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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 4:2~3我勸友阿爹和循都基，要在主裡同心。

我也求你這真實同負一軛的，幫助這兩個女人，

因為他們在福音上曾與我一同勞苦；還有革利

免，並其餘和我一同做工的，他們的名字都在生

命冊上。 

 

   腓立比的教會從一開始就同心合意地興旺福

音，是一個富有愛心、在當時很蒙神喜悅的教會

之一。不過有兩位女同工不同心，保羅並未苛責

她們，寫信「勸」他們要在主裡同心。當教會聖

徒之間、同工之間有「不同心」的問題時，應當

如何面對? 如何建立一個同心合一的教會呢? 

 

一、一個「主裡同心合一」的教會 

1.會有見證 

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並不分猶

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

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了。(加

3:27-28) 

 

這段經文讓我們看見在族群、尊卑、男女三方面

「沒有分別」的見證。我們都是蒙神揀選、同蒙

神恩的罪人，在基督裡打破隔斷的牆成為一家人

(弗 2:14)，彼此相愛、相互扶持、欣賞接納，同

證是主的門徒(約 13:35)。 

 

2.會有力量 

他們事奉主、禁食的時候，聖靈說：要為我分派

巴拿巴和掃羅，去做我召他們所做的工。於是禁

食禱告，按手在他們頭上，就打發他們去了(徒

13:2~3)  

 

主裡同心合一的教會才能集中力量外展、對地區

產生影響力；能得人的教會必須同心合一，福音

才能興旺，教會才能更多經歷聖靈大能的工作。 

如同在五旬節，教會有聖靈同工，福音不斷向外

擴展，從耶路撒冷擴展到撒瑪利亞，一直擴展到

整個亞細亞。有聖靈同工，教會就有擴展的能力；

並且有神蹟奇事。彼得有神蹟隨他、保羅也有神

蹟隨他。神蹟用以證明神的恩道，叫一個頭腦很

大、又自大在主面前的人，不得不俯伏下來。 

 

3.會有喜樂: 使教會充滿吸引人的喜樂 

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

有一樣的意念，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腓 2:2) 

 

腓立比書一~三章論到教會同心合意就有滿足的

喜樂。聖經說，我們的心相同，向神的心相同；

為神的事工心相同，這樣教會就有喜樂。同工一

起氣氛和諧、一起事奉心情愉快；這樣的教會聚

集時充滿歡笑、喜樂、感恩的氛圍，能同心敬拜

讚美，對外時有力量可以發展。所以同心合意，

教會才有滿足的喜樂。 

 

http://www.galile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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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建造同心的教會團隊? 

    教會中的領袖，當服事意見不同時，保羅提

到要同工互相「幫助」 

 

同工間不能同心合一豈能同行 

「二人若不同心，豈能同行呢？」（摩 3:3) 

 若不同心，自然地，事奉的意念、愛心、心思就

無法相同 

 

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

有一樣的意念，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腓 2:2) 

若不同心，教會的帶領、方向就會形成多頭馬車，

力量分散，不能用和平彼此聯絡，保守聖靈所賜

合一的心 

 

※如何建造同心合一的教會團隊?  

1.同基督的心 

  ~~活出真理，體貼主心，以基督的心為心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腓 2:5-8），讓那

在基督裡面的心思也在信徒裡面。 

基督耶穌的心是： 

a.以父的事為念 

b.求父的旨意成就 

  神一切的美好、聖潔、慈愛、溫柔、良善的性

情，都包括在基督耶穌的心中。信徒要是以基督

的心為心，以基督的思想為思想，就必在生命上

像祂，且在肢體生活上能與弟兄姊妹同心合意。 

c.順服聖靈 

d.不結黨分爭 

弟兄們，我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勸你們都說

一樣的話，你們中間也不可分黨，只要一心一意，

彼此相合。(林前 1:10) 

 民 16可拉一黨擅自專權，欲求祭司的職任，形

成結黨紛爭。 

 

2.願意放下 

  ~~在事奉中操練同心，願意放下己意，成全同

工在事奉裡，我們因為想法不同和同工會有衝

突，雖然動機都純正，但因缺乏溝通可能越來越

嚴峻。保羅對友阿蝶與循都基的指示，正正是對

我們的提醒： 

「為了福音的緣故，放下彼此的堅持，讓已出現

的衝突在神的愛中融合」 

我們不能要求別人也一定要跟我用相同的模式

（想法、看法、作法）來服事上帝：恩賜不同、

才幹不同、當你重視探訪工作時，不要認為凡不

參與探訪工作都不是好基督徒，你我要尊重別人

所投入或關懷的事工，不能要求別人都要與我們

同一個模式來服事上帝。 

總之，不以自我為中心，不堅持己見，不看自己

高於神! 

