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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路加福音 7：9-10 

7：9 耶穌聽見這話，就希奇他，轉身對跟隨

的眾人說：「我告訴你們，這麼大的信心，就是

在以色列中，我也沒有遇見過。」 

7：10 那託來的人回到百夫長家裏，看見僕

人已經好了。 

位身為軍人的百夫長，他的表現，他所說出

來的話語，竟然能被耶穌稱讚，…這位百夫長，

應該是位非以色列人的羅馬公民，…然而他的信

心，竟然能大到勝過耶穌地上生活，所碰過的以

色列人，…因此他的事蹟就被記載在聖經裏面，

而成為歷世歷代聖徒閱讀的故事，…這實在是我

們軍人的光榮，我們從此也可以證明，軍人是能

夠成為一位生命美好的屬靈人。 

我是國防管理學院 75年班的正期生，民國

94年退伍。…我在民國 74年軍校學生時期，透

過加利利-積穗團契開始接觸基督信仰，民國 75

年受洗成為基督徒，民國 104年浸信會神學院道

學碩士畢業，目前在新莊後港主恩教會牧會。 

回憶過去這一段青春年華漫長的軍旅生涯，

讓我深深地體會到早一點信耶穌，早一點領受祝

福的可貴。…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的生命若因著

信靠與交託，而能夠從生命的早期就在基督裏，

透過不斷地努力追求與學習，相信我們的生命與

生活會早早不一樣的，我們必定會經歷一生踏

實、滿足與喜樂的人生旅途。 

畢竟(神愛世人)。上帝必定實踐愛祂兒女-

基督徒的承諾，…但是要在確定彼此的關係後，

而啟動的疼愛作為，…這是一種合約的關係，…

基督徒在受洗成為天父的兒女，就進入基督裏得

蒙保守與看顧，…但請不要忘記合約的關係，基

督徒也要履行盡兒女的義務，…所以早早信耶穌

的人，就在這領受與奉獻的過程中，看見自己的

成長，越來越有基督長成的榮美，而能如同耶穌

一樣，活出犧牲奉獻，光榮的人生見證。 

顯然地，經文中的這位百夫長，他從自己是

位軍官管理者的角度出發，當他聽聞耶穌醫病趕

鬼、呼風喚雨等大有能力的奇蹟時，他深深地認

定耶穌就是那位至高掌權者，是值得倚靠的人，…

所以因著他對耶穌的信心，他也就成為大有信心

的人。 

詩篇 20：7「有人靠車，

有人靠馬，但我們要提到耶

和華─我們 神的名。」…

要讓一位軍人從刀槍、車馬

轉而注意倚靠上帝，並非一

件容易的事，但在人不能，

在上帝凡事都能。…今天我

之所以從軍人而成為牧者，

乃至於退伍，很多人也是如

此，就是因為我們都看見上帝的偉大，都相信上

帝要在世人中做大事，我們非常樂意成為祂所使

用的器皿，被主使用，以便成就更多美好的事。 

既然我們可以被上帝使用，相信加利利的你

們也可，希望你們更加努力，對上帝增加信心，

將來也可以為上帝做更大的事，加油啦！…阿

們！ 

http://www.galile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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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717QT 靈修(詩篇 149:1-9)                    恩臨 
經文 

「因為耶和華喜愛他的百姓，他要用救恩當作謙

卑人的妝飾。」 詩篇 149:4 

 

默想 

耶和華用救恩做謙卑之人的妝飾。 

 

分享 

最近漢光 36 號操演，部隊上下都忙的不可開交。

這個時候真的好需要上帝的恩典。救我們脫離繁

忙壓力而來的情緒、是否順利的擔憂、演習過程

的危險....等等。在這裡講到我們得著救恩的最快

管道— 謙卑的來到神面前。因為聖經上頻繁的提

到「.....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雅

各書 4:6)、「因為耶和華喜愛他的百姓，他要用救

恩當作謙卑人的妝飾。」(詩篇 149:4)。演習的到

來更多提醒自己，這是個謙卑來到神面前的機

會。放下一切的憂慮、重擔，來到神面前禱告。

有人靠出，有人靠馬，但我要提到耶和華神的名，

我要謙卑倚靠神的恩典，不是靠自己的力量。

 

 

 

 

 

 

 

 

