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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Ｏ九年九月份 代禱信

《第十屆 93 軍人轉化禱告會》軍中傳福音 信服真道代代相傳
「109 年第十屆 93 軍人轉化禱告會」由加利
利傳道會主辦，8 月 29 日上午在行道會台北榮耀
堂舉行。與會的軍中同袍多是年輕愛主的弟兄姊
妹，他們熱情敬拜，為禱告會揭開序幕。
禱告會一開始，加利利傳道會董事長先致贈
紀念
品，
感謝
創會
之初
付出
極大
代
價，
在軍中勇敢為上帝堅定站立的學長姊。他們曾因
在軍中帶聚會、領查經而遭約談，並被處以罰站、
寫悔過書或記過處分等，雖為義受逼迫，但他們
愛主心志不改，帶領將領、官兵信主，退役後幾
乎皆成傳道人，為基督建立教會，牧養群羊樂此
不疲。
汪川生牧師（加利利傳道會創會牧者）於會
中引用羅馬書一章 5 至 6 節、提摩太後書二章 2
至 3 節，以「崢嶸歲月風華再現」為題分享信息。
他表示，民國 58 年他唸軍校，當時如韓偉、唐賢
鳳等屬靈長輩有福音使命，黃子嘉、莊百億、張
華威等軍校基督徒主動聚集，促成軍中團契產
生，開始舉辦聯合退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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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校基督徒畢業後，繼續在工作點聚集。當
時唐賢鳳老師有感動開放家庭，廣邀各軍種弟兄
姊妹聚會。民國 75 年，唐老師領受異象並傳遞，
希望建立一個專門針對國軍福音需要的事工，以
及加利利傳道會的意義與使命。至於名稱，是有
感於主耶穌在加利利一帶走遍各城各鄉傳福音，
於是命名為「加利利傳道會」。
當時唐老師希望籌募基金，讓加利利傳道會
的傳道人不為生計擔憂，所以購置一棟房子，成
立財團法人，迄今 30 年。當時事工重點包括在軍
中的講道及栽培、定期舉辦禱告會、退修會等，
透過這些聚集，無意間竟促成多對婚姻，實在是
始料未及的喜事。
汪牧師說，以「崢嶸歲月」為主題，是因為
加利利傳道會成立不易，常有為主大發熱心的弟

兄姊妹被政戰單位約談，甚至處分，但這些被關
切的弟兄們，很多都成為傑出軍人。如今初代成

員退休，但老兵不死，當年被約談的傑出弟兄姊
妹，如今成為傳道人的起碼超過 20 位，實在是上
帝給加利利的祝福。

得被追究，但近年來，軍中的弟兄姊妹可以堂而
皇之地著軍裝參加禱告會，這實在是極大的恩
典，值得好好珍惜。

汪牧師以提摩太後書二章 3 節強調，福音工
作不會停止，因為祂要在萬國中叫人為祂的名信
服真道。由於軍中是高壓力的環境，特別需要信
仰，保羅稱提摩太是精兵，國軍更是精兵，福音
真道要代代相傳！

他談到 2014 年 7 月處理洪仲秋事件是令人很
難過的事。那時媒體高度關注此案，天天開記者
會，很多子虛烏有的控告不斷打擊國軍士氣。在
那艱難歲月中，唯有禱告倚靠神，否則不知如何
度過，他說，那時期常常被氣到不知如何是好，
會不小心在憤怒之下砸了手機。7 月中，壓力很
大時，石開傳
道傳來願意為
羅將軍代禱的
簡訊，附上〈有
一天〉的詩
歌，那時他邊
聽邊掉淚，無
端所受的、排
山倒海般的委
屈羞辱，得著
釋放而大哭；
這讓他經歷了唯有禱告才有盼望、才有力量。

會中為三軍禱告時，特別為軍
中基層幹部面對不合理的對待、台
海外艦通過頻傳、敦睦艦染疫後續
關懷、共機出海頻繁、黑鷹直升機
失事我國損失８位將士令人哀傷等
等，弟兄姊妹的禱告更加迫切。最
後在回應呼召的時刻，約有 30 位弟
兄姊妹願意為主把自己獻上，令人
感動。
羅紹和將軍（安德烈協會執行
長）接著分享見證。早年聚會一定要穿便服，免

註：摘錄自國度復興報 2020.08.29，記者尹箴台北報導

從軍見證

茂恩

其實我會加入軍校並不是因為甚麼高尚的原
因，對於誠實榮譽沒有概念，對於保家衛國沒有

接下來的時間過得很快，體檢、智力測驗等等，
都順利通過，在填寫志願時我也沒有想太多，就

想法，只是一個在高三迷失人生方向的學生，對
於未來沒甚麼希望，因為我覺得讀一般民間大學

將我有興趣的科系都填了進去，政戰、陸官、理
工等，我都有填，只是政戰心理事填第一志願，

只會浪費我父母的錢，所以不想就讀一般的大
學，對於自己的興趣愛好也沒有太多了解，面對
大學這樣許多科系的選擇，感覺就會影響到人生
之後的發展，不太想讀書，卻又沒有勇氣說我想
出去闖蕩一番，只好半推半就的決定要讀哪間大
學，其實實情發生的有點突然，就是說偶然得知

