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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址：http://www.galilee.org.tw                 電子郵件：stone198611@gmail.com 

電話：02-29137225   傳真：02-86658221           統一編號：66928521  

    郵局劃撥帳號：1514 6314                    奉獻戶名：基督教加利利傳道會   

同工聯絡手機：廖石開 0928-145927               高振航 0928-061745            

  異象使命︰恢復軍人尊榮    守望軍人家庭    堅固軍人弟兄    拯救軍人靈魂           

中華民國  一一○年 8 月份 代禱信    

屬靈人的信心                            林盛榮傳道                                                 

經文：羅馬書 14：7-8 

14：7我們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活，也沒有一個人

為自己死。 

14：8我們若活著，是為主而活；若死了，是為

主而死。所以，我們或活或死總是主的人。 

 

軍人的事業在戰場，基督徒的人生在禾場，

一個是保國衛民，一個是搶救靈魂，一個是屬世

的，一個是屬靈的。然而…身為軍人的一分子，

同時又是一位不折

不扣的基督徒，到

底要如何聯結屬地

與屬天兩種不同的

作為，…實在是值

得我們去深思與檢

討更新的議題。 

 

馬可福音

12：29-31「耶穌回

答說：第一要緊的

就是說：以色列

啊！你要聽，主─

我們 神是獨一的

主。你要盡心、盡

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 神。其次就是說：

要愛人如己。再沒有比這兩條誡命更大的了。」 

 

國父孫中山先生說：「人生以服務為目的」。

先總統蔣中正先生說：「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

全體之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

命。」…孫中山先生、蔣中正先生，他們都是愛

上帝的基督徒，…在以上的言論中，我們看到他

們對世人的愛，以致於他們促成許多造福世人的

美好事業。 

 

國父創建中華民國，使國家進入民主時代，

讓人民享有更多權力影響國

家；而蔣公對台灣建設發

展，勵精圖治，大大提升台

灣人民生活水平，可以安和

樂利享受人生。 

 

只是我們一定要知道，

我們基督徒要先愛上帝，然

後才可以愛世人，這先後次

序一定要非常清楚，我們必

須要以愛上帝為基礎的奉

獻，才能活出可長、可久的

愛世人作為。若是失去上帝

為基礎的愛，因為沒有上帝

愛的力量在我們心靈深處無

限的供應，是絕對沒有辦法在地上活出終其一

生…愛的生命。 

 

http://www.galile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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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8：37「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

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軍人保國衛

民的得勝，基督徒搶救靈魂的得勝，一定要緊緊

地、牢牢地抓住上

帝，才能在地上過

得勝的每一天，而

這就是信心的真相

與事實。 

 

民數記 14：24

「惟獨我的僕人迦

勒，因他另有一個

心志，專一跟從

我，我就把他領進

他所去過的那地；

他的後裔也必得那

地為業。」…專一

的意思就是單一，

我們基督徒不能事

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

個，我們不能又事奉上帝，又事奉財利，…而這

樣的絕對，是必須以生命相許的絕對，…這就是

今天主題經文的內容，(為主而活，為主而死)的

勇氣與犧牲。 

羅馬書 8：35、38-39「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

絕呢？難道是患難嗎？是困苦嗎？是逼迫嗎？是

飢餓嗎？是赤身露體嗎？是危險嗎？是刀劍

嗎？…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

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

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

叫我們與 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

耶穌裏的。」 

 

基督徒是屬靈的人，必須單單地為主而活，

為主而死。基督徒看萬事如

糞土，再也沒有任何其它地

上的事物可以搖動基督徒的

意志。…升官發財閃一邊，

唯有愛上帝、愛世人才是基

督徒要活出來的生命見證。

不管從事任何行業的基督徒

都當如此行，…而身為保國

衛民的軍人基督徒當然也不

例外，以便將來在永恆的屬

靈世界，可以毫無疑問地進

入天堂樂園，享受永遠的祝

福，喜樂滿懷，阿們！。 

 

最後我列出幾位屬靈人

的屬靈名言，供大家參考。

本仁約翰「信心是基督徒所遵循的生活原則…是

靈魂在行走天路中的行動準則。它也是靈魂抗拒

並勝過私慾鬼魔與世俗的主要力量。」 

倪柝聲「神試驗我們的信心，乃是要我們有長進。

沒有一個基督徒有長進，而他的信心是沒有經過

試驗的。」，海倫凱勒「信心是命運的主宰」， 

慕安德烈「信心就是將我們的眼睛，從世界和自

己這面轉移到神的身上，並且在祂的光中得以見

光。所以神只向著有信心的人，才啟示祂自己。」 

司布真「雖然環境看似絕望，但信心總是見到上

帝彩虹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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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8/09 QT 分享                             文/育賢
士師記 3：12~31「回轉歸向神，跟緊我們的

