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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上帝來敲門(苦難是美好的祝福)                               文/ 塗文男                                                 

1. 我的故事-我是誰 

在 110年 4月 1日前，我曾是個職業軍人，有

將近 18年的時間因著工作與家人過著偽單親

的家庭生活。直到 4年前，上帝為我開了一扇

門，使我能從野戰部隊轉換跑道，擔任學校的

教官，自此和家人天天享有平安、幸福，現在

的生活是一件我從未曾想過的恩典，今天我就

是要和大家分享這一段是上帝來敲門的故事。 

 

2.軍旅走進人生的

低谷，唯有耶穌及

「約伯」是我的好

朋友。18年的軍旅

不算短，雖然不能

與家人常常相聚，

但絕大部份都算平

順，甚至在 103年獲頒「國軍楷模」，政戰兵

科要榮獲此獎不算容易，總體來說，我在軍中

的表現算尚可。 

但想不到在那之後，我就進入人生的谷底-104

年的 9月從我新任的直屬長官抵達的第一天

起，我就開始過著十分煎熬的日子。他一來就

約見我，以高壓地語氣足足訓斥了我 2個多小

時，內容全都是極度負面的批評，我記得離開

時全身滿滿負能量-頭昏眼花、身心虛脫，那個

週日要從台中返部時，心裡頓時覺得-哇~我的

主管，給我從來沒有過的壓力，沉重到想逃官~

而往後的每一天，他持續用鄙視、怒斥的眼神

對待我，他經常對我說「塗文男你這個尸位素

餐的科長啊」(空占著職位而不做事，白吃飯)。

而當有一天知道我曾獲選「國軍楷模」更被他

終日嘲諷。對於部屬所上呈的資料可以一修再

修三修四改，如果逾時了就歸我管制不力，超

過他要求時限索幸就不批了，那被上級處份是

我的事，就追究我的失職啊。那一段期間，我

幾乎每天都要利用個人時間罰寫一些部屬違失

連帶的檢討報告 2~3篇，字數 600~2100不等;

隔一段時間就會因此被他懲處，依情節有警

告、小過不等的行政處份，他還特別要求、命

令人事部門要發佈、不准偏私。算一算如果將

那段時間(10個月)的懲處累計起來，我早已計

滿三大過被汰除，無法留在軍中服務-而這就是

他所想要的-滾蛋，不要危害部隊。但他沒想

到，我的上帝更厲害，總差派了天使護衛我-

那時的指揮官經常適時解圍，在我離職他還告

訴我，他將這一張張的處份全都壓下來，存放

在抽屜裡，一支都沒有被列記。 

有一次，快到體能測驗了，自己已很久沒運動，

想說就利用下午沒有開會、還沒有吃晚飯的時

間去跑步，也抒發憂悶的心情，但被這位主管

發現之後-不得了，他馬上召集辦公室所有人到

他辦公室開會，數落我，工作沒績效還敢去跑

步，一點責任感都沒有，部屬坐著聽他工作指

導，而要我乖乖罰站，期間完全沒有給我回應

http://www.galile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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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會，從晚上 20:30一直到 22:30，就要求

我以最標準的立正姿勢站著。這樣日復一日的

當眾壓迫我、羞辱我，在官兵面前以言語霸凌

我，好像這是他要樹立自己地位的方式、手段，

也藉以壓榨出他所期望的成效;而我成為那隻

被殺的雞、被宰的羔羊。 

 

那時的我，被他攻擊的體無完膚、時時充滿羞

愧及恐懼，每天 05:30起床、凌辰 1~2點還無

法休息，躺在部隊的床上還經常驚醒、身心極

度疲備，常常在想從他 3樓的辦公室外往下

跳，也許就解脫了…那時，收假回部隊，成我

極度焦慮的時刻，從週日的晚餐，就開始倒數

計時，我甚至有好幾次跟太太說，如果有一天

我沒有回家，請你原諒我! 

