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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Ｏ七年 12 月份 代禱信 

所以你們要去        好果子 

一、「去」是主的吩咐 

所有基督徒都自然會知道，也應該要知道，

新約聖經中有二個

「大」：「大誡命」

與「大使命」。我門

先來看大使命，內

容包括三個動詞當

作分詞：「去」、「施

洗」、「教導遵守」，

可以看作是完成大

使命的方法或是行

動，這些行動都是

為了要實現一個最

主要的動詞：「使萬

民作主的門徒」，這

才是大使命最重要

的「核心目的與內

容」。就是透過「去、施洗、教導遵守」，為主帶

出一代又一代，一群又一群願意起來跟隨主的門

徒。當然我們自己先必須先成為門徒，才有可能

帶領人成為主的門徒，大使命是給「每一位門徒」

的使命，而不是單給神職人員的吩咐。今天我們

要把分享的焦點放在「所以，你們要去」的「去」

這個動詞上。 

二、神國度的擴展，從「出去」開始 

或許有人會問，「去」有什麼好講的？基督徒

的服事不是應該更要強調傳福音為人施洗，以及

教導門徒聖經使他們遵守神的話語嗎？重點是，

如果我們都不肯「去」，那麼所有

的事情都不會發生，也不會有人

成為主的門徒。要講「去」之前，

我們必須先了解「神國度」的觀

念。當上帝創造亞當夏娃，對他

們所說的第一句祝福的話，就是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

這地」。原來上帝創造宇宙萬物，

又將地球交給人類居住並且治

理。神的國就是神掌權的範圍，

比起外面看得見的地理環境，上

帝更看重要在每一個人心中完全

的掌權：「因為上帝的國就在你們

心裏」（路 17：21）。從舊約到新

約，上帝渴望要住進「每一個人

的心中」，並且「在人生命中完全掌權」，這就是

神的國臨到我們當中了。 

從舊約時代，上帝就開始不斷揀選人「走出

去」，要在神應許之地得地為業，帶下神的國度「願

祢的國降臨，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

天上」。上帝呼召亞伯拉罕「離開本地、本族、父

家，往上帝指示他的地方去」，上帝也呼召約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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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摩西、先知、耶穌、門徒…，「出去」，

收復尚未得著的人心，收復「屬靈的失土」，期望

將未得之民的人心奪回，使他們都順服基督，這

就是拓展神的國度。那裏還有沒有得著的人心，

那裏就是上帝期望打發我們出去服事的禾場。而

耶穌所使用的方法，就是呼召、裝備、差派所有

願意成為門徒的人，「往普天下去，在還沒有收復

的人心當中，去得著他們，為他們施洗，教導他

們遵行神的話語，使他們成為耶穌的門徒，並且

如此代代相傳」，這就是大使命的核心精神。大使

命的禾場，不在某些特定的建築物裏面，而在未

得救的人群當中。 

 

三、大誡命的禾場 

路加福音 10 章中有一位律法師來試探耶

穌，問耶穌如何得永生，耶穌反問他律法書上寫

的是什麼？他回答：「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

意愛主－你的上帝；又要愛

鄰舍如同自己。」（路 10：

27），這在馬太福音 22 章同

樣記載，就是聖經中有名的

「大誡命」：要愛神愛人。接

著律法師繼續提問：「誰是我

的鄰舍？」耶穌便講了一個

關於「好撒瑪利亞人」的比

喻。比喻中巧妙的指出有三

個人，都經過一個被強盜打

得半死的人，第一個是祭

司，直接走過去；第二個是利未人，也是直接跨

過。第三個是以色列人看不起的撒瑪利亞人，反

倒起來救助這個被打得半死的人。耶穌比喻的重

心是，我們如果想要愛神，就應該像這樣去關心

我們周遭所遇到有需要的人，而不是像前二個祭

司與利未人。我們可以合理的解釋，祭司與利未

人都是宗教人士，神職人員，或許他們以為自己

服事的範圍僅限於聖殿裏面才叫作服事神，但耶

穌的比喻打破了這個迷思，要愛神，就必須「走

出去」，隨時預備好，關心我們生活周遭所遇到有

需要的人。生活就是我們的禾場，我們如何對待

身邊的人，甚至是「不喜歡的人」，就是如何對待

神。大誡命與大使命都一樣，禾場都在教堂的外

面，都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在未得救，與有

需要的人群之中，都有賴門徒願意主動「走出

去」。 

 