 
1090714QT (詩篇 147:1-11)             琳耀 
【默想】 

神建造了聖城，聚集了流離失所的以色列百姓，

醫治傷心和受傷的人，也照顧百姓的需要，神的

信實，憐憫和慈愛始終不離開我們。 

 

【應用】 

神賜下五穀新酒給祂的百姓，降下春雨和秋雨滋

潤大地，使在迦南地居住的以色列民能耕作、收

成，生活中每個環節神都看顧了，可以說是富足

且豐盛。 

生命中唯一能誇耀的，就是我們能夠認識神、被

神揀選，但神也提醒我們，不要靠自己的力大，

腿快，因為，神要我們學習等待，等候祂應許的

時間到來，超前佈署的概念似乎也和神的心意相

違悖。 

 

【禱告】 

親愛的耶穌，謝謝祢將寶貴的話語賜給了孩子，

使我真知道，成為祢的兒女是何等的蒙福，我要

常常感謝和讚美祢的名，時時仰望祢的慈愛容

顏，因為祢已使我富足有餘且心得飽足，親愛的

耶穌，幫助孩子學習等候祢，不要跑得太快、靜

下心聽聽祢細微的聲音，謝謝耶穌，禱告是奉告

耶穌基督的聖名祈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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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708QT (詩篇 142:1-7)                      立恩 

經文 

「求你領我出離被囚之地， 我好稱讚你的名。 義

人必環繞我， 因為你是用厚恩待我。」 

詩篇 142:7  

 

默想 

上帝在沙漠中為祂的百姓開江河，上帝在曠野為

祂的百姓中開道路 

 

分享 

我們雖然不像大衛一樣，在一個沒人認識祂和被

人追殺他的光景裡，但我們在生活中會遇到挫折

和遇人不仁的時候，不要倚靠自己渡過一切，回

轉向神緊緊與祂禱告和連結，靠著我們的上帝再

次彰顯祂的榮耀，使我們生命有根有基，屬靈的

肌肉更加茁壯，因為在神凡事都能。

 

 

 

 

 

 

 

 

 

 

 

 

 

 

1090714QT (詩篇 147:1-11)                       宜韻 

1經文讀三遍   

 

2今天領受的經文  

詩篇 147:3-4「他醫好傷心的人，裹好他們的傷

處。他數點星宿的數目，——稱它的名」 

 

3.分享默想經文 

我們總認為宇宙的星宿數也數不清，但在第四節

提到，他數點數目，且稱它的名，他能記得星宿

的數目與名，難道會忘了用寶血贖回的我們呢？

每當心情低落的時候，感覺只有一個人面對難題

的時候，要想起創造宇宙萬物的主與我們同在，

祂沒有忘記我們，祂心心念念著我們，祂是願意

放棄 99隻羊，只願尋回你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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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代禱  

◆ 為國防部嚴部長，黃參謀總長等高層將領禱告，祝福他們在兩岸關係緊張時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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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夏季退修會，日期：7/3(週五)晚上至7/5(午)，地點：板橋中華電信訓練所，共沐主恩。

(附圖是退修會合影)。 

 

▓ 109年第十屆全國93軍人禱告大會，日期：8/29(週六)上午09：50開始，地點：台北市行道會榮耀

堂(靠近捷運板南線昆陽站)，鼓勵現役軍人著軍服參加，會後備有餐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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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活出榮耀生命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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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開始新的團契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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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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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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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禱告能穩定順利。 

積穗團契：  

◆ 求神復興管院團契，祝福新任主席及同學們能有穩定團契生活。 

 種仔團契： 

      ◆為學校團契可以重返校園聚會禱告，求神顧念學校這些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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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進行標 

