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地    址：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 89 號 10 樓之 3  財團法人登記第參冊第五頁第 56 號 

網    址：http://www.galilee.org.tw                 電子郵件：stone198611@gmail.com 

電話：02-29137225   傳真：02-86658221           統一編號：66928521  

    郵局劃撥帳號：1514 6314                    奉獻戶名：基督教加利利傳道會   

同工聯絡手機：廖石開 0928-145927               高振航 0928-061745            

  異象使命︰恢復軍人尊榮    守望軍人家庭    堅固軍人弟兄    拯救軍人靈魂           

中華民國  一Ｏ八年六月份 代禱信    

  聖靈的寶劍                            鄔金隆  牧師 

我們的題目<聖靈的寶劍>，蒙恩多年的基督

徒，應該可以立刻聯想出自以弗所書第六章穿戴

神所賜的全副軍裝，所以，我們也必頇記得下一

句話解釋<聖靈的寶劍>，<就是上帝的道>。開宗

明義：神的道，記在箴四 20~22、來四 12或提後

三 16~17的經文，都是美善的、好的、為的是造

就我們這些屬乎基督的人講的；神的道被稱為 

<劍>或<寶劍>的時候，就像

記在以弗所書第六章、啟十

九章，這是對仇敵說的。當

然，主耶穌也告訴我們，對

於馬虎的基督徒，或棄絕

主、不領受祂話語(道)的

人，主也會用祂所講的道在

末日要審判那人；這樣的提

醒，是要我們極其慎重地看

待神的道！ 

 

我在這個園地寫過類似

的主題，這回的重點，我們

放在希伯來書第四章以及她

的上下文，看<聖靈的寶劍>

如何造就、建立我們的生命

品格，以及兩個身歷其境的見證來說明。因為猶

大書提醒我們<要在至聖的真道(神的道)上造就

自己>；並且，當以弗所書第五章勸勉我們要被聖

靈充滿的時候，平行經文，歌羅西書第三章則要

求我們要被神的道充滿(原意是：把基督的道理豐

豐富富的存在心裏)，顯然，主的道、聖靈的寶劍

有她崇隆的地位喔！ 

 

希伯來書四 12的經文告訴我們神的道的功

效，超過一切最好的兩刃的劍，說她的快利，能

把人的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都刺入剖開，連人的

思念和主意都能

辨明。這是很棒

的形容詞，甚至

把神的話語等同

於神的無所不知

和無所不能。其

實，這是真的，

因為詩篇卅三

6、9，豈不正是

希伯來書第一章

第 2、3節中，七

個基督論裏的第

二項<也曾藉著

祂創造諸世界>

等量齊觀嗎？是

的，相同看待！

因此，主耶穌在登山寶訓中說<到天地都廢去了，

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都要成全>(太五

18)。 

 

http://www.galile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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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四 12可用一句成語看另一個面貌：快刀 

斬亂麻；因為既然人的六個層面都被刺入剖開、

都能被辨明，正是詩篇一三九篇 1~12的描述，我

們既無從躲避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的主，又豈能繼

續行在黑暗中呢？不能！只能求主幫助我們，快

刀斬亂麻，清除我們裏面一切的邪情私慾、所有

的卑情下品，如此，我就是凡事興盛，身體健壯，

靈魂興盛的人。又因為聯結於主，靠著主，把一

切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也拒絕

了，我們也是可以爭戰的人；因為這是已經穿戴

全副軍裝的人了！ 

 

此時，得提醒我們<聖靈的寶劍>必頇是拿著的，

不然如何使用，如何展現它的威力？聖靈的寶劍

能夠揮舞開來，必頇拿穩；在手中成為有用，必

頇磨利它的刃。這兩項，又是老生常談：必頇每

天按時分糧、一日盡一日的工：朗讀、默想、背

誦、考究、遵行，活出神話語的真實的時候，聖

靈的寶劍必然威力無窮喔！ 

神的話大有能力 

我有 16次趕逐邪靈(趕鬼)的服事，禱告跟神

的道都同時需要，從我們口中宣告出神的名以及

話語，仇敵都必崩潰瓦解的！ 

 

另外，永恆中承受萬有、創造萬有、托住萬

有的基督(來一 2~3)，也俯就卑微的關心我們每

一個人： 

家母失智症得醫治見證神話語大能 

家母(民國 13年生)去年 10月被診斷中重度

失智，醫師說：明年(即今 108年)四月左右，你

們六個子女都會認不得，從此沒有理解力和記憶

力。我認為事態嚴重，把媽媽自己一年讀經一遍

的方式，改為我陪伴，只朗讀新約，每天至少二~

四章，並稍做講解，再一起唱詩、禱告，平均每

天約花 50-60分鐘；我要阿們的告訴您，她讀經

過程不止有理解力，偶爾靈光乍現，也有記憶力，

至今六月中旬對我們六個子女的名字也仍順暢的

按大小叫的出來。 

我就是要用神的道，一方面用寶劍砍斷使媽

媽失智的仇敵，一方面建造她的生命。家母受日

本教育只到小學，中文是不通的；86歲才用聖經

學識字，學習靈修生活，現在 95歲可以流暢的朗

讀聖經，我求主的能力繼續藉著祂的道護庇她。 

 