牧羊人」 

 

(1)感動經文： 

12節：以色列人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

事，耶和華就使摩押王伊磯倫強盛，攻擊以色列

人。 

28節：對他們說：「你們隨我來，因為耶和

華已經把你們的仇敵摩押人交在你們手中。」於

是他們跟着他下

去，把守約旦河

的渡口，不容摩

押一人過去。  

 

(2)默想經

文： 

在默想經文

的同時，想到聖

經中的一句話 

‘‘務要謹

守，警醒。因為

你們的仇敵魔

鬼，如同吼叫的

獅子，遍地遊

行，尋找可吞吃

的人。’’彼得前書 5:8 

當我們放縱自己，體貼肉體的結局就是死，

但當我們體貼聖靈，乃是生命、平安 

再一次以色列人又犯罪，導致耶和華讓摩押

人興起強盛進而攻擊以色列人，這也使我聯想到

神時常會透過生活中遭受的挫折來考驗我們，當

我們回轉歸向祂，祂必會把我們抱在懷裡，用祂

的無比的恩典及愛來澆灌我們 

在 28節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人走到盡頭，進

而轉而求助於上帝，而祂垂聽以色列人的禱告，

而我相信對於我們的禱告，上帝也必垂聽 

 

(3)分享感動： 

感謝主，經過上兩週的入

伍訓幹部訓練，雖然身上長了

濕疹，過程也是很痛苦，但是

我覺得我更懂得在患難中靠主

常喜樂，更增加了抗壓性，也

學習到更多入伍訓練的教學細

節。 

回到學校過後，接著三

週，求主讓我做出正確的生命

選擇，因為經上記著說“你們

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

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馬太

福音 6:33，求神讓我有個穩定

的靈修生活，不論在任何環

境，眼目都能單單定睛在神身上。 

 

 

 

2021/07/24 QT 分享                               文/宜韻
 

1經文讀三遍 詩篇 16:1-11 

 

2今天領受的經文   

詩篇 16:6「用繩量給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處； 

我的產業實在美好。」 

 

3分享默想經文   

不論現在的景況如何，總要對焦於上帝，靠著上

帝賜的能力，憑著祂的應許，將眼光從眼前的困

境移到永恆的未來，深知祂早有預備，且為我們

所預備的就座落在佳美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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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代禱  

◆ 為國防部邱部長，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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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義、公平、智慧、合理的。 

 

▓ 【九三軍人禱告會】因疫情影響，室內聚集須設定人數及梅花座，且不能用餐。所以這次 

  【九三軍人禱告會】將採用線上方式。(歡迎現役、軍校生、退役、榮眷、軍眷參加)   

＊主題:  願神的國降臨在我們軍中 

＃時間:110. 09. 03 (星期五) 早上10:00-12:00 (後半段分組) 

  費用:免費。 

  報名方式: 請與石開傳道聯絡 (0928-145927)，填電子報名表，您需申請gmail帳號。 

  【鼓勵】現役軍人、軍校生，著軍裝入鏡。(Google Meet大合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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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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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神興起各年級基督徒渴慕的心，也為新生的基督徒能進入團契一起聚集。 

積穗團契：  

◆ 求神復興管院團契，祝福團契穩定有新的團契主席。 

 種仔團契： 

      ◆為學校團契可以重返校園聚會代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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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妻子瑞芬代禱，希望癌細胞都能有效治療及抑制，求主醫治且恢復健

