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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教會」一詞首先出現是在馬太福音第十六章

十八節，但真正記述有關教會成立的，卻是使徒

行傳這本書。並且讓我們看到教會發展的腳跡，

和它如何成為一個新的信仰團契的經過。 

使徒行傳的第二章記載了門徒在五旬節被聖

靈充滿、彼得的講章及初生的教會的形成。但第

二章的所形成的耶路撒冷教會，成員大多數只限

於猶大人，現在我們讀使徒行傳第十章，這一章

可說是非常重要的教會歷史文獻，因為這一章記

載彼得親自去向羅馬軍官哥尼流傳福音，這在當

時耶路撒冷教

會的信徒看

來，是一件非

常特別的行

動。因為依當

時猶太人普遍

的觀念，任何

人要信耶和華

上帝都必須先

成為猶太人，

才有可能成為

上帝的子民，被上帝所喜悅。而這種觀念也很自

然且普遍地存在於初代教會的猶太人信徒中， 

但在使徒行傳第十章，神揀選了百夫長哥尼流

使之得救，及當時聖靈降臨之地，不是在耶路撒

冷的聖殿，也不是猶大各地的堂會，反而是在外

邦人百夫長哥尼流的軍人家庭。故此之故，哥尼

流全家救得救及聖靈充滿的故事，被稱為「外邦

人的五旬節」或稱為「職場宣教的五旬節」，成

了外邦人福音的重要里程碑。使徒行傳第十章也

被作為「外邦人的五旬節」，這必然有神隱藏的

祝福，及神給現代軍人家庭的重要啟示。  

 

二、家庭生活的神聖： 

家庭是神為世人所創造。家庭是人類精神與物

質生活的重心，家庭功能的發揮，有助於社會的

穩定發展。健康的家庭應該具備哪些功能？ 

(一)、經濟的功能：家庭是目前社會上基本生

產與消費的單位。父母親透過工作賺取收入，來

滿足家庭成員食、衣、住、行、育、樂各方面的

需求。 

(二)、保護的功能：有人說「家庭，是每個人

的避風港」，這個避風港的功能：提供了生理與

心理層面的照顧，生理層面著重於物質需求的滿

足，例如讓我們吃得飽、穿得暖、有安全的住所

等等的照顧。心理層面則是使家庭成員對於家庭

產生安全感、歸屬感。當家庭成員面臨生活中的

困難、挫折時，家庭可以提供心靈上的慰藉。當

你感到歡欣喜悅時，也可以與家人分享。當你面

臨情緒上的低潮、感到困惑、憂傷時，家庭也扮

演了溫暖而堅強的支柱，陪伴我們度過各種難關。 

 (三)、教育的功能：家庭是教育子女的主要

場所；俗話說：「三歲定終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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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點出「家庭教育」對一個人的重要性。

我們甚至可以這麼說：「家庭」是每個人的第一

個教室，而父母親則是我們每個人遇到的第一位

教師。我們所學習到的語言、行為、價值觀、生

活習慣等等，都深受家庭的影響。 也學習著如何

與他人相處，學習適應社會生活的知識與技能。 

(四)、情愛的功能：家庭最主要功能是滿足每

個成員的情感和愛的需要。心理學家認為「孩子

安全感的最主要來源是知道父母相愛」。人生最

大快樂與最深的滿足，最強烈的安心與內心最深

處的寧靜感，莫不皆來自充滿愛的家庭。 

 

三、軍人家庭關係的難題： 

    軍人家庭因父母親之工作性質特殊，故軍

人常自嘲軍人家庭是「偽單親家庭」，這顯示軍

人家庭經營存有不少的難題，例如下： 

(一) 不常在家，危急的時刻更少在家：家庭

關係需要經營，心理脆弱時，需要彼此的依靠和

扶持。軍人在部隊中忙碌，休假返家難免想放鬆，

什麼事都不想做，但大家也應考慮到配偶

忙碌於家務 5天，也想要放鬆。 

(二) 軍人與配偶或子女經常分離：每

個人都會有家庭生活負擔，在一般家庭

中，都是由夫妻共挑重擔，但在軍人家庭

裏，由於軍人無法天天回家，分隔兩地，

某些重擔會壓在妻子一個人身上，撫育孩

子，照養老人，柴米油鹽及清理家庭……

等常常壓得妻子透不過氣來。因此軍人妻

子所承擔的家務仍比一般家庭主婦要重得多。 

(三) 軍人家庭溝通不適：軍人在軍中職場溝

通的模式，通常是長官部屬交付命令形式溝通，

講求效率、服從，對錯分明。這種職場溝通模式，

軍人不知不覺中也會運用家庭溝通方式中，產生

不少副作用，造成家人關係緊張。例如親子溝通

過程，常顯沒有耐心，要求兒女講求重點，也要

求兒女立即聽明白自己講述的要點，只重結果不

重過程。無法體會兒女的心情，易造成家人間的

對立。 

(四)軍人父母不能陪伴孩子成長 

軍人常年因為任務執勤，無法在家。在兒女

成長的過程，重要時刻，往往扮演缺席的父親(或

母親)，例如小學時期上下學父母往往無法親自接

送小學上課。各時期的畢業典禮，也不一定可以

參加觀禮。學校有許多表演活動，其他同學的父

母都可以觀賞，但是軍人家庭的小孩，就必須學

習獨自面對。 

(五) 軍隊是壓力大、危險性高的工作：今年

國軍多起的因公殉職的事故，16位軍人的殉職，

也造成 16位軍人家庭的破碎。其中漢光演習操演

殉職阿瑪勒道卡度中士，造成他遺留 4個小孩，

頓失照顧(現由其他親人照顧)。另中士陳士榮殉

職時，他的女兒還在母親的腹中只有六個月大。

因此某種形式軍人的家庭，也是隱藏著高危險

性，需要教會及基督徒守望禱告。 

 

