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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前部署

文/ 高振航傳道

讀經：路 16：1~14
壹、屬靈的超前部署
「超前部署」是近來十分流行的一個詞，本來是
政府用來宣導防疫措施的卓越成效。直到疫情的

力；討飯呢？怕羞。」便心生一計，把欠主人的
債務人叫來，把他們所欠的債務，第一個欠了 100
簍油打對折，剩下 50 簍油，第二個 100 石麥子

爆發，我們才發現原來真正重要的，並不是一直
去盯著「染疫人數」的數字起伏，卻忽略疫苗的
普遍注射，好幫助國人產生自體的防疫力與抵抗
力能夠對抗病毒。（同樣的
道理，使我們想到教會的增
長，看重的也不應該只是聚
會人數的多少迷思，而是基
督徒內在生命的長大成熟，
能夠勝過試探罪惡、榮耀主

打了八折，剩下 80 石麥子。這位管家的目的，
是想要為自己留一條後路，當主人辭退他之後，
能夠接受這些人的幫助。結果主人知道了這件
事，不但沒有責備，竟然誇獎
這個管家：「主人就誇獎這不
義的管家做事聰明；因為今世
之子，在世事之上，較比光明
之子更加聰明。」當然這只是
一個比喻，但我們思想這其中

名）。我們在這裏並不去探
討政治性的話題，而是從聖
經的教導來看，屬靈的「超
前部署」，絕對是一個十分
重要的真理，是神在基督徒
生命中重要的旨意，也是我
們每天活在世上必須被提醒的重點。
貳、耶穌的比喻

耶穌要提醒我們的重點。主人
誇獎管家的重點，並不是在管
家「改帳」這個錯誤的行為，
而是指他「懂得為將來作準備」
這件事說的。
耶穌說完了比喻，就在接下來
v9~13 節的經文中，耶穌開始講解比喻的重點：
「要藉著那不義的錢財結交朋友，到了錢財無用
的時候，他們可以接你們到永存的帳幕裡去。」

路 16：1~14 的經文裏，內容是耶穌所講「不義的
管家 」的比喻。比喻中的管家，因為「浪費主人
的錢財」，而被主人警告並且將他辭職。這個管
家自忖已經無力再找其他的工作：「鋤地呢？無

為了查考這段經文，我查考了不少解經資料，領
受許多不同的見解，在這裏只能概略分享一、二：
(一)、這段經文中有一些的對照的詞出現：不義
的錢財、永恆的帳幕、最小的事上、大事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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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錢財、真實的錢財、別人的東西、自己的東
西。這裏「不義的錢財」，並不是指犯罪所得，

們所追求的。
(四)、簡單總結耶穌比喻的結論，就是「懂得運

而是指這世上短暫的錢財、甚至我們也可以引伸
包括生命、氣息、恩賜、能力、才幹…一切「今
生有限的資源。」「不義的錢財、最小的事」，
都是指在今生短暫的一切；而「永恆的帳幕、大
事、真實的錢財」，則是指能夠存到永恆的生命、
獎賞、冠冕。那麼什麼是「別人的東西」？「自
己的東西」？別人的東西，是指主人「暫時託付」
給我們，將來有一天要我們交帳的東西。「自己
的東西」，就是我們能夠存到永恆的屬靈生命。

用今生上帝所賜給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一切
短暫有限的資源（不義的錢財），投資去幫助有
需要的人（結交朋友：罪人、困苦窮乏人）身上，
幫助人回到屬靈的家中，與神和好。好為自己賺
取在天上永恆不能朽壞的獎賞冠冕，這就是「智
慧人」。

(二)、先來看耶穌要我們「結交朋友」，朋友是
指誰？如果按照上下文，路 15：1~2 「眾稅吏和
罪人都挨近耶穌，要聽他講道。法利賽人和文士
私下議論說：這個人接待罪人，又同他們吃飯。」
宗教領袖看不起跟隨耶穌的罪人與這些社會的底
層，認為他們是屬於「不潔淨的」，是「被咒詛
的」、是「罪有應得」，甚至認為耶穌跟這些罪
人在一起是「沾染污穢」。所以耶穌在路 15 章講
了三個比喻：失羊、失錢、浪子的比喻，來教導

