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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與信                              文/耀皿 
經文：可 10:17-22, 46-52; 太 19:16-22, 

20:29-34 

 

這些經文提到兩個人 – 富有少年人與瞎子

巴底買 – 與耶穌的關係，兩個人不同的出生、

不同的遭遇、不同的需要，來到主前的態度迥然

不同，讓我們一起從這故事的對話中，來思想我

們個人與耶穌的關係。 

 

富有少年人 – 出生好、有恩賜、有能力、

會做事，自豪與驕傲地來到耶穌面前問道：「我

當做什麼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自以為是地展現

他夠格承受永生的姿態，從他的問題可以看出他

的生命光景、個人動機、以及與主的關係。 

 首先，我當「做」什麼事，他的重點在於「做」，

意味著靠自己，因為他有恩賜、有能力、很

屬靈，可能所有的要求他都做到了； 

 其次，才可以承受「永生」，顯出他要的是

「永生」，是好處，個人在服事中，常有人

問到信主有什麼好處，什一有什麼好處等，

這成為他的目的； 

 第三，他的「夠格」是靠自己，以行為稱義，

他夠格得著神的應許了，而且似乎理所當

然，我做到了，理當給他。 

 

我們看耶穌怎麼回應他：「誡命你是曉得的，

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見證、

不可虧負人、當孝敬父母。」這下他更驕傲了，

夫子，這一切我從小都遵守了，對一個靠「做」

的人來說，遵守規條最擅長，以這來衡量與主的

關係。孰不知，耶穌故意問他十誡的後六誡，這

是他所誇的，看得見，易衡量，做到或沒做到；

沒有挑戰他前四誡，尤其是前三誡：「除我以外，

不可有別的神；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妄稱

耶和華的名」（出 20:3-7），這是關係的核心、

「心」的狀況、態度的議題，但不易衡量。 

耶穌繼續挑戰他，看著他，愛他地對他說：

「你還缺少一件，去變賣所有。。。來跟從我」

（可 10:21），結果，他憂憂愁愁地走了。耶穌

並沒有否定「做」的重要性，當然要遵守誡命，

但是怎麼遵守，什麼態度遵守，耶穌在意的是，

由「心」發出的「做」，在關係裡遵守，承認耶

穌是主的前提下遵守（他到耶穌面前是以良善的

夫子稱呼的），換言之，關係重於做，也是裡外

一致地「做」。 

 

瞎子巴底買 – 貧窮、無助、沒可誇的，但

承認需要地來到耶穌前，尋求幫助能看見。聽到

耶穌來了，就諴著說：「大衛的子孫耶穌啊，可

憐我吧！」，耶穌問他：「要我為你做什麼？」，

他說：「我要能看見」 ，耶穌說：「你的信救了

你了」，瞎子立刻看見了，就在路上「跟隨耶穌」

（可 10:46-52）。他知道他不能靠自己，需要耶

穌，承認自己的光景，承認需要，承認貧窮，「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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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太 5:3），

尋求幫助，表達得具體清楚，耶穌回應得直接了

當，你的「信」救了你，沒有說，你的「做」救

了你，耶穌在意的是關係，巴底買選擇「跟隨耶

穌」。 

 

兩個人兩種態度到耶穌面前，不同的動機與主互

動，一個是我多棒，一個是我不足，一個是我夠

格，一個是我不配，顯出兩種不同關係型態，發

人深省。最後將這故事做成表格對照，供參考： 

 富有少年人 瞎子巴底買 

到耶穌前 跑來跪在耶穌面前 喊著說 

稱呼耶穌 良善的夫子 大衛的子孫耶穌 

向耶穌說 我當做什麼可以承受永生 可憐我吧！ 

耶穌問道 誡命你遵守了嗎？（太 19：17） 要我為你做什麼？ 

他們回答 我從小都遵守了 我要能看見 

耶穌回應 變賣所有，跟從我 你的信救了你 

他們反應 憂憂愁愁地走了 起來跟從耶穌 

 

願我們一起與主進入真實的關係裡！ 

 

耀皿        

2019/2/24 

 

2019/01/03 QT 分享                      文/ 偉翔 

1.經文： 

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時候，耶穌起來，到曠野地

方去，在那裡禱告。（馬可福音 1:35） 

 