 

那時我用了自己可以想的任何方法，向上尋求

協助要調單位，但每月盼 2次，一共等了 10

個月，都沒有任何辦法達到，甚至已辦離職，

人令還被取消…我的心漸漸絕望、人生彷彿走

入絕境。 

 

3.而這時耶穌來敲我的門了 

 

直到有一次的週日，我和太太來到教會，當台

上的牧師說:「弟兄姊妹，可以因著你的需要，

來到台前向神禱告，讓祂來幫助你」，我心想

耶穌祂會願意幫助我嗎?我自己沒辦法、求過的

任何人也沒辦法，可是我真的有需要，都已經

走投無路，為何不試試呢?，我當時就像極度乾

渴的人，渴慕找到活井，喝一口永不再渴的水

啊~藉著大家都結束聚會，我跪在十字架前，將

自己的埋怨、委屈難過、完全地向祂傾述、放

聲大哭，哭吼到喉嚨都破了…但心中得到很大

的釋放，感受到這位耶穌就在我身旁，給我滿

滿的溫暖和平靜。之後的每個主日，就是在那

個時刻有耶穌、牧師、小組長一起陪伴我，不

斷感受到耶穌的愛-安慰我、醫治我。使身心靈

完全枯竭的我，有足夠的力量再站起、再撐下

去。 

 

職場中的那位「鬼王」還在(他的桌上擺了一張

鍾馗)，並沒有憑空消失，此時我除了耶穌，還

有一位「約伯」，05:30起床，我就讀聖經、

禱告，一開始認識到的，就是這位約伯~他比我

慘太多太多了，但他居然沒有怨天怨地怨上

帝，甚至在苦境中還為朋友禱告…很不可思議

的一個人，我的眼睛好像被打開了，那時，我

的辦公室還有其他的部屬也是被主管狠狠地對

待，我除了儘力協助他們之外，也為他們禱告，

各位可能會想-我自己的景況都自顧不暇了，已

經是主要標靶了，怎麼還能為那些害你背黑鍋

的人禱告? 就連我的主管都很疑惑，我究意是

什麼樣的人?為什麼我還能撐得下去? 

 

是的，我的確不能，但愛我的耶穌可以，因為

祂比這世界的一切更大 

 

你們知道嗎?看似不可能的神蹟，但確實發生在

我身上，我要說耶穌完全得勝-祂敲了我的門，

而我邀請祂進入我的生命，把我的全部交給

祂，讓祂作主、祂就動工，祂成就了我沒有辦

法作成的一切。 

 

身處苦境的我，快快離開這個境況(他走或我走

都可以)是我的期待，但耶穌要給我的，並不是

讓我倉皇逃脫，而是要讓我在經歷試煉後，脫

胎換骨、心靈強健地領受更豐盛的祝福-在完全

沒有時間預備考試(筆試、術科、試講試教、口

試)的情況下，我順利轉換跑道考取教官，現在

能有完整地時間陪伴家人、全程參加教會的聚

會，並且能把這救恩的好消息分享給更多人知

道，有機會認識這位願意幫助人的耶穌。 

 

一想起這 4、5年的事，點點滴滴的傷痕，還歷

歷在目，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我慢慢體會到原

來「苦難是化了妝的祝福」，有耶穌同行，你

我都可以笑看仇敵，都有機會-翻轉過不下去的

人生。當我生命走到谷底時，耶穌來敲我的門，

而今天我邀請您，讓祂也進入你的人生，使接

下來的每一天充滿祝福 耶穌愛您，我們也愛您 

以上是我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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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12 日靈修 QT                       文/琳耀 

【經文 --  路加福音 12：5、8】 

5 我要指示你們當怕的是誰：當怕那殺了以後

又有權柄丟在地獄裏的。我實在告訴你們，正

要怕他。 

8 「我又告訴你們，凡在人面前認我的，人子

在 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認他； 

 

【默想】 

屬神的百姓，不用害怕那會威脅我們生命的，

而是恐懼能把靈魂拋棄在硫磺火湖裡、至高的

神，而在人面前承認耶

穌的，耶穌在天父面前

也要承認他，聖靈也會

在急難時施行拯救，連

一根頭髮，神都屬算！ 

 

【應用】 

在耶穌基督裡，神的靈

與我們同在，屬神的百姓應當敬畏神、行公義、

好憐憫、心存謙卑，世上的一切詭詐、爭競和

威脅，我們都不用感到懼怕，神的保護和拯救

會臨到，世上的花草尚且繁華盛開，而我們是

神所看重、貴重的器皿的，神豈不看顧，阿們，

求主堅固我的信心、使我的心剛強、毫無懼怕！ 

 