這時，必有人問我：讀經禱告多時多，身上

病痛不傴未見好轉，反而每況愈下，做何解釋？

請看來一 4，神跡奇事是在基督裏隨處可見才

對，但二千年前加略山上是沒有神跡的喔！再看

來十一 32~35上半節，多榮美的凱歌！可是，35

節下半節開始，這些信心偉人卻是忍受嚴刑、被

石頭打死、被鋸鋸死，------，他們仍然禱告，

仍然相信，我們的主我們的神，是永遠不會錯，

也不會錯待我們的掌權者，祂是愛我，為我捨己

的神，配得我們一切的尊崇和讚美；服事祂、頌

讀祂的話語、活出榮耀見證祂、隋處傳揚祂的聖

名，這是何等大的殊榮啊！ 

 

這是上帝的道！盼望成為我們基督徒手中的

寶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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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泰國來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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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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利利傳道會北部退俢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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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傳遞【軍中職場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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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校生服事有年輕的、活潑的心志，具團隊服事的生命。 

黃埔真愛團契   

◆ 為團契聚會時間及人數穩定代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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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新的學期，方舟學生團契有新學生加入，並新的開始團契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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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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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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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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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團契：  

 為新任的團契主席及副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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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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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下學年團契有新的開始，並且祝福新生中有更多的學生願意回應神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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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啟疆弟兄禱告： 6月25日將在高雄榮總在實施腰椎手術(神經壓迫導致腳痛)，求神眷顧保守。 

3. 為永明牧師禱告：本月發現肺部有2顆腫瘤，現正作標靶及化療中，求主保守不要再繼續擴大。 

4. 為福義弟兄禱告：因為膝關節在高雄榮總進行手術開刀治療，求神全然看顧。 

 

家庭 

    5.為盈碩弟兄禱告：已於6/16日下午在鳳山錫安堂結婚，神祝福這新對新婚的軍人夫妻。  

6.為正鑫弟兄禱告：妻子岳芸預計6/25日至804醫院剖腹生產第二胎，求神保守手術過程順利。 

7.為光勝弟兄禱告：其父親日前安息主懷，求慈悲的天父，親自安慰光勝及光勝的一家人。 

8.為淳仁弟兄禱告：外祖父日前安息主懷，求神親自安慰淳仁及家族親人。 

9.為嘉宥弟兄禱告：妻子已懷孕，預產期為10月份，求神祝福懷孕過程，滿有神的恩典。 

10.為銘偉弟兄禱告：於6/1日上午在大直結婚，求神祝福這新對新婚的軍人家庭。(如右下圖) 

 

工作 

11.為家君弟兄禱告：6月份參加甄選裝甲兵訓練指揮部車輛組教官，祝福神 

   的恩典加添。      

   12.為(潘)昱宏弟兄禱告: 7/1日起全家將至國外工作及生活，求神祝福在國 

     外生活，孩子教育。 

   13.為文萱弟兄禱告：航院專畢業後分發至北部單位，求神在新的單位發揮所長，靠主得勝。 

 14.為逸文弟兄禱告：6月份初調位新單任輔導長職務，求神賜福逸文在工作上因基督信仰而得力。  

   15.為汪帝弟兄禱告：目前正在準備甲操演習的任務，求神祝福任務順利，圓滿達成長官要求標準。 

   16.為明峻弟兄禱告：為7月份將調任新的職務，求神賜福新的單位及新的工作，作神榮耀的器皿。 

   17.為苡庭姊妹禱告：士高班剛結訓，希望將來有機會調至離家稍近的單位。 

   18.為益星姊妹禱告：下月份將調至台中單位任務，求神在職務異動中與益星同行，使他工作蒙福。 

   19.為志華弟兄禱告：調任某學校單位教職工作，求神保守在新的工作及新職務，賜下屬天的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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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支持，使軍人事工得以推展》 

108 年 5 月收支摘要與奉獻徵信 

聖工收入 ：  80 000   總支出：        100,921 

  
 秋季退修會:  17,000 

人事費        ： 67,000 
事工費        ： 16,075 
行政雜支      ： 17,864 
 

代轉奉獻 ： 10,500   
蔡哥代收奉獻: 5,500    
程玉代收奉獻: 3,000 
石開代收奉獻: 2,000 
 

《5月奉獻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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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石開  4,000/李健華 400/葛瑞絲 2,000/羅耀琳   600/  

劉毅弘10,000/游重山 700/張華威 2,000/陳美聿   500/  
馬榮吉 4,000/張孫健 500/黃明哲 3,000/戴嘉儀   500/  
曹常勇 3,000/紀昱安 300/范美翠 1,000/陳昶翰   500/  
高振航 2,000/黃皓      200/劉毅弘 4,000/王為軒   500/  
游子雯 1,000/吳庭志 200/陳啟勝 7,000/李銘偉   500/  
唐興家 2,000/黃婉琳 600/白淳仁 1,000/徐文章   300/  
王平康 1,000/黃珮怡 500/李盈碩 1,000/林錦全   400/  
王正鑫 1,000/周晏嶺 200/陳湘君 1,000/顧家安   600/  
蔡汝欣 1,000/陳楷麒  1,000/余宣佳 1,000/劉家君 1,000/  

陳宜韻 2,000/陶國禎  1,000/尹華誠 2,000/周啟恩 2,000/  
王治平 1,000/王麗雲  1,000/傅嘉智 4,000/莊紀源 2,000/  
蕭麗娜 1,000/主知名-(華)8,000/ 
台南聖教會 2,000/嘉誠教會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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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908                         44.72% 1,382,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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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23  

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聽道明白了，後來結實，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