                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