【禱告】 

親愛的主，孩子感謝祢，我知道我是屬乎祢的，

在地上領受祢的祝福和恩典，在天上也要和祢

一同坐席歡樂，主阿，幫助孩子

每天都要來親近祢、禱告祢、敬

拜祢，過一個和蒙召的救恩相襯

的信仰生活，數算祢的恩典、凡

事謝恩，禱告是奉告我主耶穌基

督的聖名祈求，阿們！。

 

 

 

 

 

2022-02.03 日靈修 QT                          文/瑋廷

默想經文：其中有一人喊叫說：夫子，求你看顧

我的兒子，因為他是我的獨生子。（路加福

音:9:38） 

 

默想：今天有一個人想要耶穌解決他獨生子所遇

到的問題，但我今天在讀這節經文時，我看到了

“獨生子”，也就是說這個孩子是他生命中【最

寶貝】的人，但這個人尋求的不是《神的面》（也

就是神的本質）乃是《神的做為》（也就是神蹟），

從一個地方就可以顯而易見，因為他找了耶穌的

門徒，但問題沒有被解決，所有又跑去找了耶穌，

因此耶穌很嚴肅並且無奈的講了一句話：「這又不

信又悖謬的世代阿，我在你們這裡，忍耐你們，

要到幾時呢？（路加福音:9:41），但即使過了兩

千多年，這樣的戲碼仍然在上演，即使就受耶穌

成為我們生命的救主，但不讓耶穌成為我們生命

的主人，這就如同我們是主人，耶穌只不過是我

們生命的救援隊《因為只有我們只將耶穌定義成

只有救援的功能》，基督徒的生命，接受福音，不

只是要幫助我們得救並且得勝，尤其在對於在軍

中服役的弟兄姐妹，不是我們接受福音後，得著

救恩，就結束了，得著救恩是過程不是結局，我

們在部隊的生活就是操練我們得勝的生命，成為

一個多結好果子的生命，在見主面的日子交帳，

那才是結局，求主幫助我們的信仰對焦在主的身

上，成為一個合神心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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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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年軍校生聯合退修會，大會主題：榮耀與傳承。時間：2/26(週六)，2/25(週五可住宿) 

地點：中華電信板橋訓練所(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168號)，報名費：1500元 (各軍校一年級及

預校生報名費免費) 

 

◆【徵人啟事】加利利傳道會南部同工一名，關心【軍中職場宣教】，並對軍人福音聖工有負擔，對

軍校生服事有年輕、活潑的心志，具團隊服事謙卑的生命。 

黃埔真愛團契   

◆ 為了現在的門徒可以持續被建造；以及繼續去帶門徒，也求神預備願意成為門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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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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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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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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智億弟兄禱告：其岳母因癌末目前在家安寧照護，有居安寧護理師來家中照護，求主使岳母， 