康。 

2. 為美聿姊妹禱告：為父親的肝內外腫瘤，求生命的神親自醫治身心靈，且賜下活潑的生命。 

3. 為汝欣姊妹禱告：求神以憐憫為念，父親口腔癌清創手術順利，祝福父親早日受洗歸入主名。 

4. 為彥文弟兄禱告：為父親的癌症禱告，求神祝福醫療行為並減輕父親的病痛，早日康復。 

5. 為重山弟兄禱告：母親因第一、二節脊椎碎掉，須住院作手術打骨水泥，求神眷顧保守。 

6. 為麗娜姊妹禱告: 其兒子貞光日前因沙門氏菌引起的腸胃炎而住院治療，感謝神目前已康復。 

7. 為銘偉弟兄禱告：父親因頸椎退化神經壓迫，於月初住院開刀手術治療，求神保守術後康健。 

家庭 

8.為智華弟兄禱告：預計十月結婚，在這疫情多變的時節，求神保守婚禮籌辦，順利完婚。 

    9.為俊彥弟兄禱告：計劃今年年底結婚，面對疫情的變化，求神保守婚禮籌辦，順利完婚。 

   10.為宇恆弟兄禱告：近期與基督徒女友籌辦婚禮，求神保守籌辦過程平安順利，共組基督化家庭。 

   11.為榮興弟兄禱告：妻子懷第二胎，預產期為8月，求神保守懷孕過程母子平安。  

工作 

   12.為博裕弟兄禱告：指參學業畢業後，部隊分發至北部某基訓中心，求神祝福新職務發光發熱。 

   13.為浩融弟兄禱告: 今年九月即將至指參學院深造進修，請為在指參學習及課業代禱。 

   14.為昱呈弟兄禱告：目前調北部某軍醫院任職服務，求神保守並賜福新的單位，得地為業。 

   15.為誌堂弟兄禱告：目前子參學院畢業，部隊分發至北部某單位，求神在單位築起禱告的祭壇。 

   16.為語涵姊妹禱告：8月份單位多次的業務督導，因為是初次接觸，求神保守工作業務進入軌道。 

   17.為韋恩弟兄禱告：為部隊中的購案及建案辦理上，求主賜智慧及能力依時程完成業管。 

   18.為文章弟兄禱告：調任參謀職後，九月首次遇上演習，求神保守業務順利並賜工作能力。 

   19.為劭銘弟兄禱告：目前在南部某營區參加國防部專長競賽（抽測），求神祝福測驗成績提昇戰力。 

   20.為庭志弟兄禱告：今年九月即將至指參學院深造進修，請為學習及課業，增進本職學能代禱。 

21.為秦皓弟兄禱告：目前在南部某兵科學校接受訓練，請為訓練所需體能、智慧及平安禱告。 

   22.為偉誠弟兄禱告：畢業後目前正在南部兵科學校接受分科教育，求神祝福並保守受訓的成效。    

 23.為前麟弟兄禱告: 本月份調至某某部擔任觀測官一職，求神眷顧並賜下屬天福氣與弟兄同行。  

   24.為秦皓弟兄禱告：本月份目前在南部某基地營區，接受專長訓練，求神保守訓練過程有主同在。。 

   25.為祐笙弟兄禱告：畢業後目前在某兵科學校接受分科訓練，求神祝福未來的軍旅道路。 

   26.為珺傑弟兄禱告：目前利用公餘時間準備報考警務特考及未來規劃，求神為他開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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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支持，使軍人事工得以推展》 

110年07月收支摘要與奉獻徵信 

聖工收入:       142,350 
 

聖工支出:         103,584 

為法詢奉獻：      3,000 
 

   人事費        ： 70,000 
   事工費        ： 20,504 
   行政雜支      ： 13,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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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月奉獻徵信》                                           

高振航  2,000/朱炤廉  2,000/王智億 1,000/姚光華 1,500/  

田康平  5,000/盧煥淞   500/ 沈立忠 3,000/李武耀   500/  

黃文彥  6,000/藍立恩   300/ 傅嘉智 4,000/李健華   400/  

主知王 20,000/羅耀琳   600/ 杜建新 2,500/游重山   700/  

華中興 20,000/陳美聿   500/ 林章樸 1,000/張孫健   500/  

戴瑋廷  1,000/戴嘉儀   500/ 馬榮吉 1,000/主知安   300/  

王瑞蒼  5,000/黃  皓   200/ 范美翠 1,000/王為軒   500/  

劉毅弘  4,000/許鴻榮   250/ 游子雯 1,000/李銘偉   500/  

唐興家  2,000/徐文章   300/ 白淳仁 1,000/顧家安   700/  

王平康  2,000/藍立恩   100/ 陳昶翰 1,500/李盈碩 1,000/  

王正鑫  1,500/陳湘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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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基禎  1,000/廖石開  4,000/葛瑞絲 2,400/林盛榮 2,000/  

吳婉華  3,600/張錦煌  2,000/江曉莉 2,000/張華威 1,000/  

王正康  6,000/張華威  5,000/主知欣 8,000/主知華 8,000/  

台北錫安堂 2,000/ 
 
 
※《為法詢專案》主知名75  3,000/ 
 
 
 
 
加利利傳道會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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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3,686 56.55% 1,086,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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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福音 9:37-38……「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 

                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