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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弟兄姐妹: 願你們平安 

「平安」是多麼簡單又似乎稀鬆平常的問候；可

卻是人生中最大及重要的祝福。年初就發生國軍

大家長意外事故的憾事。「平安」已是我們現代

人的日常生活當中不可或缺的最基本和重要的心

願了。 

 

 

有一首老歌【朋友們你真有平安嗎？】歌詞內容

是： 

朋友！你心中真有平安嗎？ 

如果你沒有平安和喜樂，現在我就告訴你， 

主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 

我就使你們能得到安息，使你們能得到安息，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憂傷的人，主必使你得到安

息。 

 

 

人的一生當中無論是老年、中年、青年成人甚或

學生、孩童的各個人生階段都得面臨許多不同的

心理壓力。因為面對不可知的未來有太多的不確

定性,所以焦慮恐慌，没有平安。所以當人們或許

聴說、遇到有能力未卜先知的人、事、物總是想

盡辦法，無論是算命、參拜、修道總想方設法的

要尋求可掌握預知的未來才會覺得安心。知識、

財富、地位、權勢可以讓我們有平安嗎？或許有

那也就是一時吧？傳道書 1:9已有的事，後必再

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

人生只有真實遇見主，才能走上又新又活的路。

神說：〝你反來覆去要到幾時呢?〞這正提醒你我

在〝鐘擺〞和〝階梯〞人生旅途中，何時軟弱，

何時就靠主剛強。若我們信主多年，當面對週遭

生活環境的變遷，仍有太多的憂慮煩腦、驚惶不

安時，我們就該回頭思考我們與神的關係了？ 

 

 

耶穌降世救人就是要榮耀神和賜人平安。 

耶穌一生有三個重要時刻都提到「平安」： 

一、出生 

路加福音二：13-14「忽然，有一大隊天兵同那天

使讚美神說：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

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 

二、與門徒分離 

約翰福音十四：2「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

平安賜給你們。…」 

三、死裡復活 

祂復活後再次提到平安，約翰福音二十：19「那

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門徒所在的地方…

耶穌來，站在當中，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你

們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約十四 27） 

 

http://www.galile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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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的福音』正是我們軍中職場特別需要的一

項裝備。 

 

據 2018年美國基督教廣播網(CBN)報導，美國倫

納德伍德基地在一名軍牧喬斯羅登(Jose Rondon)

的帶領下，自今年三月迄今(2018八月)共有

1,839名士兵受洗歸入主名。 

  

美國密蘇里州的倫納德伍德基地，自今年 3月迄

今年已有近 2千人受洗歸主。(照片來源/ Jose M. 

Rondon)  

 

 

羅登提起他從事軍人牧養關懷時表示，任何人都

需要被傾聽，即便是外表看似堅強的軍人，甚至

他們更加需要被傾聽，因為一般人都不了解軍人

在服役時所承受的壓力。 

 

  

 

 

 

 

 

 

 

 

因此，他常透過神的話來鼓勵部隊中的軍人，幫

助他們在訓練過程中學會正面思考，度過艱難的

部隊生活。(以上摘錄自 2018/8/16 基督教今日

報)基督的精兵們 用平安的福音當做預備走路的

鞋穿在腳上(以弗所書 6:15)「報福音、傳喜信的

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羅 10:15 

 

「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歸與

你們！」弗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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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年終感恩                             文/楊志超                              

107年年終禱告會拿到的祝福卡「倚靠」，把

卡片夾在月曆上，天天可以看到常常提醒自己，

如今 108年將盡，回頭看對神滿了感謝、敬畏與

讚美。舉三件事跟大家分享。 

 

第一件：第三次攝護腺切片檢查  

幾年前因攝護腺指數偏高，做過兩次攝護腺

切片檢查，檢查結果都正常。每年定期追蹤，107

年指數在安全範圍，心想大概沒事了。去年初回

診順便看例行抽血檢查結果，去醫院路上還很輕

鬆，因為前年指數已經在安全範圍，就在門診快

輪到我時心中突然有一個聲音，如果待會指數出

現偏高的情況。你會怎樣? 

