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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福人生—與主合而為一                   劉毅弘傳道                                                 

請問大家認為要如何才能擁有一個蒙福的人

生？是第一種成為出類拔萃、高人一等的人，還

是第二種平平凡凡、庸庸碌碌，又或是第三種人

生失敗組的人呢？應該是第一種類型的人──對

吧！ 

那你或許會想問，什麼又是蒙福的人生呢？

容我賣個關子，等一下再告訴你，我的答案。如

果以我個人為例，從世界的眼光來看，我的上半

場人生應該算是失敗組那一隊的隊友；而現在的

我，自覺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算是邁向蒙福的人生

中。那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想知道為

什麼的話，請讓我先問一個問題。 

    請問你對你的人生有什麼夢想？我的答案

是，因為我是職

業軍人，所以從

學生時期開始，

我就以將來能夠

成為一位將軍為

目標而奮鬥著

(將軍這個階級

對我錄取的官科

來說，已經是很

不容易的了)；任

官三年後，感謝

主的恩典！我成

為了基督徒，此時我又羨慕善工，想當一位牧師。 

所以我天真地為自己勾畫出美好的人生藍圖──

先在軍中做個成功的軍人－起碼晉升到上校，然

後退伍後再去當牧師吧！然而──天不從人願、

事與願違…… 

   修剪期：成為一個對的人──預備做對的事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屬我不結

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結果子的，他就修理

乾淨，使枝子結果子更多(約 15:1~2)。人要如何

才能彼此相合呢？其實不是我和你合一（我聽你

的）、你和我合一（你聽我的）；是我們都要與

主合一──我們一起聽主的旨意才是真正的合

一；那要如何與主合一呢？其實很簡單──就是

讓主居首位！那你們覺得，讓主居首位的最大困

難是什麼呢？那就是──驕傲! 

個人重生──工作上：心態改變（從驕

傲到謙卑）驕傲在敗壞以先；狂心在跌倒之

前(箴言 16:18)。 

改變前：在軍中任官的前 8年

（1993~2001年）裡，憑藉著自己努力付出、

認真負責的態度，為自己爭取到正常晉升少

校和接任連長的機會，比起當時身旁的上尉

來，甚至還超越過了學長；也許就是如此，

使我心中的驕傲開始冒出頭來，然而此時的

我仍舊毫無自覺；神便透過一連串的擊打與

羞辱，開始修剪生命的功課（2002~2006

年）：甫一上任連長便遇上生產線進度大趕

工、菜鳥業務士參四因「高裝檢」任務壓力過大

割腕自殺（未遂）、連上僅有兩位伙房兵卻互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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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順眼打算拿菜刀互砍、阿兵哥利用午休時段躲