四、所以你們要去 

要走出去，就必須離開我們的「舒適圈」，進

到看似危險之地：「我差你們去，如同羊進入狼

群；所以你們要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你

們去吧！我差你們出去，如同羊羔進入狼群。」

我們今天卻是喜歡躲在羊圈之中，希望等外面的

狼變成羊進到羊圈，我們再去接觸他們。耶穌是

呼召門徒「離開舒適圈，進到未信者當中」，而不

是叫未信者離開他們的舒適圈，進到他們不熟悉

的另一個「基督徒的舒適圈」。大使命是「門徒出

去」，而不是「未信者進來」。 

 

耶穌呼召門徒出去，都是二個人一組，這就

是我們今天的榜樣。教會至少是二、三個人奉主

的名聚會，帶下

屬靈的權柄，而

不是獨行俠。因

此我們信主的基

督徒，在教堂中

受了裝備，就應

該「二人一組出

去」，為主贏得人

心為基業。主既

呼召我們出去，

我們就不必害

怕，即使是羊入狼群，但主卻在我們的前頭行，

祂是好牧人，在敵人面前為我們擺設筵席，使我

們不怕遭害。只要我們願意出去，就必有神蹟奇

事隨著我們，神必用神蹟印證我們所傳的道，就

連我們本身的行動，就是一個最美好腳蹤的見

證。我們在教堂裏面接受服事的訓練，但真正展

開服事的禾場應該是回到我們每天生活的家庭、

職場，與日常生活之中，那就是神量給每一個人

的大使命、大誡命的禾場。加利利的弟兄姊妹們，

我們生活大多數的時間，就是我們在軍隊職場之

中，那也是上帝呼召我們的禾場，我們是否願意

先從關心周遭的人開始作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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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沙漠中開江江                           慶航弟兄 

軍旅生涯經歷生命洗禮 

我是一位空軍飛行員，從小時候認神，進軍校

受洗，神帶領我經歷了豐富恩典，讓我可以在這

十多年來的軍旅生涯中，看見祂在我身上行的見

證，我的內心充滿著感恩。從國內軍中的教育，

到被選派到國外軍校洗禮。再到後來的飛行訓

練，多少次的挫折與迷惘，神總是我患難中的依

靠，是我軟弱時的幫助，我相信祂使不可能變可

能的神，我願意一生成為祂所使用的器皿。 

 

走進沙漠如何找到回家的路？ 

感謝神在我結訓分發來到台北，在這裡不僅離

家近，更能夠來到福國牧師牧養的榮耀城聚會。

福國牧師同是

維吉尼亞軍校

的大學長，同

是軍人背景，

更成為我的屬

靈榜樣，牧師

常鼓勵我在軍

中做榮耀神的

事，但部隊任

務的忙碌與壓

力往往讓我打退堂鼓，很多時候現實環境常擊退

我喜樂服事的心，我以為這些對我來說都是不可

能的。曾經有位弟兄告訴我，他以前年輕的時候

有去教會，但後來當兵後就不去了，因為休假不

正常，而且當兵很累，休假也寧可在家休息或出

去玩，漸漸地就懶得去了。頓時我恍然大悟，願

來軍中的環境就像屬靈的沙漠，年輕的男子走進

了沙漠，就找不到回家的路。 

 

神使沙漠中湧流江河 

101 年的軍人禱告大會，主題是建立祭壇。會

後我的心理一直有個聲音，好像是提醒我要做什

麼，但不是很清楚。正當主日，牧師信息再次分

享職場成立祭壇，突然我有個異象，我想在我的

單位成立禱告小組，於是我開始禱告。起初找了

幾位單位裡同是基督徒的士官長們，分享我的想

法，我以為他們會保守的給我些參考意見，沒想

到他們卻直接興奮的答應要幫助我一起成立禱告

會，漸漸的，這個在我心中的聲音越來越明確，

我開始了解到禱告的力量，開始體體到神將我擺

在這各部隊的計劃，並一步步的幫助我，空軍松

山基地的禱告祭壇也漸漸的有了雛型。 

 

