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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好處不在主以外~(在壓迫中更加成長)         文/哈勇傳道                                        

回想過去的每個時刻，不住的感謝、讚美神

的恩手從未離開。軍旅生涯時間不長，僅僅廿載

有餘，仔細回想，經常身處得罪神的景況，哪怕

也有瞬間不錯的時候，但一切都在神的保守之

下。欲在極短篇幅中分享所有恩典恐怕不足，惟

曾因歷經將近二年「職場霸凌史」而有美好的信

仰經歷與習慣建立，或可提供諸位兄姐們為借鏡

與省思了。 

 

自正式至飛行作戰部隊報到開始，始終競競

業業地面對每一天的任務與訓練，雙

眼睜開後，時刻為著職責打轉，總有

忙不完的工作。當時在花蓮某長老教

會完成堅信禮，表明耶穌基督為我的

救主，在信仰程度仍屬幼稚園等級，

仍以為一切都只能靠著自己努力來維

持，殊不知父母、妻子與教會弟兄姐

妹們向主的代禱與主的憐憫，是我在

離開地球表面時仍能安然度日的緣

由。 

 

好景不常，僅僅靠著自身努力以

及原住民的熱誠樂觀，仍有走不通、

會撞牆的時候。當時有位學長(空軍飛

行員間慣稱高期別學長為教官)剛從

美國返台，初來花蓮基地，需要許多協助，熱情

的我自然而然地成為許多資訊的提供者與協助

者，教官的回饋也是正向的，惟碰到自身利害關

係時，一切風雲變色。 

 

面對漢光任務先期預備，軍人責無旁貸均需

停休、以任務為優先，身負安排人員休假職責的

這位教官，為了不想拖欠這群高期別教官們的

假，竟異想天開地想利用漢光演習前期學科訓練

當週上午課程的下午空閒時間，讓所有人(其中

3/4的人住西部)輪流安排半天的休假，想出這樣

突破性排假規畫的他，以自己仍在休假中為由，

要求我隔

天上班時

公佈，並

要求所有

人當天完

成填假。

當下，以

全隊期

別、階級

最菜的我

而言，如

此不同以

往的排假

規畫，讓

自己本能

感到危險並且不安，因為強制要求家住西部的教

官們平白浪費半天休假，這很有可能會把我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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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機炸彈丟到靶標上，不妥啊！隨著想到負責安

排休假的他，明晚就收假了，這樣的新思維與獎

賞還是歸給他吧，便隨口建議「教官，您明天晚

上就回來了，要不要後天您後天上班時再來公

佈？」這句話一說出，便確定了日後在隊上生不

如死的日子。這位教官當場就翻臉、隔空罵了一

個多小時，收假隔天，開始不分日夜地利用階級、

期別打壓，不但在工作上給了最大程度的折磨與

刁難，甚至與他飛行時會故意做出驚險的碰撞動

作，美其名是看我有沒有警覺，實際上卻想落實

我在飛行上有空中飛行碰撞危險的安全顧慮；在

我休假或下班時間，經常刻意以公務為由召返、

停休。如此明顯、刻意的日子，足足一年多，整

個基地有眼可看、有耳可聽的其他教官，頻頻詢

問我怎麼招惹到他，而在他期別以下的所有同

學、學弟，總會拍著我的肩膀，深深感謝我的犧

牲奉獻，讓這位討人厭的教官，將他的時間與精

神全心全力的放在我身上(我根本不想…)。那段

無比難熬的日子，真想退伍逃離這個環境，也恨

透了這位不記念我之前多方協助他的教官，每一

天上班，鬱悶與沮喪的情緒充滿了我，在家人、

教會面前只能假裝灑脫，但我愈來愈不開心，工

作壓力、辦公室霸凌、無人可以協助和解的情況

下，我的情續極需釋放…，我試著開始尋求還不

是很熟的主，這也是與主建立親密關係的契機。 

 

每一天，我開始自己的靈修生活，隨著教會

的讀經進度，也會開始禱告，但都不是那麼熟練，

也不那麼自然，但在這個狀況下，我仍然堅持下

去。特別是每天上班時，我總會刻意提前半小時

到隊上，會先在停車場，看著隊部建築開始禱告，

將一天的工作交給主，求祂帶領一切都順利、平

安，在我的情緒上也能被保守。過程之中，我常

常是哭著禱告，因為我覺得委曲，這樣的日子到

底還要多久，主默然無聲…。上班後，我總是在

做每一件事時，同時禱告求主引導我來做；遇到

這位教官時，雖然心中不滿與不舒服，但在禱告

中，過濾了他那些負面、與工作無關的話語，將

所有關於工作的部分都聽進去，並且在禱告中一

一的完成。發現在這樣的狀態下工作，慢慢使我

成為做事嚴謹、任勞任怨的人，在飛行上的刁難，

使我飛行技術精進，在工作上的苛刻，使我思緒

更加清晰精準，這樣的環境反而使我成長了。這

段磨煉的苦日子過去了，但直到今日，我已習慣

每日與主親近、遇事時刻求問主，哪怕未按著預

期順利發展，但仍然相信會有一個更美、更棒的

結局與賞賜。 

 