2.默想： 

耶穌在大行醫治的第二天早晨，醒來後第一件事

情不是召集門徒，不是前往會堂，不是繼續醫治

趕鬼，而是到曠野裡禱告！耶穌看重與神的關

係，與神的關係比任何一件事情都還重要，而我

們常常因著肉體的軟弱，沒有每天都來到神面

前，渴慕神話語的澆灌，然而耶穌已經為我們做

榜樣了，與神的關係是所有事情裡最重要的，與

神和好，還怕有什麼不可能的事情，在神裡面不

能成就嗎？ 

 

3.提醒： 

神在今天的 QT 提醒我，渴慕神的重要性，常常我

們像聖經上說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事為善由

不得我」一樣，心理知道要渴慕神，要親近神，

但肉體卻軟弱得使我們忽略了與神建立關係的靈

修生活。 

 

4.應用： 

在部隊的生活裡，常常加班到很晚，不然就是早

上有很多的勤務，不一定有時間可以坐下來好好

QT，常常忙完下班也都七晚八晚了，再 QT 也是重

點式的看過，知道當天的經文在講什麼，很少有

領受，甚至累一點，就洗洗睡了，也沒有靈修生

活，雖然心裡一直知道這樣不是一個好榜樣跟不

是一個好的靈修習慣，但也這樣渾渾噩噩過了一

年，神在今天這樣提醒我，讓我想到羅馬書裡面

說的「肉體因罪而死，心靈卻因義而活」穩定 QT

就是在部隊生活裡我要追求的神的國和神的義，

要渴慕神話語的澆灌，用神的教導作為一天的開

始，我為我過去這樣的不冷不熱向神悔改，也求

神幫助我，靈修生活不是三分鐘熱度，求神給一

顆剛強的心，和渴慕的靈，讓神做每一天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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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已為我預備                               文/ 育昌 