四、神所祝福的軍人家庭生活： 

對軍人而言，部隊任務與家庭生活總有不能兼

顧之時，但是善盡經營照顧家庭，仍然是上帝給

軍人一個無法推缷的責任。只要我們將經營家庭

生活當作屬靈的生命功課來學習，我們仍然可以

在軍人家庭活出主耶穌永恆

不變的愛。至少當軍人在家

時，每天早上家人出門就給

祝福禱告。若有機會，家人

可以走路牽手，每晚回家

時，只要有機會就互相擁

抱，入睡前一起同心禱告，

夫妻每天透過電話談心至少

5分鐘，每月適當製造約會

時間。軍人家庭要在每個層面坦誠溝通是不容易

的，不過所下的苦功是值得的。坦誠溝通是建立

幸福軍人家庭的必要基石！ 

 

五、結語 

國軍官兵平日須執行戰備訓練及各項演訓任

務，有時可能因為任務佔去與家人相處的時間，

或是休假中被臨時性任務所打擾，比起一般職業

較少有陪伴家人的時間，因此，特別提醒軍人，

愛要及時說出口，休息時的一封簡訊或是一通關

心的電話，就能表達對家人的關心，相信家人也

會諒解你在單位忙碌，感謝你為家庭的犧牲、為

國家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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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校得救見證                          文/楚平 
 

今天我要來分享，我在受洗後，在基督信仰

上的改變，剛成為基督徒的我，感到非常的開心，

每天都很勤奮的去讀經，禱告，假日的時候也都

會去聚會，每個

禮拜都過得很開

心，記得在有次

聚會時，牧師講

了關於傳福音的

信息，一開始我

心裡就在想，為

什麼要傳福音，

我自己的時間都

快沒了，尤其我

讀的是軍校，沒

有時間也沒有辦

法，是要怎麼去

傳福音啦，後來

牧師說了一句話

讓我覺得蠻有道

理的，他說傳福音是基督徒的使命，要當一個有

用有能力的基督徒，聽完後，我就覺得我也許可

以來傳福音看看，但由於當時我不知道如何開

始，所以傳福音的想法，就默默的沉在心裡面了。  

 

過了不久，我的朋友瑋廷突然問我要不要去

當他的同工，邀請我一起傳福音，為主作見證，

當下我就覺得自己沒有任何的經驗和能力，可以

做嗎？，之後瑋廷就告訴我，一句話，非常觸動

我的心，［分享給台下的人：你不用很厲害了才開

始，而是開始了以後，就會很厲害］，之後我就開

始走上，傳福音的旅程。  

 

在傳福音的過程中，我們也經歷了許多的波

折，信心不足，怕被拒絕，同工們意見以及個性

上的磨合，尤其是禮拜天不能睡到飽,要早上 8 點

起床做傳福音事前準備,有時候

我會問我自己，到底為什麼要做

這些事情來累垮自己，每當有這

樣的念頭時，我就會想到，這是

耶穌託付給祂的門徒的使命，也

因著我的心態轉為，為主而做而

不再是當做只是要完成一個任

務，我開始慢慢學習到了如何去

關心別人，為別人禱告，互相包

容，互相體恤，建立信心，在這

當中，不只在我對我的信仰有很

大的突破，也在我的家庭中有很

大的突破，在我的家庭也從原本

平淡的關係，因這在傳福音的過

程中，學習到關心身旁的人，我

也開始與家人有更多的互動，我

建立家裡的群組，讓大家互相關心、連絡感情，

慢慢的和家人的關係就熱絡了起來。 

  

在傳福音的過程，真的讓我在信仰上成長，

經歷了許多改變，我更真實的經歷在神沒有難成

的事，最後，（再次分享）你不用很厲害才開始，

而是開始了，你就會很厲害。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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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代禱  

◆ 為兩岸關係緊張，求神保守軍人所有演訓、出任務都能出入平安，沒有任何意外。祝福國軍

成為有基督信仰，保衛國家的精實部隊。 

◆109年已經到歲末了，在主基督裏祝福所有軍人弟兄姊妹們，聖誕平安及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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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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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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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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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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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肢體關懷消息  