廢棄廁所準備上吊(感謝主，當時我願意順服聖靈

引導去廢棄廁所查看，否則後果難以想像)、阿兵

哥遇上女友兵變逃亡鬧自殺、角頭老大逃亡回役

後改分配來我單位二度逃亡，以及最後壓垮駱駝

的那根稻草──連上的一位預官故意逃避任務去

休假，當被我招回部隊時，在電話中非常乖順配

合，沒想到竟在返營途中改投飯店吞安眠藥自殺

（未遂）；於是上級指派副主官進駐接管我的單

位，後來更被迫調職、拔掉連長（軍人最大羞恥），

甚至主官逼我退伍、說不退就要法辦我。此時此

刻，真有生不如死的感覺……那你問我是靠什麼

撐下來的呢？ 

 ＊屬靈的救生圈（三股合成的繩子）： 

1.自己與神連結 QT靈修 2.與妻子一起禱告（屬

靈同伴）3.請教會弟兄會裡的弟兄們共同守望代

禱（所以一定要有、並且要過）肢體的生活（願

意分享心裡重擔）。 

至此不禁自問：魯蛇到這般地步，我還能繼

續再幹軍人嗎？心中想退伍，但妻子、親友皆不

贊成；我只得咬牙硬撐！6年曠野般的經歷於是

展開：從新店、中壢、到馬祖，因為我的資歷深，

以致一路都接最累、最忙又最重的職務──公文

最多、最晚離開辦公室（甚至直接趴在辦公桌睡

到天亮）、管最多的預算、接最重的任務……等

等；直到 2007年才因著感受到是自己的問題，願

意接受這些年的一切事情，其實也是因自己驕傲

造成的，我是有責任的──是我需要改變!當我願

意接受、承認自己是如此不堪的人之後(懂得要謙

卑了)；神便開始出手拯救！ 

 ＊屬靈的拖曳傘：(能夠保持在空中而不會下墜

至地面)，不管到哪裡都要與主緊緊連結的秘訣

（不管是在台北、馬祖、台南） 

1.不停止聚會（主日崇拜、小組） 

2.不停止服事─帶敬拜(事奉項目因人而異)。 

改變後：經歷神賜的神蹟—神所取去的神以自

己來代替。 

1.擡舉的神蹟：被選派代理中校課長- 

神從灰塵裏擡舉貧寒人，從糞堆中提拔窮乏人，

使他們與王子同坐，得着榮耀的座位。(撒上 2:8) 

因為之前負面的表現，以致長官想逼退我－故意

讓我考績很差；而考績差就無法進修、沒進修就

不會有更高學歷、沒更高學歷就不能候選中校名

單，因此注定只能少校到頂—就是少校退伍的意

思。但神看我通過「拒絕驕傲、選擇謙卑」的學

分之後，竟然讓我後來服務的新單位主官，願意

讓我以少校階級正式派代某課室的中校課長。 

2.擴張境界的神蹟： 

當時因為副主官長生病開刀，經過報備上級同意

之後，他指定由我代替他去開會（一個專門以挨

轟有名的週會議）；一開始我只求與高階長官開

會時，不要挨罵就夠了，別讓單位與自己丟臉；

但沒想到其實神是在擴展與提升我的眼界能更全

面、操練思維與管控的結合也更深入；感謝主!

我的努力付出沒白費，後來竟然還得到了主持會

議長官的肯定；因為這是就算正常升到中校也碰

不到的磨練。 

3.化咒詛為祝福的神蹟──重新(回鍋、第二次機

會)接任連長（從哪裡跌倒就從哪裡站起來） 

因著下級某單位出現重大的軍紀狀況，連長被調

離現職，眼看著該單位搖搖欲墜、但又必須繼續

執行日常各項任務，且不容許再有半點差池，否

則連我們上級都要遭殃；此時我因是單位中最資

深的少校，所以被寄予厚望地指派去代理連長；

我給自己的目標很簡單──（白話）止跌回升（術

語的說法：重新建立單位的自信心與重榮譽、守

紀律之軍魂）。經過一段不算容易的考驗後（忍

受孤單感、60人要負責原先 700多人的營區安

全、營區最後方圍牆工程開工施作（門戶洞開）、

2位雇員大姊因細故吵架又互相抬出各自靠山去

壓對方、負責薪餉的行政士搞丟公款誤報遭偷竊

（後來還原真相是自己遺失的）、資深女兵擺爛

影響軍紀士氣、阿兵哥執行割草任務卻被虎頭蜂

螫咬…等），最後終於安全通過考驗；感謝讚美

主！把之前還人心惶惶、狀況百出的連隊，順順

當當、平平安安地交給新任連長；記得在主官交

接佈達典禮上，主官還公開地肯定這段時期的好

表現。 

最大學習：凡是交託仰望神，靠自己真的什

麼都做不了，但在神沒有難成的事！經過神的修

剪後，在軍中退伍前最後的 5年多（2007~2011

年），我才可以不管被調職到哪個單位服務(台

南、中壢、八堵、總部)，都可以得到長官、主管、

同事與部屬的認同與稱讚（當然不是沒有任何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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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誤與過錯）；我知道這些都不是出於我自己，

全然是因為神所賜下的恩典與智慧，引導我拒絕

驕傲選擇謙卑、拒絕怨恨選擇饒恕、拒絕計較選

擇包容，才可以勝任每一次的任務、並對單位做

出些許貢獻；我不是不會驕傲、不會受傷、不會

覺得不公平──而是因為神的恩典夠我用的，因

為我選擇要先與主合一，就能勝過從老我－血氣

裡蹦出來的一切不滿。 

就在準備這篇信息時，神好像也正在告訴我

「孩子，因為你明白了要先與我合一，所以可以

無往不利，無入而不自得！」從一開始的家庭、

再到部隊中，以及如今在加利利傳道會事奉，都

可以靠主得勝有餘；所以神讓我體會到，這才是

真正「蒙福的人生」。   

 