在受洗以前 17 年的歲月裡，我是一個個性衝

動、以自我為中心的人，但也很常決定一件事情，

卻沒有辦法堅持到底的心思意念，思想飄忽不

定，很難專心，雖然堅持了自己的理想，考進中

正預校，也勉勵自己在未來要成為一位特戰隊

員，但當我在學校裡遇到挫折時，也是不斷的抱

怨，在中正預校的前兩年裡，我沉迷於線上遊戲，

因為家在北部，家人無法時時刻刻在我身邊盯

著，所以只要一休假離開學校，就是跟著同學往

外面的網咖跑，在那裏可以

耗上我一整天的休假時間，

在金錢的花費上，也是相當

的可怕，不但學校發的零用

金不夠用外，還要跟家人拿

錢才可以過生活，也因此跟

家裡的人吵架吵了很多次，

還讓家人打電話給學校的長

官，讓他們來提醒我的金錢

使用，在課業上的心思也不

夠，除了一年級上學期順利休一個完整的寒假

外，其他的學期的期末都是留下來補考，那兩年

的時間裡，我的生活很荒唐，在學校裡就是過一

天算一天，完全忘記當初自己為什麼考進來中正

預校。 

直到我三年級，準備人生一場重要戰役—大

學學測的時候，依然是董荷芬老師擔任我們的數

學老師，老師對我們的要求甚高，我們都知道老

師是位基督徒，在一次的上課中，老師跟我們提

到每周日僅剩的 4 個小時休假時間，都會有教會

的牧師、傳道、同工到我們學校來，陪著我們唱

唱詩歌，聊聊最近遇到的困難，剛開始我並沒有

跟著參加，而是看到班上的同學參加聚會後的改

變，才鼓起勇氣跟老師說「我要參加」，到了聚會

的場地，跟著牧師他們唱唱跳跳，聽傳道他們分

享信息，在小組討論時，跟同工們聊聊天、聽他

們的見證，雖然那時的我只是個慕道友，但我感

覺我在那裏多了一份歸屬感，我嘗試著把自己的

心打開來接納這個唯一的 神，在我心裡接納的

那一刻開始，我的心是被溫暖的，在經過幾次的

聚會以後，身邊的同學陸陸續續的受洗，也看到

他們生命中的變化，從內向變開朗，從頑皮變穩

重，我就知道這位 神是可以讓我們的生活翻

轉，活得更像 神創造我們的樣子，而我決定受

洗歸入耶穌的名裡。 

受洗後，在我的生涯道路上

有很大的轉變，我原定要進入陸

軍官校就讀，但因為大學學測的

成績不盡理想，只能到陸軍專校

就讀，在那一刻我很難過，未能

達到自己的期望，但董荷芬老師

給了我一段經文：「神為愛他的人

所預備的，是眼睛沒有見過，耳

朵沒有聽過，人心也沒有想過

的。」（哥林多前書 2:9）而我就

這樣順服 神的旨意，到陸軍專校就讀，在陸軍

專校求學及畢業任官受訓的期間，我也遇到了基

督徒的教官、老師、學姊、同學，在我遇到任何

困難時，我們彼此互相禱告，關心對方，就好像

我不曾離開耶穌的懷抱裡，而我現在是陸軍特戰

指揮部的士官，完成我當初的夢想，雖然人生的

道路不能盡我所願，但我相信上帝已經為我安排

好最適合我的位置跟方向，只有祂知道甚麼才是

最適合我的，或許當下覺得很難過、很挫折，但

我堅定地相信祂是看顧我的，我也感謝主在我生

命道路上的安排，在我每個生涯的階段都有屬靈

的同伴在我身邊，就像主祢沒離開我一樣，感謝

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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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利利傳道會夏季退俢會，時間：6/28日(週五)晚上至6/30(主日)中午。 

地點：板橋中華電信訓練所，歡迎弟兄姊妹預備心參加，共沐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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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三年級學長黃保瑞，榮獲全國大專優秀青年表揚，願榮耀歸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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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團契將要籌辦下年度軍校退修會，求神賜給團契合一興旺福音的心

志。 

彩虹團契：  

 為新任的團契主席茂恩及副主席荷淨，求神賜福他們的學業及服事。 

 求神興起各年級基督徒渴慕的心，聚集禱告能穩定順利。 

 右圖是關心彩虹團契學生呂敬順。  

 積穗團契：  

 為管院團契能興起，祝福新任的主席，及同學們有穩定團契生活。 

 種仔團契： 

 從這學期將配合某教會週六國中青少契幸福小組時間聚會，求神祝福種仔團契有一天重返校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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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體代禱消息  

 

醫治     

1. 為(紀)昱宏弟兄禱告: 在空軍服役的昱宏弟兄，妻子瑞芬姊妹，求神祝福每次的療程都有好的

效果，得著神完全的醫治! 