我一下子好像從夢中被叫醒。醫生叫出檔

案，驚呼指數有點高要趕快安排住院，我剛才已

經被叫醒所以當下還算心情有穩住，切片檢查結

果正常，醫生仍然不放心，半年後再追蹤檢查，

這次切片沒有前兩次辛苦，整個切片檢查過程有

一件蠻特別的事，就是，做完切片手術在恢復室

時頭腦特別清楚，回憶許多事情也想了一些事，

有跟上帝對話的感覺印象很深刻。回顧這次檢查

雖然肉體是受了一些折騰但在精神上是加分的。

我的體會是，108年的檢查是神在我進入 60歲階

段的一個禮物一個鼓勵。神要我剛強壯膽，學習

更多倚靠主。 

 

第二件：妻子淑娟脊椎開刀 

淑娟年輕時脊椎受傷，當時年輕也不以為

意，隨著年齡增大當年脊椎受傷沒有處理的一些

後遺症陸續浮現，也去看了許多醫生綜合醫生們

的意見都是保守性治療。另一方面患者及家屬有

擔心手術的結果不如預期甚至更糟。直到約兩年

前淑娟面臨更嚴重的問題，脊椎滑脫生活品質大

受影響晚上無法平躺睡覺。感謝主，主有預備，

經鄰居介紹遇到很棒的醫生及醫療團隊，開刀很

成功，術後復原很好。 

 

第三件：神透過課輔班，擴張我的境界 

課輔班今年第三年，軍人出身的我，講求紀

律規矩，國中生正值青少年，當紀律碰上叛逆，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兩年多來，感謝主，透過忠

哥及老師同工的扶持大大地幫助我。如今課輔時

間可以吃東西，可以小聊天，可以睡覺。這是我

學到的功課。讓同學感受教會有愛，的確早上學

累了一天，睡一下怎樣，有同學 7:30下課還不想

回家因為父親及阿姨都苦待他，這時我驚覺課輔

班是同學的避風港，在港口把船加滿油加滿水填

飽肚子繼續上路。感謝主。 

 

最後分享前兩個禮拜神在課輔給我們的祝

福，有位女同學，老師們都看出她很有潛力，這

位女同學很穩心理年齡遠遠超過現在的她，但是

這位同學非常缺乏學習動力。後來知道因為父親

家暴所以她小二到小六曾在政府的兩個安置機構

待過，在安置機構經歷許多不愉快事情，目前跟

母親住。這位女同學剛來課輔時，看出她很有潛

力很想幫她就不時主動拿題目給練習，因為缺乏

學習動力後來我就暫時把她晾在一邊，她就坐我

附近，以前有互動後來幾乎都沒互動，只有她來

教室及下課跟我打招呼而已，我啥事也不能做只

有為同學禱告。 

感謝主。就在兩個禮拜前，快下課時這位女

同學來問數學作業的問題，神開路，讓我有機會

切入話題，鼓勵她一天學 3個數學題目，她答應

了。突然間覺得我們之間的鴻溝填平了，這位女

同學好像開竅了，當下抓住機會分享我求學的挫

敗及如何靠主再重拾信心，面對人生。徵得她同

意，帶她做決志禱告。感謝主，現在這同學會主

動來要題目練習。如今，我跟這位同學的交情，

好像已經認識很久，很有互信，榮耀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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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代禱  

◆國軍UH-60Ｍ黑鷹直升機，1/2日上午在烏來與宜蘭交界處墜毀，造成參謀總長沈一魃在內等8

名人員罹難、5人生還。國人深表哀痛，求主安慰罹難家屬內心悲傷，擦去他們的眼淚。也求

主保守軍人每一次出勤都滿有平安。 

◆加利利傳道會第九屆軍校生退修對，時間：2/28(中午)至2/29(中午)。地點：新竹聖經學院 

 

 

 

 

 

 

 

 

 

 

 

 

 

 

 

 

 

 

 

 

◆【徵人啟事】安得烈慈善協會（安得烈食物銀行）徵「物流行政」同工一名，歡迎各位推廌教會

或機構的適當人員一起參與安得烈的服事，待遇面談。連絡電話：02-22902248轉朱小姐或李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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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妻子瑞芬最近照CT顯示腦部有多顆腫瘤，同時有水腫現象，目前進行4

種標靶藥物及化療藥，外加15次全腦放射線治療，請大家持續為瑞芬姊妹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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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牧師的恢復