面同時教導門徒「天國的道理」。比喻中就連不
義的管家都懂得要為將來作好準備，是智慧人，
但是文士與法利賽人卻只為今生打算，只知道賺
取短暫會朽壞的金錢權勢地位，卻不明白藉由這
一切資源去服事罪人，得著永恆的獎賞。所以耶
穌呼召門徒，走一條與「宗教」不同的道路，不
是一味叫人來加入一個「宗教體系」，而是出去
找人，教導罪人如何「與神和好、恢復關係、得
救得勝、生命成長、多結果子」。

門徒不要效法文士法利賽人，要明白神拯救罪人
的旨意，「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這樣為他
歡喜， 較比為九十九個不用悔改的義人， 歡喜
更大。」、「康健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
用得著。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所
以這裏的結交朋友，也可以指「憐恤幫助世上的
困苦窮乏人，帶領罪人悔改歸向主。」
(三)、耶穌在路 15 章講了三個「失羊、失錢、浪
子」的比喻，來教導門徒，跟隨主的服事，就是

我們到底是管家？還是主人？若是管家，就要服
事主、要忠心、要交帳，懂得超前部署預備等候
「審判的日子」。今生何其短暫的，活得再久都
要面對死亡，但是我們是否在積極預備「見主的
日子」。保羅在世上努力的一切，是為了要「向
主交帳、得著獎賞」，所以保羅忘記背後、努力
面前。成為屬靈的智慧人，也是我們的榜樣。
最後分享一個見證，在疫情前，加利利傳道會開
始與軍校學生一對一門徒培訓。其中有一位軍校

不是為了成為獨善其身、自以為義的宗教人士，
而是要走出去帶領罪人得救，服事有需要的人。
接著又在路 16 章講了三個「管家的比喻與教
導」，其中包括了不義的管家、財主與拉撒路，
來指出文士與法利賽人的錯謬，並教導門徒要把
他們當作借鑑。文士與法利賽人的錯謬，包括
（一）事奉瑪門（v13）、（二）貪愛錢財的（v14）、
三、自以為義（v15）、（四）心不純正（v15）、

同學，他告訴我與其整天待在家裡玩手機，還不
如把握時間用手機來線上聚會，分享聖經，所以
我們就開始了一個每天暑假每天的線上 QT 聚
會。這位同學懂得利用時間與精力，不是花在個
人的宴樂，而是追求屬靈生命的成長，這就是超
前部署，知道在世上活著每一天，忠心運用神所
給的生命、時間、恩賜、才幹、金錢，幫助人生
命成長。在疫情期間，我們能做的，不只是天天

（五）與神敵對（v15）。文士與法利賽人，主從
不分，明明是神的僕人與管家，竟自居為主人，
並且妄想利用宗教來牟利，得著個人的金錢、地
位與成就，表面上是服事神，卻明明的敵擋神，
神所愛的，是他們所恨的；神所厭惡的，卻是他

盯著新聞，卻讓自己更加恐慌不安，而是去找到
我們可以服事的朋友或屬靈同伴，運用今生短暫
的資源，賺取永恆不能朽壞的生命冠冕，這就是
屬靈的「超前部署」。

參、提醒與借鑑
耶穌一方面用比喻來責備文士與法利賽人，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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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06 靈修

文/ 柯琳耀

【經文 -- 約伯記 3：11∼12，20】
11 我為何不出母胎而死？為何不出母腹絕氣？
12 為何有膝接收我？為何有奶哺養我？
20 受患難的人為何有光賜給他呢？心中愁苦的
人為何有生命賜給他呢？
【默想】
約伯因著身體及心靈所受到的痛苦，產生消極、
懷疑自己為何仍被生養下來的念頭，經文中揭櫫
了這樣的意念；第 20 節，卻透露了在幽暗的處境
中，仍然可以見到一絲的光明、心裡愁苦的人宛