更清楚的抓住天國永恒的盼望(已受洗)，家人都得堅固與安慰。 

3. 為美聿姊妹禱告：父親因肝腫瘤，求神眷顧並醫治，也求主使照護者有好的體力。 

4. 為家仁弟兄禱告：日前因車禍摔傷，造成八根肋骨與鎖骨粉碎、求醫治的神全然眷顧康復。 

5. 為敏椿牧師禱告：最近腎功能急轉直下，已到第五級洗腎邊缘，求全能的神親自憐憫醫治。 

家庭 

6.為榮吉弟兄禱告：岳母於春節期間安息主懷，求神以祂的慈愛親自安尉家人，並賜永恆盼望。 

7.為銘偉弟兄禱告：自從第二個小孩誕生後，為了方便照顧家庭，申請留職停薪，求神眷顧。 

8.為(賴)家榮弟兄禱告：感謝神小孩已找適當保母，但妻子找工作中，求主親自預備合適的職務。 

    9.為旻聰弟兄禱告：妻子高齡且不易受孕，且又調任新職，求神祝福旻聰的家庭生活及工作。 

    10.為祥宗弟兄禱告：感謝神本月份家庭購買新屋，但為舊家的出售，求神預備合適的買主。 

工作 

   11.為章樸弟兄禱告: 目前正在恆春基地接受演訓，求神保守演訓過程，一切平安順利，滿有神同在。 

   12.為瑞蒲弟兄禱告：調任南部某單位任職，求神在職場上及工作業務祝福保守，榮神益人。 

   13.為振安弟兄禱告：目前在某軍校，接受指參學業的訓練，求神保守在學習期間遇好的屬靈同伴。  

   14.為宥綸弟兄禱告: 近日至受北投英儲班的訓練。求神賜語言的恩賜，使他的學習通過鑑測。    

   15.為志綱弟兄禱告：近日調花蓮單位，有許多新的業務要學習，同時兼顧家庭，求神恩膏新的職務。 

   16.為博裕弟兄禱告：近期將承辦某講習任務，求神賜他足夠的能力及體力，圓滿完成上級交付任務。 

   17.為志偉弟兄代禱: 目前一方面讀陸院另一方修政大碩士碩士學位，求在課業學習上顯出神大能。 

   18.為宜韻姊妹禱告：三月份要兼位辦伙的任務，同時辦好自已平時職掌業務，求神保守宜韻工作。 

   19.為智亮姊妹禱告：感謝神，獲國防部甄選派外海外受訓，願神帶領在國外受訓學習的日子。 

   20.為文萱弟兄禱告：南部某單位受訓，在這受訓期間中，求神賜智慧的靈，好在學習中作光作鹽。 

   21.為啟勝弟兄禱告: 父親目前在養護中心接受照護，媽媽一個人住老家看管田地，求神憐憫眷顧。 

   22.為楊聲弟兄禱告：擔任基層軍官幹部，求神賜智慧及學習能力，提升專業學識，在工作勝任職務 

   23.為昱凡弟兄禱告：今年下半年將接受體幹班訓練，求神增加士官幹部的本職學能，為主發光。            

   24.為家君弟兄禱告：本月份有多重任務，有上級裝備檢測，同時也有英文ECL的測驗，需要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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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您的支持，使軍人事工得以推展》 

111年01月收支摘要與奉獻徵信 

聖工收入:       114,500 
 

聖工支出:         269,987 

為法詢奉獻：      3,000 
 

   人事費(含年終) ：216,300 
   事工費        ： 24,277 
   行政雜支      ： 29,410 
    代轉奉獻  ：    4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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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奉獻:      30,000 

     

《01 月奉獻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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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邦杰 10,000/ 盧煥淞    500/ 陳和辛 2,400/ 李武耀    500/  

主知-王20,000/ 羅耀琳    600/ 黃頌晨 1,000/ 游重山    700/  

沈立忠  3,000/ 張孫健    500/ 范美翠 1,000/ 主知-安   300/  

劉毅弘  4,000/ 陳美聿    500/ 游子雯 1,000/ 黃  皓    200/  

白淳仁  1,000/ 王為軒    500/ 王平康 2,000/ 吳庭志    500/  

陳昶翰  1,500/ 李銘偉    500/ 李盈碩 1,000/ 顧家安    700/  

田康平 30,000/ 主知-鑫 1,500/ 陳湘君 1,000/ 莊紀源  2,000/  

江武駿 15,000/ 陳宜韻  2,500/ 陶國禎 1,000/ 蕭麗娜  1,000/  

田康平 70,000/ 黃基禎  1,000/ 馬榮吉 7,500/ 林章樸  1,000/  

何孟勳  8,000/ 廖石開  4,000/ 葛瑞絲 2,500/ 杜建新  2,500/  

賴祥宗  5,000/ 傅嘉智  2,000/ 陳志文 3,000/ 主知-光 3,500/  

華中興  3,000/ 卓以立  1,500/ 吳庭志 1,500/ 林昆育  1,500/  

李衍衡  3,000/ 不知名  4,000/ 陳明宏 1,500/ 梁力夫  1,500/  

林銘振  3,000/ 楊雲翔  1,500/ 洪榮典 1,000/ 謝慶嚴  1,500/  

蘇志鴻  2,000/ 塗文男  1,500/ 廖恩賜 1,600/ 謝育達  1,500/  

黃頌晨  1,000/ 林章樸  1,000/ 林潘忠賢1,500/ 

主知-華 8,000/ 錫安堂教會2,000/ 

 

※《為法詢專案》主知名75  3,000/ 
 
 
 
加利利傳道會111度預算及募款進度                     

年度預算 已得之奉獻 百分比 尚差金額 

2,500,000 272,100 10.88% 2,22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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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書 5:7-8 弟兄們哪，你們要忍耐，直到主來。看哪，農夫忍耐等候地裡寶貴的出產， 

            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們也當忍耐，堅固你們的心；因為主來的日子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