及減少副作用。 

3. 為明哲弟兄禱告：其父長期接受化療，身體虛弱，日前家人已經決定停止化療。代禱讓黃伯父

能夠有好的生活品質。 

4. 為(潘)昱宏弟兄禱告：母親因肺部纖維化正在住院，求主賜下醫治的靈，更希望母親能回轉歸

向主。 

5. 為威智弟兄禱告：其妻子賢琳原本懷了二寶，因為第九週仍測不到心跳！醫生已於上週三引

產，妻子在家小產月子中，請為身體恢復此事禱告。 

家庭 

6. 為志綱弟兄禱告：妻子楊詩薏，她過敏性鼻炎極為嚴重，深受其苦，請為此禱告。 

7. 為義超弟兄禱告：妻子瑩菱現懷孕，預產期為109年三月份，求神保守懷孕一切平安。 

8. 為昱安弟兄禱告：為空院的課業靠主得勝感謝神。妻子瑾雯姊妹懷孕，預產期為109年三月 

份，請代禱妻子懷孕一切順利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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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為智帆弟兄禱告：因工作搬至桃園，其妻子懷孕預產期為109年六月份，請代禱一切平安。 

工作 

   11.為心蓮姊妹禱告：目前正在準備證照的考試，求神保守準備過程，滿有智慧。 

   12.為克澧弟兄禱告：正準備研究所的畢業論文，求賜人智慧的神保守克澧通過論文學業 。     

13.為少瑋弟兄禱告：已於本月即調任外島新職務，求神祝福新的職務，滿神的能力與恩膏。      

   14.為建雄弟兄禱告：已於調任新職，求生命的神，與建雄天天同行，使他工作滿有能力。 

   15.為慶航弟兄禱告：自從總長失事，單位承受很重的壓力，求神保守單位運作正常，執勤平安。 

 16.為盛年弟兄禱告：目前正準備報考語文正規班，懇求天父垂聽禱告考試能夠順利平安。    

   17.為武駿弟兄禱告：近期為處理兩性問題代禱，求神賜下智慧面對長官及與家屬溝通，並掌握心緒。 

   18.為恩賜弟兄禱告：今年計劃報考陸院同時又準備今年完婚，希望一切都順利，願主帶領看顧。 

   19.為立民弟兄禱告：1/3日士官長正規班入學測禱告，在準備過程求神賜下智慧，保守考試成績。 

   20.為國垣弟兄禱告：今年是最後一次考陸院陸軍組的機會，請為此事禱告，求神開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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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支持，使軍人事工得以推展》 

108 年 12 月收支摘要與奉獻徵信 

聖工收入:       233,500 
專案指定奉獻:    70,000 

聖工支出:       215,316 

 
軍校生退修會   : 76,000 
 

   人事費        ： 67,000 
   事工費        ： 20,697 
   行政雜支      ： 27,619 
   法律相關費用   : 100,000 
 

代轉奉獻  ：   8,500   
蔡哥代收奉獻:   3,500    
程玉代收奉獻:   3,000 
石開代收奉獻:   2,000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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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華威  2,000/李武耀 500/廖石開 4,000/李健華   400/  
徐永鴻 12,000/羅耀琳 600/葛瑞絲 2,000/游重山   700/  
謝德寧 60,000/陳美聿 500/傅嘉智 2,000/張孫健   500/  

盧欣欣 10,000/戴嘉儀  500/范美翠 1,000/紀昱安   300/  
吳金雄 10,000/陳昶翰 500/高振航 2,000/黃皓    200/  
羅紹和 10,000/王為軒 500/唐興家 2,000/吳庭志   200/  
李亞明 10,000/李銘偉 500/白淳仁 1,000/徐文章   300/  
廖石開 60,000/黃珮怡 500/王平康 1,500/林錦全   400/  
李盈碩  1,000/顧家安 600/王正鑫 1,000/劉畢莉   500/  
陳湘君  1,000/蔡汝欣 1,000/莊紀源 2,000/黃婉琳 1,000/  
陳楷麒  1,000/余宣佳 1,000/劉家君 1,000/陳宜韻 2,000/  
陶國禎  1,000/蕭麗娜 1,000/胡展豪 5,000/馬榮吉 1,000/  

陳鴻福  5,000/江智暉 5,000/曹常勇 3,000/鄒箴言 1,000/  
劉毅弘  4,000/游子雯 1,000/徐唯正 2,000/王正康 6,000/  
塗玉雲  1,000/朱旭達 2,000/陳中秋 2,000/ 
主知名-華 8,000/榮光團契 3,000/台南聖教會4,000/  
家家歌珊堂 30,000/    
  
軍校生退修會奉獻 
主知名-王 7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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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1,595                              92.86% 178,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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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 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