 

3.存心謙卑 

     ~~定意看別人比自己強 

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

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腓 2:3） 

謙卑表現在「看別人比自己強」。高傲的人常看

自己比別人強，因而生出輕看別人的心。我們都

同樣活在血肉之軀，彼此「強弱」差別並不大。

如果謙卑就會留心別人的「強」處，而看別人比

自己強；如果驕傲，就只重視自己的「強」處，

而看自己比別人強。謙卑看別人強過自己，使我

們尊重別人，易於與人相處；驕傲看自己強過別

人，會難以與人相處。 

所以驕傲是合一生活中的阻礙，如自抬身價的婦

女領袖米利暗、耶穌門徒爭論誰為大，而造成紛

爭惱怒。 

 

4.關係透明敞開 

      ~~學習溝通與和睦，能即時化解誤會、衝

突或傷害 

團隊同工間的關係要能透明敞開，是需要時間、

很刻意的經營；逐漸建立信任、彼此能保護接納

扶持鼓勵幫補…。 

 

  當存戒慎恐懼的心，竭力消弭同工間不能同心

的端倪，使教會力量不分散、 

不衰弱。同工間同有一個心志，在真道上站立得

穩，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 

彼此體恤、相愛、存慈憐謙卑的心，定意祝福同

工、一心尋求和睦，使我們在主裡成為真正一家

人，同心合一興旺神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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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官門徒營舉辦的意義與回應 (上)                            文：瑋廷 

    感謝上帝的恩典，在 9/24-9/25順利的舉辦

陸官的門徒營，其實要籌劃這個門徒營是在六月

份就已經策劃的，因著在一次的禱告中，領受到

要做這一件事情，當時我的心忐忑不安，因為我

完全不知道要怎麼去舉辦？過去沒有這樣的經

驗，但我確信我們需要一張餐桌，因為那張餐桌

是一個敞開心中的地方，在確定住的地方是有廚

房及餐桌後，我的心中完全沒有想法。 

 

    時間快轉到歷時兩個月的入伍訓結束後，我

仍然對於聚會的內容毫無想法，並且當時自己的

屬靈生命狀況也很差，我甚至心中有一個念頭，

幹嘛幫自己找麻煩。 

 

    在聚會的前一個禮拜，神要我每天都為這個

聚會禁食禱告，而我在每一天的迫切禱告中，經

歷了自己被神恢復的過程，真的是經歷了，祂是

那位疲乏賜能力，軟弱加力量的神，但是我的裡

面還有點怕怕的，因為我不知道我們的聚集要做

什麼？ 

 

    時間快轉到 9/24，就是聚會的當天，我們先

一起從鼓山搭乘渡輪到鹽埕，一起騎協力車。 

 

(1) 同心合意 

我們所騎的協力車是我故意挑沒有電動馬達的，

我會做出這個決定是因為要我們學習如何同工達

到一個目的，這個過程，有的人體力好，但需要

體諒體力比較不好的，因為大家要有同樣的頻

率，才有辦法讓協力車發揮最大的效益，而我們

每一個人的恩賜才幹和人格特質本來就是不一

樣，並且每一個人來自不同教會，但是我們在同

一個禾場，因為我們要學習如何在基督裡合一。 

 

(2) 軍中的福音，軍人要傳 

在這過程中，欣緯有安排一個遊戲，其實我一開

始不知道他的安排，他要我們去畫一些圖案去問

附近的人，我們畫的是甚麼，我們在詢問的過程，

其實很難以啟齒，而我突然明白神在藉著這個遊

戲告訴我們。 

當我們信耶穌一段時日後，我們的心會漸漸忽略

向別人傳講耶穌，久而久之，就不敢再傳講了，

軍中裡面的人，其實多半是疲乏的，而我們就是

那福音的管道。軍人需要福音，而也要身為軍人

的我們去傳講福音。 

 

(3)餐桌是一個最棒不可缺少的地方 

這場聚會的重頭戲就是這場愛宴，從一開始採買

食物的時候，因為每一個人的飲食習慣不同，大

家就需要去協調火鍋裡面的食物。 

而在吃飯的過程，不是匆匆結束，而是一個享受

飯食的過程，在我們享受飯食的開始，我們用聖

餐開啟我們的這一餐，在這場愛宴中，大家敞開

討論、分享。也有弟兄願意服事大家煎東西給所

有人吃，而這也是一個樂意付出很美的服事。 

 

(4)用心靈和誠實去敬拜神 

在最後的信息分享不是分享陸官團契的異象，而

是分享<我們與神親密的關係>，不是因為異象不

重要，而是與神的關係更為重要，神在我當天早

上給我的感動就是，如果有遠大的異象，但是跟

祂一點都沒有關係，那一切都是枉然。 

 

一個軍中的事工，可以有一對一門徒訓練，但是

最重要的是我們自己在軍中都是如何與神互動，

如果我們在軍中對神很冷漠，那對於軍中的整個

氛圍怎麼可能有改變的的機會呢？   

雖然軍中的環境會不斷的在我們的信仰中潑冷

水，但是我們還是有決定權要如何與神互動。 

(下期續)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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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冬季退修會，時間：11/18(週五晚)至11/19(週六下午)。 

  地點:高雄中華電信澄清湖訓練所 (高雄市仁武區仁勇路400號) 

  主題:信心的仰望，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 

 

 