約伯的故事，其實也是述說著發生在你我身上的

若新生的生命般，仍存著盼望。
【應用】
約伯在上帝的眼中是完全正直、敬畏神的人，但
是當苦難和憂患臨到，一
樣也是感到愁苦、不明白
為何這事會發生在自己的
身上，到底是做錯了甚
麼，以至於會一身苦不堪
言的重擔和處處遭受打

【禱告】
慈愛的天父，謝謝祢賜下寶貴的話語，透過約伯
的故事提醒了我，即使身處絕境、身體有著病痛，
仍然要心存盼望，每天過著正直、敬畏神及合神
心意的生活，相信黑暗終究會
過去、黎明的曙光會再臨到，
不要埋怨、不要灰心喪志，堅
持這條信仰的道路，禱告是奉
告耶穌基督的聖名祈求，阿們。

故事一樣，反覆發生、令人歷歷在目、熟悉再不
過的生活點滴。
普遍沒有認識神的人，一定會以為約伯一定是得
罪了神、被懲罰了....種種屬世的道德批判和論
斷，我們都要學習充耳不聞。
可是約伯彷彿在絕境之中，見到了光，而光也帶
來了盼望，支撐著他繼續走下去，不再埋怨、不
再自怨自矣，相信神會陪伴著他，只要單純的相
信神必不撇下他。

擊，神的心意何在呢?

2020-1113 日靈修
經文 約伯記 23:10-11
「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 他試煉我之後，我必
如精金。我腳追隨他的步履； 我謹守他的道，並
不偏離。」
默想
我們在患難和被惡人控告時，我們能像約伯一樣
繼續倚靠著神嗎，還是我們的信心缺乏，會容易
讓自己的生命被影響。

文/立恩
分享
生活中有時候我們會像約伯一樣，遇到人生中的
低潮，想找人安慰卻被冒犯，開始懷疑自己是不
是很糟糕，但我們缺忘記先回到主面前，安靜等
後上帝，信心的等候神的帶領，重新出發、重新
開始、重生得救，使我們能靠著神，在生活上能
享受祂所賜的恩典和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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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代禱
◆ 為國防部邱部長，陳參謀總長等高層將領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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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每單位的基督徒都可以2-3人用line彼此代禱，也為單位祝福代禱。
◆ 110年秋季退修會，大會主題：在軍中作主的門徒，時間：11/19日(週五)晚至11/20日(週六)
下午，地點：高雄市澄清湖中華電信會館(高雄市仁武區仁勇路400號)，下圖是全體大合照。