現在可以回答開始時所問大家問題的答案

了，何謂蒙福的人生：我覺得是： 

一、夢想成真：（我的夢想：將軍、牧師）但必

須先成為合神心意的人─成為加利利傳道會的傳

道，就像是神國度裏的將軍。 

1.為首的是要做眾人的僕人。2.要先成為一個對

的人──才能做出對的事奉 

二、主賜平安：在所有的人際關係裏，都擁有神

所賜的平安，這樣才算是蒙福的人生。因為只有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才能夠帶到永恆裡，在

永恆之中如果還有人際上的任何缺憾，怎麼能夠

算是個蒙福的人生呢？ 

 

約翰福音 17章記載：「你所賜給我的榮耀，

我已賜給他們，使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合而為

一。」(約翰福音 17:22)，所以，我們要藉著「自

己先與主合一」，然後進入到下一個階段──「與

人合一」。期待我們都能被神大大地使用，做神

合用的器皿。阿們！。

 
 
 軍校得救見證                          文/彥龍 
在我還未受洗成為基督徒前，有一天楚平邀

我去參加幸福小組看看，然候接著也都有參加聚

會，之後在預校畢業前就受洗成為基督徒了，非

常感謝主讓我 20 歲前得救了，受洗後，我仍然常

常都是遇到困難或

無法突破的事才會

尋求神，也不會每

天讀經禱告，以前

的我常常忽略了我

與耶穌的關係，甚

至不知道順境的時

候要感謝神，也不

明白為什麼屬靈長

輩常常說：「只要渴慕神，都能大大的也經歷神」，

而受洗了約半年後，很突然的有一天就被瑋廷拉

去當幸福小組的同工了，而一開始我自己心中有

個很強的意念就是我真的有能力做嗎？ 

 

我非常的沒信心，尤其當時的自己那時平常

其實不會禱告和讀經，對於傳福音更是產生一種

害怕的心，覺得自己可能會做不好，但當時真的

沒辦法因為已經被瑋廷拉進團隊了，事工的部分

就聽瑋廷跟我說什麼就做什麼我去準備就好了，

當時我比較傾向人家交代什麼事，我就做什麼，

但一次次的傳福音，我的生命開始慢慢的改變，

而在這次開小組的時候，從以前只是完成任務的

心態改變成只要是為主做的事我應該要感到很高

興就像為自己喜歡的人付出一樣。 

 

另外，在服事的當中和神有更多的互動，就

是更多的每天向祂禱告，我開始認識到禱告的重

要性也開始 QT，讀神的話語，更堅定的倚靠神，

因為我相信唯有祂的話能帶給我能力，我發現不

是什麼事我都能掌握，即使有再大能力都會有失

手的時候，因為你我的能力都是有限的。 

 

在官校傳福音的這個位子上，傳福音那麼辛

苦還要去做呢，因為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

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因為神的義正在

福音上顯明出來，我會告訴大家因為我看到一個

非凡的價值，「沒有付不起的代價，只有看不見的

價值」，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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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代禱  

◆ 為兩岸關係緊張，求神保守軍人所有演訓、出任務都能出入平安，沒有任何意外。祝福國軍

成為有基督信仰，保衛國家的精實部隊。 

◆109年秋季退修會，日期：11/13(週五)晚至11/14(週六)，地點：高雄市中華電信澄清湖訓練

所，主題：更新的生命-貴重的器皿。會後大合照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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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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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禱告能穩定順利。 

積穗團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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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肢體關懷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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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代禱希望轉移的癌細胞都能被標靶 