醫治     

1. 為(紀)昱宏弟兄禱告: 妻子瑞芬進行全身正子攝影，希望轉移的癌細胞都能被標靶 

治療抑制，求主醫治且恢復健康。 

2.為永明牧師禱告：癌細胞由肺部轉移腦部，請為牧師的恢復完全得醫治代禱。 

3.為正鑫弟兄禱告：母親肺腺癌有擴散，目前在做緩和治療，求生命的主全然醫治。 

4.為明峻弟兄禱告：母親乳癌已經開刀治療，為後續的療程及休養求神全然醫治。 

5.為承恩弟兄禱告：最近因胃食道逆流，求主使卸下重擔，並身體心靈都得恢復禱告。 

     6.為榮吉弟兄禱告：弟弟榮章從事模板工作，12/3當天風大被二樓吹起的模板打到，胸部斷7根 

肋骨，頸椎第1及第7節斷裂，12/8作肋骨打釘固定，12/10又作脊椎手術，先前有危險醫生說 

 可能要用葉克膜，感謝神的保守救護，度過危機！現已入住普通病房，右腳較無力尚要復健。 

 

家庭 

7.為孟融弟兄禱告：目前在國外不能陪伴家人，求神保守家人及孟融都得著在主裡的平安喜樂。  

8.為孝儒弟兄禱告：感謝神妻子懷孕，預產期為明年，求神保守懷孕生產過程，一切平安。 

9.為彥勳弟兄禱告：雙胞胎小孩，兩個都有開放性動脈導管未完全閉合症狀，求神持續保守並醫治。  

   10.為家榮教官禱告：感謝神，妻子已經順利生產，求神保守月子期間，母子健康均安。  

。    

工作 

   11.為瑞蒲弟兄禱告：為工作上能勝任且進步、證照考試學習有果效，使他工作靠主滿有能力。 

   12.為富焜弟兄禱告：因休假與地區之故，聚會無法穩定;工作上有瓶頸，求主賜下信心面對困境！ 

   13.為宜韻姊妹禱告：本月底完成專業訓練，順利結業，回到單位中提昇本職學能，發揮所長。 

   14.為秀婕姊妹禱告：希望明年招募業績能達到長官的要求，順利的招到20位有意願從軍的學生。     

15.為恩臨弟兄禱告：目前接受轉職軍官訓練，求主帶領前面的道路，一生都走向神的道上不偏離。      

   16.為劭銘弟兄禱告: 現在南部某校接受射擊專長訓練，求神保守學習效果，取得合格證照。 

   17.為郁羚姊妹禱告：工作之餘，進修在職專班研究所，將於明年 4~5月辦一場的音樂會，求主預備  

      時間、場地 並有足夠時間準備。 

   18.為建安弟兄禱告：在工作上求神賜下健康的體態和包容的個性。 

 19.為浚耀弟兄禱告: 月前已經完成分科教育，回到單位，求神帶領早日適應部隊工任務及生活。 

 20.為健華弟兄禱告：本月初調新職務，需要職前受訓經過考試合核後方能執行任務，請為此代禱。 

 21.為志強弟兄禱告：目前單位在為明年的基地訓練準備，求神保守並祝福單位的戰備訓練果效。    

   22.為玉萍姊妹禱告：為工作時的情緖禱告，按時完成長官交付任務，願未來在職場工作為主而活。  

   23.為志華弟兄禱告：為明年1月份將受正規班訓練，求神賜下新的學習能力，精進本職學能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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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支持，使軍人事工得以推展》 

109年11月收支摘要與奉獻徵信 
聖工收入:        72,300 
 

聖工支出:         117,275 

為法詢奉獻：     3,000 
秋季退修會：    53,600 

   人事費        ： 67,000 
   事工費        ： 31,593 
   行政雜支      ： 18,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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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季退修會支出：72,300 
 
    (本月聖工透支-44975) 

《11月奉獻徵信》                                           

華中興 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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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康平 5,000/李健華   400/廖石開 4,000/羅耀琳 600/  
涂雅玲 2,000/游重山   700/傅嘉智 2,000/陳美聿 500/  
馬榮吉 1,000/張孫健   500/范美翠 1,000/戴嘉儀 500/  
劉毅弘 4,000/黃皓     200/高振航 2,000/主知名-安300/  
游子雯 1,000/王為軒   500/唐興家 2,000/吳庭志 200/  
白淳仁 1,000/李銘偉   500/王平康 2,000/徐文章 300/  
陳昶翰 1,000/顧家安   600/李盈碩 1,000/王正鑫 1,500/  
陳湘君 1,000/蔡汝欣 1,000/莊紀源 2,000/陳楷麒 1,000/  
余宣佳 1,000/陳宜韻 2,500/陶國禎 1,000/蕭麗娜 1,000/  
卓志鴻 2,000/劉家君 1,000/黃基禎 1,000/張華威 2,000/  
任建華 1,500/唐華   8,000/榮光團契3,000/ 
台北錫安堂 2,000/ 
 
 
   
※《為秋季退修會額外奉獻》 
楊嘉智20,000/莊萬益1,000/吳凱伊300/董荷芬2,400/江昱佑200/ 
黃俊維200/杭仁華1,500/陳美聿/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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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8,143 81.93% 45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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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一書 4:7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神來的。凡有愛心的， 

            都是由神而生，並且認識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