 

◆風嶺團契: 

  團契在主愛中，互相扶持，深根建造，有主同在，且能穩定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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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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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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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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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懿宣姊妹禱告：感謝神，媽媽的乳癌回診檢查指數都正常，求神全然醫治，恢復健康。 

     2.為嘉偉弟兄禱告：最近岳母的身體狀況不好，求生命的主，以大能醫治且恢復健康。 

     3.為峻嘉弟兄禱告：因媽媽確診膽管癌第4期，求神保守醫治，早日康復，指數能恢復正常。 

4.為宛錞姊妹禱告：請為腰部受傷及雙踝扭傷，能正常的復健，求主醫治完全恢復。      

家庭 

5.為肇宇弟兄禱告：岳母日前安息主懷，祈求永恆生命的神，親自賜下安慰並開啟永恆的盼望。 

6.為宗煒弟兄禱告：感謝神，日前妻子順利產一女兒，求神保守月子期間，母女一切平安康復。 

7.為博宇弟兄禱告：因為執行任務，長期間無法放假回家，求神祝福妻子與小孩的關係。 

8.為華山弟兄禱告：目前育嬰留職的生活、經濟，未來日子還要搬家，求主帶領看顧保守。 

   10.為育達弟兄禱告：因為常久在北部工作，與照顧南部家庭不易，神賜恩使工作與家庭平衡。 

工作 

   11.為丹翎姊妹禱告：近期職務異動，在新的職務上求神賜下智慧的靈，在單位為神作光與鹽。 

12.為凱揚弟兄禱告：近期職務有新調動，求神在新的職務，賜下新的祝福，在工作榮神益人。 

   13.為志豪弟兄禱告：為他的在職專班研究課業禱告，求神使他工作與課業同時兼顧，生命更新。 

   14.為青琳弟兄禱告：最近剛新單位，求神在新的職務學習上有智慧，及面對業管的業務。 

   15.為秦皓弟兄禱告: 目前在北部某兵科學校受訓，請為受訓訓練學習過程禱告，增加本職學能。 

   16.為郁羚姊妹禱告：目前在單位工作正常，及新婚後在花蓮的房子快要整修了，求神祝福新家。   

   17.為立恩弟兄禱告：現在目前接受翻譯任務，求神使單位合理分配任務，共同完成翻譯工作任務。 

   18.為世傑弟兄代禱: 研究所的期刊已通過審查，現在準備論文的口試，求主保守一切順利。 

   19.為武駿弟兄禱告：本月正為研究所碩士論文計畫口試準備，求神保守口試一切順利，。 

   20.為苡庭姊妹禱告：目前在南部某軍校受訓，將未來學習的成就交託在神手，職場為主作光作鹽。 

   21.為玟昕姊妹禱告：為工作上永遠保有神對軍中職場異象的熱情，與人和睦同心，願主名得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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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您的支持，使軍人事工得以推展》 

111年09月收支摘要與奉獻徵信 

聖工收入:        117,700 
 

聖工支出:       120,396 

九三禱告會收入；   17,000    人事費        ： 72,100 
   事工費        ： 32,555 
   行政雜支      ： 15,741 
           代轉奉獻  ：    2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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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000 

   

九三禱告會支出:  28,388 

  

《09 月奉獻徵信》                                           

田康平  5,000/ 朱炤廉  2,000/ 王智億 1,000/ 姚光華 1,500/  

華中興 20,000/ 盧煥淞    500/ 張華威 2,000/ 李武耀 500/  

黃頌晨  1,000/ 李健華    400/ 莊萬益 1,000/ 陳美聿 500/  

傅嘉智  4,000/ 羅耀琳 600/ 范美翠 1,000/ 游重山 700/  

劉毅弘  4,000/ 王為軒 500/ 游子雯 1,000/ 主知-安 300/  

白淳仁  1,000/ 張孫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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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正鑫  1,500/ 徐文章 300/ 陳湘君 1,000/ 謝懿宣 500/  

主知-王20,000/ 黃保瑞 800/ 莊紀源 2,000/ 黃冠穎 800/  

沈立忠  3,000/ 余宣佳  1,000/ 陳宜韻 2,500/ 陶國禎 1,000/  

王惠民 10,000/ 蕭麗娜  1,000/ 黃基禎 1,000/ 李永隆 2,000/  

李漢強  1,000/ 陳志文  3,000/ 林凱揚 2,000/ 廖石開 4,000/  

主知-華 8,000/ 葛瑞絲  2,600/ 高振航 2,000/ 無名式 1,000/ 

台北錫安堂3,000/ 台南聖教會 5,000/ 榮光團契3,000/  

不知名 1,000/ 

 
※《93軍人禱告現場奉獻》 
王惠民 10,000/邱錦健  3,000/陳健維  1,000/邱荷淨  1,000/ 
吳捷雨    500/藍立恩    300/陸國昭    300/其 他   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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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5,566 53.82% 1,154,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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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後書 5:14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 

以賽亞書 40:29，31 疲乏的祂賜能力，軟弱的祂加力量。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 

                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