我們的主真是超棒的神，不但給予永生的盼

望，也讓在世的時候，享受祂無盡且奇妙的祝福。

原該是悲劇、憤恨收場的情節，硬是在這樣悲催

的場景下，轉化為使我成長的祝福。願神賜福保

守每一位身處迦南美地的弟兄姐妹們，不但得地

為業，也享受從祂而來無盡的恩典與保守。榮耀

歸主！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願

祢的國降臨；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

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

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救我們脫離兇惡（或作：脫離惡者）。因為國度、

權柄、榮耀，全是祢的，直到永遠。阿們(馬太福

音 6:9-13)。 

 

(備註:作者退伍後讀神學院，現為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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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官門徒營舉辦的意義與回應(中)           文：陸官四年級生  建言

   在這一次陸官團契當中，神帶給我許多的感

動： 

(1) 對信仰的信心：在入伍訓結束後放假的這段

期間，對我來說是非常的低潮的時候，因為不管

是感情，還是身體的健康都出了一些問題，而且

家人對此也有很多的自責和紛爭，讓我的生命遭

受到沉痛的打擊。基督徒每日拿起聖經靈修，就

如同靈也需要靈糧的補充，但是在那段時間裡，

每每拿起聖經的過程，心中的思緒很混亂不堪，

很多負面的聲音在耳邊回響，讓自己無法專心於

主微小的提醒。但是這一次團契和醫治釋放禱告

之後，從知識性言語禱告中我印證上帝對我的旨

意，也在聊天的過程中，讓我了解更多屬靈的事

情，基督徒要堅守的事…等等，讓我對信仰重拾

信心，緊緊跟隨主的腳步。 

(2) 不要總覺得自己很渺小：在這次的團契中，

我總感覺自己沒做甚麼事情，也沒有幫什麼忙，

但是在回程的時候，瑋廷卻對我表達感謝，我很

受寵若驚，對他說我根本什麼忙都沒有做，可是

他卻告訴我，如果不是負責幫忙廚藝的事的瑣

事，他哪裡來的心思為接下來的禱告做預呢，我

才驚覺那是上帝對我的提醒，也讓我了解，我的

生命藏有自卑需要去熬煉。 

(3) 希望陸官的團契能夠延續：我與瑋廷目前已

經是官校四年級，如果畢業之後，陸官團契因而

無法繼續經營下去，真的好可惜，希望主保守陸

官團契，讓主的恩典照亮我們屬靈的後代綿延不

絕。 

  

 

 

 

 

 

 

 

文：陸官二年級生                                              欣瑋 

首先，很很感謝學長這一次辦活動，讓我能夠

第一次感受到在團契裡面的生活。感謝學長能夠

在活動前，讓我自己想要玩什麼活動，能夠帶著

大家一起破冰，打破了之前都是學長安排好，然

後我們去做。我覺得在官校裡面有很多事情，是

要自己去體會的，不是每件事情都埋頭苦幹就

好，在這次的活動裡面，就讓我感觸很深，原來

自己也能夠安排好一小段的活動。 

讓我最佩服自己的是，第一天安排的破冰遊

戲，讓所有人都能體會到和別人傳福音的困難，

剛要開口和別人說，其實就有一個難度，我們很

常覺得自己可以，但是真的去做的時候，才知道

那是倚靠神才能完成的。 

晚上的時間，和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吃愛宴，也真

的讓我很感謝神在我們當中，晚上的時候，我們

集體的禱告，讓我覺得神充滿我的心，聚在一塊

禱告，讓我們的凝聚力更強。 

週日早上的醫治釋放禱告，讓我知道了許多

人在聖靈領受時的軟弱，像我也是一樣，我覺得

在自己的生命裡，神可能都會和我們說話，只是

我們都沒敞開心胸來接受，在這次的禱告中，讓

我的心能夠全然交託於神，很感謝神為我們預備

了這次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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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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冬季退修會，地點:高雄中華電信澄清湖訓練所 ，參加人員大合影。 

 

 

◆風嶺團契: 