治療抑制。 

2.為永明牧師禱告：癌細胞由肺部轉移腦部，請為牧師的恢復完全得醫治代禱。 

3.為正鑫弟兄禱告：母親肺腺癌有擴散，目前在做緩和治療，求生命的主全然醫治。 

4.為明峻弟兄禱告：母親乳癌已經開刀治療，為後續的療程及修養求神親治醫治。 

5.為敏椿牧師禱告：最近因白內障手術，再加上不慎摔傷需休養，請為牧師的身體恢復禱告。 

家庭 

6.為孟融弟兄禱告：大兒子卓天已於10/24結婚，求神祝福哈勇在華神神學院的課業及其家庭。  

7.為孟傑弟兄禱告：本月份與女友在法院公證結婚，願神祝福他與妻子共同建立美好基督化家庭。 

8.為彥勳弟兄禱告：剛出生的雙胞胎小孩，兩個都有開放性動脈導管未完全閉合的症狀，求神持續

保守並醫治。  

    9.為庭諭弟兄禱告：妻子在超過預產期的狀況下，日前終於順利平安生產，母子均安感謝神。  

   10.為前麟弟兄禱告：因為家庭大部份成員尚未信主，部份家人關係非常緊張，求神賜下合睦的心。 

    

工作 

   11.為健華弟兄禱告：將於12月份調任新職，祝福健華天天與神同行，使他工作滿有能力。 

   12.為育達弟兄禱告：近期將有職務異動，調往高司單位，求在新職務天天與主有美好的靈命。 

   13.為婉琳姊妹禱告：愛主敬虔的姊妹，目前正在某基地接受訓練，求神賜智慧學習能力。 

   14.為懿宣姊妹禱告：為今年體測替代方案能順利取得將級主官的保障書，持續在部隊為主發光。     

15.為誌堂弟兄禱告：目前在八德營區接受指參教育，求神祝福他這一年的學習，榮神益人。      

   16.為智華弟兄禱告: 求主賜下力量智慧，在開會溝通時不受負面話語影響，而定睛仰望神。 

   17.為書婷姊妹禱告：單位人力員額少，但工作任務繁多，求神祝福每一個任務均能一一完成。 

   18.為劭銘弟兄禱告：感謝神，12月份將派至南部某軍校接受訓練，禱告求訓練期間，靠主得勝有餘。 

 19.為立人弟兄禱告: 目前單位海偵任務，比較少時間在家庭，求神保守單位任務及家庭生活平安。 

 20.為凱揚弟兄禱告：畢業後正式向某單位報到，求神祝福下部隊後維持學習熱情，與好的人際關係。 

 21.為楚荃弟兄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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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珺傑弟兄禱告：感謝神十二月份順利完成國家考試體測項目，願未來在職場工作為主而活。  

   23.為志傑弟兄禱告：感謝神本月份光榮退伍，求神在缷下軍旅後，繼續帶領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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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您的支持，使軍人事工得以推展》   

109年10月收支摘要與奉獻徵信 
聖工收入:       130,000 
 

聖工支出:         116,862 

為法詢奉獻：     3,000    人事費        ： 67,000 
   事工費        ： 30,713 
   行政雜支      ： 19,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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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奉獻徵信》                                           

華中興 4,000/朱炤廉 2,000/姚光華 1,500/王智億 1,000/  
黃頌晨 4,000/陳品全   300/沈立忠 3,000/盧煥淞   500/  
廖石開 4,000/李武耀   500/涂雅玲 2,000/李健華 400/  
馬榮吉 1,600/羅耀琳   600/范美翠 1,000/游重山 700/  
高振航 2,000/陳美聿   500/劉毅弘 4,000/張孫健 500/  
游子雯 1,000/戴嘉儀   500/唐興家 2,000/主知名-安300/  
白淳仁 1,000/黃皓     200/王平康 2,000/王為軒 500/  
陳昶翰 1,000/吳庭志   200/李盈碩 1,000/李銘偉 500/  
王正鑫 1,500/徐文章   300/陳湘君 1,000/顧家安 600/  
蔡汝欣 1,000/丁仁傑   800/莊紀源 2,000/江武駿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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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家君 1,000/林佳瑩 1,500/王定國 5,000/  
蔡奐美40,000/杜建新 2,500/傅嘉智 4,000/張華威 2,000/  
主知名-華8,000/李慧萍1,000/田康平  5,000/ 
屏東浸信會 8,000/台北錫安堂 2,000/榮光團契 3,000/ 
 
 
 
 
   
※《為法詢專案》主知名75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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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差金額 

2,500,000 1,953,213 78.13% 546,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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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16:18 驕傲在敗壞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V32 不輕易發怒的，勝過勇士。 

治服己心的，強如取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