軍中祭壇散發馨香之氣 

從第一次的小組聚會開始到現在也已經超過兩

年了，這兩年來我們看見這個

基地的基督徒不斷增加，每週

的聚會不曾間斷，我們期待未

來這個祭壇有更多的同袍加

入，讓軍中不再是屬靈沙漠，

每個在軍校的慕道友們就算沒

有穩定主日，也有機會親近

神，接觸屬靈環境。我們的祭

壇取名到哥尼流禱告會(他是

虔誠人，全家都敬畏神，多賙

濟百姓，常禱告神)，我們期許自己如同哥尼流百

夫長一樣，常存著敬畏神的心，禱告就蒙神應允。 

 

神能成就不可能的事 

「不要告訴神你的困難有多大，告訴你的困

難，你的神有多大。」這句話在主日當中感動我，

神是在荒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的神，儘管看

似最不可能，最容易被限制的環境，神仍賜能力

給願意的人，雖然我官小職卑，力量有限，但是

在祂卻沒有難成的事。希望有一天我們的國軍也

能夠(福音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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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代禱  

 為國防部嚴部長，李參謀長等高層將領禱告，祝福他們為國軍制定好的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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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正確、公平、合理的。 

 加利利傳道會前董事長唐王潔瑞的父親101歲，於本月11日安息主懷，榮返天家。追思禮拜於12/21

假台北第二殯儀館舉行，求神親自安慰家屬。  

 加利利傳道會前創開首任董事陳路加牧師與韋靈譽姊妹婚禮，將於108年元月12日上午在靈光堂

舉行，求神祝福路加牧師婚禮的籌備過程，滿有神的同在。 

 軍校生團契聯合退修會，預計於明年二月份228連續假期，地點在高雄英雄館舉行，歡迎鼓勵所

有的軍校生踴躍參加。 

 海軍方舟團契為了延續團契錨鍊精神，召聚現役及退役的海軍方舟弟兄成為夥伴且彼此堅固、扶

持、造就。首次訂於12月26日1830，於國軍左營醫院院區福音堂聚會，以敬拜讚美、工作經驗與

問題分享，彼此代禱方式進行，2100時前結束。 

 

 

黃埔真愛團契   

◆ 為團契聚會時間及人數穩定代禱，求主興起為陸官守望代禱者。 

◆ 為在學校生活，活出榮耀生命。 

方舟團契： 

◆為海官學生團契有定期的聚會，並求神興起海官學校代禱者。 

羔羊航院團契： 

 求神在團契各年級學生中，興起愛主的基督徒，也穩固每個人靈修生命！ 

 羔羊聚會時間，小週：週五1800~1930，大週1830~2000，並鼓勵個人讀經分享代禱。求主興

起為空官團契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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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團契新生一年級基督學生，有穩定的信仰生活。 

 求神興起各年級基督徒渴慕的心，聚集禱告能穩定順利。  

 積穗團契：  

 為管院團契能興起，穩定團契生活及屬天的熱情去傳福音代禱。 

 種仔團契： 

 祝福在學期中有更多學生受洗，歸入主的名下。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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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體代禱消息  

 

醫治     

1. 為美聿姊妹感恩: 12月中已切除巧克力囊腫，為手術及復原都很順利，感謝主! 

2. 為寬宏弟兄禱告: 因胸部有腫瘤，作第四次化療，請為寬宏所有不好細胞都除去，完全康復，

化療順利代禱。 

3. 為光勝弟兄禱告：日前因為膽結石於內湖三軍總醫院開刀，回家休養，祝福全然康復。 

4. 為君祐弟兄禱告：奶奶因肺炎住院治療，求全能的神醫治並保守看顧奶奶。 

5. 為雅君弟兄禱告：最近牙齒有相關的疾病，求神親自全然的醫治。 

 