  團契在主愛中，深根建造，彼此扶持，穩定的聚會，有主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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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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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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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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萬益牧師禱告：左眼「內斜視和白內障」的問題，院方確認需二次開刀，求神以大能醫治。 

    3.為家君弟兄禱告：因扁桃腺發炎化膿，住內湖三總開刀切除左邊，求神保守完全康復痊癒。 

4.為月珠師母禱告：右手指受傷發炎腫痛已漸漸康復，但目仍需服用消炎藥，求主耶穌全然醫治。 

5.為汝欣姊妹禱告：右肩疼痛許多，願主引導找到合適醫師，早日治療，全然康復。      

 

家庭 

6.為德育弟兄禱告：父親日前因車禍過世，求神親自安慰全家家屬，擦去他們的眼淚。 

7.為嘉偉弟兄禱告：日前岳母因為癌症安息，求永恆生命的主，以祂的慈悲與憐憫安慰家人。 

8.為智翔弟兄禱告：日前外公安息主懷，懇求安慰的主，以祂的無限慈悲與安慰智翔的家人。 

9.為毅弘弟兄禱告：日前母親因心臟衰竭合併心室震顫安息，求永恆的主憐憫安慰毅弘家人。。 

   10.為旻聰弟兄禱告：日前要搬家，求神保守並祝福搬家的過程，一切都順利平安。 

 

工作 

   11.為昶翰弟兄禱告：在單位建立職場的禱告祭壇，帶領一些弟兄同心禱告，求神祝福禱告祭壇。 

   12.為偉明弟兄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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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為漢強弟兄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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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為章樸弟兄禱告：12月調至南部，求神在新的職務學習上，眷顧保守，賜下智慧面對業管的業務。 

   15.為青琳弟兄禱告：調至新職己有數月，但因為經管的業務不是他的專長，心累急需要為他禱告。 

   16.為鎧伊弟兄禱告: 目前在南部某兵科學校受訓，請為受訓訓練學習過程禱告，增加本職學能。 

   17.為文雄弟兄禱告：近期職務異動，在新的職務上求神賜下智慧的靈，得地為業作光作鹽。   

   18.為孟傑弟兄代禱: 目前在部隊基地，接受換裝的訓練，請大家為此事禱告，求神保守每次出勤。 

   19.為世傑弟兄禱告：目前順利通過博士班學位的口試，求神在職場大大祝福為主發光。 

   20. 為健維弟兄禱告：年底將要退伍，懇求生命的主，以祂溫柔的手，繼續牽引人生下半場的道路。。 

   21. 為仲毅弟兄禱告：近日因病除役，求神醫治他的疾病，全然恢復健康，並帶領他未來要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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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您的支持，使軍人事工得以推展》 
111年10月收支摘要與奉獻徵信 

聖工收入:        151,100 
 

聖工支出:       116,713 

    人事費        ： 72,100 
   事工費        ： 23,657 
   行政雜支      ： 2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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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10 月奉獻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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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立忠  3,000/ 林章樸   500/ 高振航  2,000/ 盧煥淞   500/  

蔡奐美 10,000/ 李武耀   500/ 張華威  3,000/ 李健華   400/  

林凱揚  2,000/ 羅耀琳   600/ 莊天降  2,000/ 游重山   700/  

主知-王20,000/ 陳美聿   500/ 無名式 1,000/ 張孫健   500/  

黃頌晨  1,000/ 王為軒   500/ 李漢強 1,000/ 主知-安  300/  

范美翠  1,000/ 吳庭志   500/ 白淳仁 1,000/ 李銘偉   500/  

王平康  2,000/ 顧家安   700/ 陳昶翰 1,500/ 徐文章   300/  

李盈碩  1,000/ 謝明峻   500/ 陳湘君 1,000/ 謝懿宣   500/  

莊紀源  2,000/ 余宣佳 1,000/ 陳宜韻 2,500/ 陶國禎 1,000/  

陳金漢 20,000/ 黃基禎 1,000/ 李永隆 2,000/ 陳志文 3,000/  

傅嘉智  6,000/ 曾衍彰 1,000/ 鄭冬青 1,000/ 廖石開 5,000/  

張志君  2,000/ 杜建新 2,500/ 朱旭達 1,000/ 葛瑞絲 2,600/  

魏志憲  5,000/ 任建華 1,500/ 劉毅弘 4,000/ 游子雯 1,000/  

主知名華8,000/ 王正鑫 1,500/   台北錫安堂 3,000/  

屏東浸信會 8,000/ 台南聖教會5,000/    榮光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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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3,878 66.92% 826,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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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 37 篇 V1 不要為作惡的心懷不平，…… 

          V3 你當倚靠耶和華行善，住在地上以祂的信實為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