2. 為冠倫兄禱告：日前因車禍手部受傷，求全能的神醫治並早日恢復。 

3. 為正鑫弟兄禱告：其母親於因肺癌手術開刀，求創造生命的神保守看顧

並醫治。 

4. 為志軒弟兄禱告：最近左手骨裂住院開刀，目前正療養中，求神醫治。

(右圖是探訪志軒)。 

5. 為李萱弟兄禱告：月初時因眩暈症上吐下瀉去醫院急診，求醫治的神幫

助能查出原因，並全然醫治。 

家庭 

6. 為志鴻弟兄禱告：岳父日前安息主懷，追思會於4/8上午九時，於御奠園淨界紀念會館追仁廳， 

求慈悲的神親自安慰志鴻家族，並賜永生盼望。 

7.為文碩弟兄禱告：求神祝福家庭經濟，經歷神豐富的恩典。 

8.為義超弟兄禱告：預計於3/30日上午在內湖信友堂結婚，求神祝福婚禮籌辦過程。  

    9.為楷麒弟兄禱告：妻子懷孕第二胎預產期為7月，求神賜福保守懷孕生產過程順利。 

   10.為肇宇弟兄禱告：妻子懷孕第一胎預產期為7月，求神賜福保守懷孕生產過程順利 

工作 

   11.為重山弟兄禱告: 今年起分別在海官及空官有兼任課程，求神祝福重山在官校的教學。 

   12.為衍衡弟兄禱告：自調位新的單位後，在工時比較長，需要有更好的體力，才能兼顧家庭。 

 13.為宏嫻姊妹禱告：近期工作任務繁忙，神賜下智慧與應變能力，能夠承受工作的壓力。  

   14.為明峻弟兄禱告：在每次執行勤任務，保守任務一切順利，達到到長官所期待的水準。 

   15.為惠民弟兄禱告：春季祭祀典禮，求上帝保守一切行程都順利，有神同在的平安。 

   16.為昱宏弟兄禱告：在3月之初，調回大直高司單位，接任新的職務的訓練，求神保守訓練過程。 

   17.為昆育弟兄禱告：為目前在工作調整職務過程中，遇到一些困難，求神賜下智慧並保守工作。 

   18.為家安弟兄禱告：在工作的事情任務繁重，單位和平協調，承擔各種任務，求神眷顧。 

   19.為婉琳姊妹禱告：月底單位營區開放懇親日子，感謝主保守當天的任務圓滿成功。 

   20.為立恩弟兄禱告: 新學業在在職進修課業三月開課，求神賜下智慧使工作與學業兼顧。 

   21.為前麟弟兄禱告：為目前的飛行訓練及英文能力禱告，求神保守軍中一切專業訓練。  

   22.為昆翰弟兄禱告︰近期徵召調某單位任職，求神在新的工作賜下新的恩典恩膏。 

23.為擇宗弟兄禱告︰本月中旬調位新的職務，求神使他在新的單位得地為業，為主發光作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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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支持，使軍人事工得以推展》 

108 年 2 月收支摘要與奉獻徵信 

 聖工收入    ：232,050 
 

總支出：         202,511 

 軍校生退修會     42,800    
 軍校生退修會募款: 32,300 (2 月) 
 夏季退修會      :  9,600 

人事費         ： 67,000 
事工費         ： 31,884 
行政雜支       ： 24,065 
軍校生退修會支出: 79,622 
 

代轉奉獻 ：  16,000   
蔡哥代收奉獻: 6,000    
程玉代收奉獻: 3,000 
石開代收奉獻: 7,000 
 

《２月奉獻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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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頌晨  4,000/沈立忠 3,000/傅嘉智 4,000/張維正 5,000/ 

江武駿 13,000/陳品全   500/項立民 1,500/盧煥淞   500/  

廖昶虹  5,000/李武耀   500/周青琳 1,500/李健華   400/  

郭昱呈  1,500/羅耀琳 600/郁瑞麟 3,000/游重山   700/  

紀昱宏  2,000/張孫健 500/余孟騫 1,500/陳美聿   500/  

洪榮典  3,000/戴嘉儀 500/廖恩賜 2,000/紀昱安   300/  

鄧智華  3,000/陳昶翰 500/楊心蓮 1,500/黃  皓   200/  

靳國偉  3,000/王為軒 500/戴志鈞 5,000/吳庭志   200/  

張約翰  1,500/許鴻榮 250/徐郁羚 5,000/李銘偉   500/  

柯琳耀  2,000/黃婉琳 600/邱封舜 1,500/丁仁傑   800/  

紀昱安  1,500/徐文章 300/翁明琮 1,500/黃珮怡   500/  

陳啟勝 22,000/林錦全 400/許宗煒 3,000/周晏嶺   200/  

劉慶元  5,000/顧家安 600/陳王化 3,000/張華威 2,000/  

劉忠勇  1,500/李政岳 1,500/黃建雄 3,000/巫主恩 3,000/  

鄒盛年  1,500/馬榮吉 5,000/范美翠 1,000/陳順發 2,000/  

高振航  2,000/劉毅弘 4,000/游子雯 1,000/馬明明 2,000/  

唐興家  2,000/白淳仁 1,000/王平康 1,000/李盈碩 1,000/  

王正鑫  1,000/陳湘君 1,000/蔡汝欣 1,000/莊紀源 2,000/  

陳楷麒  1,000/余宣佳 1,000/劉家君 1,000/葛瑞絲 2,000/陶國禎 1,000/謝智帆  3,000/馬志豪  1,500/林鼎鈞 1,500/  

廖石開 11,000/陳宜韻 2,000/劉尊仁 1,500/黃博裕 3,000/黃晨洋 1,500/孫維隆  5,000/周彥文  6,000/曾威智 1,500/  

陳美聿 10,000/吳婉華 1,000/塗玉雲 5,000/李世敏 3,000/潘誌宏 2,000/邵智君  4,800/曹翔皓  1,500/張志君 2,000/  

林佳緯  1,500/王維琴 3,000/黃婉琳 2,100/陳建宇 3,000/周義超 1,500/陳金漢  1,000/許維仁  1,500/  

楊成湛 10,000/廖中天 2,000/陳挺生 3,000/林佳宏 3,000/許勝宏 1,500/   

(主名知-強)3,000/(主名知-華)8,000/  
 
加利利傳道會108度預算及募款進度                     

年度預算 已得之奉獻 百分比 尚差金額 

2,500,000 710,650   28.43% 1,789,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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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 20:7 有人靠車，有人靠馬，但我們要提到耶和華我們神的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