家庭 

    5.為家安弟兄禱告：其妻子於本月14日順利生下小兒，感謝神保守眷顧一切平安。 

6.為鼎鈞弟兄禱告：為妻子於12/10日順利生下嬰孩，感謝神賜生命及恩慈眷顧。 

7.為祥麟弟兄禱告：預計於明年元月份，懇求神保守婚禮籌辦的過程，充滿神的同在。 

8.為志華弟兄禱告：妻子於12/15日順利生嬰兒，感謝神的保守，求神祝福這個家庭。 

    9.為仁才弟兄禱告：其母親本月日前安息主懷，求慈悲的神親自安慰他及他的家人。   

工作 

   10.為哲偉弟兄禱告: 年度將調整職務，願在工作上有主的恩膏與他同在，成為光與鹽榮耀見證神。 

   11.為佩君姊妹禱告：本月在工作之餘，參與教會聖誕節活動，願神賜給她好的體力與智慧能力。 

 12.為詠鴻弟兄禱告：年底12/27日將晉任士官長，求神在新的工作職務上賜下新的祝福。 

   13.為志偉弟兄禱告：年底部隊各項督導頻繁，部屬士氣緊張，求神同在，提振部隊士氣。 

   14.為忠勇弟兄禱告：工作之餘的進修，碩士論進度有些困難，請為此事禱告，求神賜下智慧。 

   15.為文章弟兄禱告：現調任副連長一職，請為新的職務，有工作上滿有神的見證禱告。 

   16.為邦杰弟兄禱告：久任現職已達兩年，求主恩典同在，於工作開創新的道路。 

   17.為正鑫弟兄禱告：本月正規班將要結訓，求神保守回到單位後，成為神貴重的器皿。 

   18.為韋恩弟兄禱告：本月調任北部位，在新的單位新工作上，求神賜下新的恩典，單位蒙福。 

   19.為凱明弟兄禱告: 調任新單位，求神保守倚靠主，很快適應並在單位中成為別人的祝福。 

   20.為香子姊妹禱告：目前在兵科學校受訓，學習的壓力非常大，求神憐憫並保守賜福。  

   21.為皇富弟兄禱告︰明年一月份將晉升上士，求神在新的年度賜下新的祝福恩膏。 

   22.為汪帝弟兄禱告：希望完成國軍專案任務後，有機會可以參加直昇機 

      飛行訓練的甄選。 

   23.為志軒弟兄禱告：從外島單位調位北部某單位，求在新的職務與神同 

     行，活出職場教會生活。      

  24.為玉萍姊妹禱告：求神保守業務工作，並在長官及部屬面前抬舉她，尊榮 

     她，活出主的愛。 

  25.為龍興弟兄禱告︰目前在國防大學率真營區接受指參訓練，祝福在學 

     習及生活上，都成為主基督見證人。 (右圖為關心龍興弟兄時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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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您的支持，使軍人事工得以推展》 

107 年 11 月收支摘要與奉獻徵信 

總收入：   159,200 
 

總支出：        182,054 

 聖工收入 ：115 ,600    
 秋季退修會:  43,600 

人事費        ： 67,000 
事工費        ： 36,547 
行政雜支      ： 20,966 
秋季退修會支出 :  57,541 
 

代轉奉獻 ：  8,500   
蔡哥代收奉獻: 2,500    
程玉代收奉獻: 4,000 
石開代收奉獻: 2,000 
 

《11月奉獻徵信》  (秋季退修會報名費沒列入)                                             

華中興  5,000/朱炤廉 2,000/姚光華 1,500/王智億 1,000/ 

黃頌晨  4,000/盧煥淞 500/沈立忠 3,000/李武耀   500/  

張華威  2,000/李健華 400/傅嘉智 2,000/羅耀琳   600/  

曹常勇  3,000/游重山 700/廖石開 4,000/陳美聿   500/  

涂雅玲  2,000/張孫健   500/范美翠 1,000/戴嘉儀   500/  

陳順發  2,000/紀昱安 300/高振航 2,000/陳昶翰   500/  

劉毅弘  4,000/黃皓 200/游子雯 1,000/王為軒   500/  

陳啟勝  5,000/吳庭志 200/唐興家 2,000/許鴻榮   250/  

廖克澧  1,000/李銘偉 500/白淳仁 1,000/黃婉琳   600/  

王平康  1,000/徐文章   300/李盈碩 1,000/黃珮怡   500/  

王正鑫  1,000/林錦全 400/陳湘君 1,000/周晏嶺   200/  

莊紀源  2,000/許鴻榮   800/陳凱麒 1,000/鄧維仁   875/ 

余宣佳  1,000/馬榮吉 1,000/劉家君 1,000/陳宜韻 1,000/  

田康平 30,000/陶國禎 1,000/吳婉華 1,000/陳金漢 1,000/  

馬榮吉  9,000/林敬虔 5,000/張振生 3,000/蕭麗娜 2,000/ 

王治平  2,200/莊萬益 1,000/主知名 3,000/ 

主知名(華)8,000/台南聖教會 2,000/  
 加
利利傳道會107度預算及募款進度  

年度預算 已得之奉獻 百分比 尚差金額 

2,400,000 2,028,564  84.52% 37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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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帳後煩請來電凃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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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8-20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或作：給他們施洗，歸於父、

子、聖靈的名）。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