也順利地上了，我連政戰在在北投、陸官在鳳山
我都不知道我就敢填下去，只能說是憑著上帝給
我的信心和保守吧，現在回想起來，就讀到政戰
心理真的是一路有神的保守，讓我可以在軍校的
磨練當中看見許多自己的不足和讓自己成為更好
的改變

有軍校的選項可以讓我去選擇
免學費、有零用錢等等的有利條件確實很吸
引人，我也毫不猶豫地抓住了這根救命的稻草，

在軍校的生活中會有許多的困境與挑戰，有
時會覺得自己很孤單，沒有人能互相陪伴，家中
沒有人從軍，不了解軍校中的生活，軍校中又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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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基督徒，不能理解我的信仰，還好在學校有
團契，可以讓我在裡面有很好的抒發和安慰，希
望我在部隊也能找到我的屬靈同伴
人在困難時就會更加的尋求跟倚靠神，我
想，或許這就是上帝要我從軍的目的吧，我也不
知道我是否會從軍許久或時間到就退伍，但我相
信不論高山低谷都有主一路同行，在我的人生中
陪伴著我。

現在下了部隊，真的和學校中的生活感覺差
很多，同學都四散各地，有種自己孤軍奮戰的感
覺，有時也會覺得很累很孤單，但我現在沒有說
累的資格，只有認真的學習和融入部隊生活，學
會和長官跟士官相處，要學習的事情還有很多，
有時也會感到茫然，也只能求主保守及帶領，希
望我能在新的生活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平衡。

10909QT 靈修分享

鎧伊

主題：設立祭壇守望，聆聽神的聲音，心中有平

【軍中職場宣教】

安

(1)對自己的省思：
是否有凡事聆聽神的聲音？ 求主來掌權我的生
活。在軍中的人，難免會想找洞鑽、找爽，每當

(1)經文讀三遍 耶利米書 29:1-14
(2)今天領受的經文
耶利米書 29:8-9
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不要被你們中
間的先知和占卜的誘惑，也不要聽信自己所做的
夢，因為他們託我的名對你們說假預言，我並沒
有差遣他們。這是耶和華說的。
(3)分享默想經文
在生活中所發生的一切要分辨是否是來自神，神
帶來的是平安，謊言帶來的是破壞，惡者的謊言，

自己有偷懶、自私...不合神心意的念頭時，是選
擇抓住神、順服神的價值觀，還是選擇跟身旁的
人一起沈淪?
(2)行動：
身為排長的我，要以身作則，帶著身邊的幹部一
起做事，要休息，也要等任務完成後才可以，讓
大家明白應有的標準凡事要比部隊早，自身標準
（體能、服儀、做事態度...）都能做好該做的或
者比標準高。為環境禱告，求神賜下合一的心，
長官體恤部屬，部屬盡心完成任務，士兵克盡職

是抵擋神的作為。
假先知告訴以色列人假平安的訊息，不規勸人悔

責。

改，不提說神的審判，讓人持續地陷在罪惡裡

總結：
(1)除了禱告，也要警醒，不要讓自己墮落（軍中，
容易安於現狀，不知不覺就墮落了）
(2)成為神所興起的精兵，透過為環境的代禱，求
神保守，即使在患難中，越挫越勇，靠主能帶出
影響力。

要為環境禱告，因為神往往透過環境，來興起新
世代屬神的精兵，好讓神的國能夠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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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代禱
◆ 為國防部嚴部長，黃參謀總長等高層將領禱告，祝福他們在兩岸關係緊張時刻，為國軍制定

正確的政策、方向。祝福國軍成為有基督信仰，保衛國家精實的部隊。
◆109年第十屆全國93軍人禱告大會，日期：8/29(週六)上午09：50開始，地點：台北市行道

會榮耀堂(靠近捷運板南線昆陽站)，主題：崢嶸歲月、風華再現。會後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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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活出榮耀生命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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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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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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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神復興管院團契，祝福新任主席及同學們能有穩定團契生活。
種仔團契：
◆為學校團契可以重返校園聚會禱告，求神顧念學校這些國、高中生的靈魂。