靶藥物及化療藥，及放射線治療，請大家持續為瑞芬姊妹禱告。 

2.為永明牧師禱告：作多次的化療已結束，目前正在家中休養，請為牧師的恢復完全得醫治代禱。 

3.為正鑫弟兄禱告：母親患肺癌，感謝主已於4月份受洗，求賜生命的主全然醫治正鑫母親。 

4.為汝欣姊妹禱告：父親口腔顏面重建手術，已轉入隔離病房，祝福蔡伯父經歷得著神的救恩。 

5.為美聿姊妹禱告：父親於肝腫瘤電燒手術，感謝主已回家休養，求神全然醫治。 

     6.為家瑋弟兄禱告：近日因操演導致韌帶受傷，求神保守平安並醫治全然的康復。 

家庭 

7.為明哲弟兄禱告：父親安息主懷，追思禮拜已於7/18在板橋殯儀館舉行，求神親自安慰親族。  

8.為子雯姊妹禱告：其父親日前安息，追思禮拜訂於7/25在台北二殯舉行，求主耶穌保守並安慰 

9.為佳瑩姊妹禱告：目前懷孕第二胎已數個月，求神保守並祝福懷孕過程一切順利。  

   10.為丘傑弟兄禱告：妻子目前懷孕預產期為8月份，求神保守並祝福懷孕過程一切順利。  

   11.為凱明弟兄禱告：預定8月16日與思妤姊妹在桃園舉行婚禮，願神祝福他們建立美好基督化家庭。 

工作 

   12.為武駿弟兄禱告：其妻子詩儀姊妹在神學院的課業壓力，求神賜下足夠的體力及智慧。 

   13.為雲翔弟兄禱告：為其單位的軍紀安全禱告，求榮耀生命的主，保守單位官士兵的身心靈健康。     

14.為劭銘弟兄禱告：本月份因任務支援中部某營區的助教工作，求神保守教育訓練的成果及安全。      

   15.為家君弟兄禱告: 祝福本月英儲斑考試，求主與他同在，靠主得勝。 

   16.為秦皓弟兄禱告：單位正在準備基地訓練及測驗相關事宜，求神保守基地訓練的戰訓提昇戰力。 

   17.為亞育弟兄禱告：軍校畢業奉命要帶入伍生訓練的任務，求神保守入伍生的身體平安。 

 18.為有賢弟兄禱告: 為支援入伍生訓練，保守一謙篇順利。 

 19.為高亘姊妹禱告：畢業後分發至台北某單位，求神保守她的軍旅生涯，使她倚靠主作光作鹽。    

   20.為青琳弟兄禱告：為單位的基地訓練的成績及軍紀安全、訓練成果，求神親自帶領。 

   21.為宥綸弟兄禱告：轉任軍官後，深感責任重大，在軍官的本職學能力上，神賜榮耀的恩膏。 

   22.為鴻恩弟兄禱告：為年度的特勤單位的戰技測驗禱告，求神保守單位鑑測的成績。 

   23.為浚耀弟兄禱告：目前在南部某基地接受畢業的分科教育，求神祝福分科教育的學習，學以致用。 

24.為書婷姊妹禱告：在單位的工作，近期突然工作量大增，求神賜下平靜的靈，安穩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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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您的支持，使軍人事工得以推展》   

109年06月收支摘要與奉獻徵信 
聖工收入:       155,750 
 

聖工支出:         115,499 

軍校畢業生退修會 16,900 
為法詢專案奉獻：  3,000 

   人事費        ： 67,000 
   事工費        ： 23,401 
   行政雜支      ： 25,098 
    代轉奉獻  ：    1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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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校生畢業生退修會支出:32,877 
 

《06月奉獻徵信》                                           

黃頌晨  4,000/朱炤廉 2,000/姚光華 1,500/王智億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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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瑞絲 2,000/羅耀琳 600/  
黃基禎  1,500/游重山 700/李衍衡 2,000/陳美聿 500/  
王○○ 15,000/張孫健 500/藍立恩 1,000/戴嘉儀  500/  
范美翠  1,000/黃皓 200/傅嘉智 4,000/主知名-安300/  
高振航  2,000/王為軒 500/劉毅弘 4,000/吳庭志 200/  
游子雯  1,000/許鴻榮 250/唐興家 2,000/李銘偉 500/  
白淳仁  1,000/徐文章 300/王平康 1,500/林錦全 400/  
陳昶翰  1,000/顧家安 600/李盈碩 1,000/丁仁傑 800/  
王正鑫  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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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宜韻 2,500/  
張浩融 10,000/陶國禎 1,000/蕭麗娜 1,000/劉家君 1,000/  
王○○ 35,000/馬榮吉 2,500/羅文東 7,000/盧欣欣 6,000/  
張佳寧 10,000/王正康 6,000/主知名-華 8,000/  
台南聖教會 2,000/榮光團契- 3,000/  
 
※《為法詢專案》主知名75 3,000/ 
 
 
 
 
 
 
加利利傳道會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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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0,340 52.81% 1,179,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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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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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18  凡求告耶和華的，就是誠心求告祂的，耶和華便與他們相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