◆ 秋季退修會會中，董事長代表董事會按立並頒證陳美聿姊妹為加利利傳道會帶職傳道人，成為

神的使女，服事軍中的士官、女官(士、兵)，協助軍中福音事工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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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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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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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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立恩弟兄禱告：求神以憐憫為念，母親月初骨折受傷，祝福母親早日康復行動自由。
4. 為昱凡弟兄禱告：月初父親因心導管手術，住院開刀治療，求主完全醫治恢復健康。
5. 為峻嘉弟兄禱告：目前母親因膽管阻塞住院治療，懇求醫治的神，施行醫治。
家庭
6.為正鑫弟兄禱告：感謝神順利搬至新家，請持續為妻子的復健代禱，求神保守眷顧。
7.為平康弟兄禱告：調新任職務，並近日購買預售屋，求神保守裝潢工程，都很順利平安。
8.為朝鑫弟兄禱告：在十一月初結婚，求神祝福這對新婚軍人基督徒夫妻，永沐主恩。
9.為家俊弟兄禱告：母親日前血管栓塞中風暈倒，至今昏迷中，懇求生命的主，憐憫全然醫治。
10.為俊彥弟兄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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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
11.為宗煒弟兄禱告：感謝神，圓滿完成換裝訓練，結訓後調至某基地服務，求神的聖靈同行。
12.為楷麒弟兄禱告：調任某單位任職輔導長，求神在新的單位新的職務上，為為主作光作鹽。
13.為誌堂弟兄禱告: 目前正忙於年終結算的業務，常常熬夜加班，這段日子求神賜下智慧。
14.為邦杰弟兄禱告：感謝神，於本月光榮退伍，求神保守退伍後的生活，天天活在主的同在中。
15.為榮吉弟兄禱告：單位正基地訓練，求神保守戰訓的成績及軍紀，提昇部隊戰備的能量。
16.為香子姊妹禱告：感謝神，參加士轉官的訓練考試，列入錄取名單之列，求神帶領軍旅生涯。
17.為昱凡弟兄禱告：分科教育結束後，求主賜智慧及能力，儘速適應野戰單位的工作及業務。
18.為祺穎弟兄禱告：目前在某兵科學校接受教育訓練，求神賜智慧，保守學習過程的報告及測驗。
19.為亞輝弟兄禱告：為了減輕家庭經濟壓力，準備申請官舍，求神保守申請作業順利。
20.為榮典弟兄禱告：靠著加給他力量的主，到新單位受訓能很快的適應，保守受訓都順利平安。
21.為昌德弟兄禱告：請為1805軍艦禱告社禱告！擴張境界，能有更多人加入禱告社。
22.為冠廷弟兄禱告：日前剛完成分科教育的訓練，回到野戰基層單位，適逢基訓，求神祝福保守。
23.為淳仁弟兄代禱: 在工作中求主同在，並賜下足夠恩典能力，求主帶領前面道路。
24.為志華弟兄禱告：近期佔少校缺，在新的職務上壓力大，求主賜他智慧及恩典，面對各項挑戰。
25.為家麒弟兄禱告: 感謝神，於本月光榮退伍，求神保守退伍後的生活，一生活出榮神益人生命。
26.為衍衡弟兄禱告：希望能有專注力在英文能力提升方面，在工作業務上盼能在年底前順利完成。
27.為杰銘弟兄禱告：最近腰痛但找不出原因，希望可以早點找到病因，早日開始復健，求神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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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支持，使軍人事工得以推展》
110年10月收支摘要與奉獻徵信
聖工收入:

聖工支出:

156,500

為法詢奉獻：

3,000

人事費
事工費
行政雜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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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382
： 70,000
： 16,794
： 17,588

《10 月奉獻徵信》
張華威 2,000/朱炤廉 2,000/ 王智億 1,000/姚光華 1,500/
沈立忠 3,000/盧煥淞
500/ 林章樸 1,000/李武耀 500/
主知-鑫20,000/李健華
400/ 杜建新 2,500/羅耀琳 600/
王瑞蒼 1,000/游重山
700/ 范美翠 1,000/陳美聿 500/
劉毅弘 4,000/張孫健
500/ 游子雯 1,000/戴嘉儀 500/
唐興家 2,000/黃皓
200/ 白淳仁 1,000/主知-安 300/
王平康 2,000/王為軒
500/ 陳昶翰 1,500/吳庭志 500/
李盈碩 1,000/許鴻榮
250/ 主知-鑫1,500/李銘偉 500/
陳湘君 1,000/徐文章
300/ 莊紀源 2,000/顧家安 700/
陳楷麒 1,000/藍立恩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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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榮吉 1,000/
王增華 40,000/華中興 3,000/ 涂雅玲 2,400/不知名 1,000/
李亞明 10,000/陳志文 3,000/ 廖石開 4,000/高振航 2,000/
屏東浸信會 7,500/主知-華 8,000/
台北錫安堂 2,000/榮光團契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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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00

2,041,686

81.67%

尚差金額
458,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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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4 那時，天國好比十個童女拿著燈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個是愚拙的，五個是聰明的。
愚拙的拿著燈，卻不預備油；聰明的拿著燈，又預備油在器皿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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