肢體代禱消息
醫治
1.為(紀)昱宏弟兄禱告: 妻子瑞芬本月進行全身正子攝影，希望轉移的癌細胞都能被標靶治療
抑制。請大家持續為瑞芬姊妹禱告。
2.為永明牧師禱告：作多次的化療，目前正在家中休養，請為牧師的恢復完全得醫治代禱。
3.為明峻弟兄禱告：母親患乳癌第一期，已經實施開刀治痘療，請為後續的療程，請大家為此
禱告，求神親治醫治。
4.為正鑫弟兄禱告：母親肺腺癌，評估換口服化療藥-溫諾平，目前正觀察服藥後的身體狀況
，希望藥效最大、副作用最低。請大家為此禱告，求生命的主全然醫治。
5.為智億弟兄禱告：岳母日前進行清除顱內腫瘤手術醫療，求主祝福尤媽媽凝血功能順利、也
保守腫瘤細胞還沒進入腦內、手術後沒有後遺症。
家庭
6.為華山弟兄禱告：父親日前安息主懷，懇求生命的主親自賜下永恆的盼望，安慰親族。
7.為宗煒弟兄禱告：已於9/12日在高雄舉行婚禮，願神祝福他與妻子共同建立美好基督化家庭。
8.為遵魁弟兄禱告：本月因牙齦內有牙齒，曾住院開刀取出，感謝神手術順利，康復迅速。
9.為(賴)家榮弟兄禱告：妻子目前懷孕預產期為年底，求神保守並祝福懷孕過程一切順利。
10.為肇宇弟兄禱告：本月初因為作十字韌帶受傷的手術，感謝神手術平安，請大家術後的康復禱告。
工作
11.為書偉弟兄禱告：已於調任新職，求生命的神，與書偉天天同行，使他工作滿有能力。
12.為家強弟兄禱告：感謝神，今年七月順利晉升，求神天天祝福家強，並增加其本職學能。
13.為郁羚姊妹禱告：已於調任新職，求創造的神，在新的職務賜下恩膏，使她榮神益人為主發光。
14.為昆翰弟兄禱告：感謝神，調回學校單位任職，求神在工作新任務，為國軍造就出新的優秀幹部。
15.為博裕弟兄禱告：目前在八德營區接受高級的指參教育，求神祝福他這一年的學習。
16.為銘偉弟兄禱告: 9月份有職務異動，求神在新的單位新的職務，為他預備好的屬靈戰友。
17.為頌晨弟兄禱告：自演習後，單位上的勤務不斷增加，壓力變大，求神保守工作得力。
18.為鈞豪姊妹禱告：感謝神，學校畢業分發野戰單位，求神在新的職務新的工作，靠主得勝有餘。
19.為家君弟兄禱告: 感謝神，順利考上英儲班，求神繼續帶領未來的學習生活，榮上加榮。
20.為青琳弟兄禱告：目前在南部某基地接受聯勇演訓，求神保守並祝福單位的戰備訓練。
22.為義超弟兄禱告：在軍事單位工作認真負責，但求慈愛的主耶穌預備一位敬虔的屬靈同伴。
23.為宏文弟兄禱告：目前正接受分科教育訓練，目前在一些專長上還有許多成長空間，求神賜智慧。
24.為昱佑弟兄禱告：目前將有托福和SAT考試，並希望早日遇見終身的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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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支持，使軍人事工得以推展》
109年08月收支摘要與奉獻徵信
聖工收入:

134,350

聖工支出:

軍人禱告大會 : 53,970
為法詢專案奉獻： 3,000

人事費
事工費
行政雜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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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人禱告會支出

114,559
： 67,000
： 24,101
： 23,458
: 37,616

《08 月奉獻徵信》

田康平 5,000/姚光華 1,500/朱炤廉 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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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名 2,000/游重山
700/黃明哲 5,000/陳美聿 500/
張佳寧 5,000/張孫健
500/杜建新 2,500/戴嘉儀 500/
范美翠 1,000/黃皓
200/高振航 2,000/主知名-安300/
劉毅弘 4,000/王為軒
500/游子雯 1,000/吳庭志 200/
唐興家 2,000/許鴻榮
250/白淳仁 1,000/李銘偉 500/
王平康 4,000/徐文章
300/陳昶翰 1,000/顧家安 600/
李盈碩 1,000/陳品全
300/王正鑫 1,500/陳湘君 1,000/
蔡汝欣 1,000/莊紀源 2,000/黃婉琳 1,000/陳楷麒 1,000/
余宣佳 1,000/陳宜韻 2,500/陶國禎 1,000/蕭麗娜 1,000/
陳慶航10,000/卓志鴻 2,000/馬榮吉 1,500/傅嘉智 2,000/
主知名50,000/莊天降 2,000/廖石開 1,000/劉家君 1,000/
主知名-華8,000/榮光團契 3,000/台南聖教會2,000/

※為第十屆軍人禱告大會(現場奉獻)
唐師母 5,000/陳彥龍 1,000/陳美聿 1,000/游子雯 2,000/
曾衍彰 2,000/郭孟杰 1,000/唐興家 2,000/塗玉雲 2,000/
邱錦健 2,000/雷式明 2,000/劉家君 1,600/簡育賢 500/
戴瑋廷
500/許揚聲 500/任守群 120/ 榮光團契2,000/
※《為法詢專案》主知名75 3,000/
※更正:7月份蔡哥代收款政為11500元。

加利利傳道會109度預算及募款進度

年度預算 已得之奉獻 百分比
2,500,000

1,649,539

65.98%

尚差金額
850,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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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摩太後書:2:21 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
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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