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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剛強!要剛強!!」                   大社嘉誠教會 莊萬益牧師                                                

   

一、惟獨認識神的子民必剛強行事(但 11:32) 

蒙愛的人哪，不要懼怕，願你平安！你要剛強!

要剛強!(但 10:19)-和合本修訂本 

    以上這二節經文出於舊約但以理書，但以

理雖然被擄到外邦，但是他和他的朋友確立定

心志，過一個聖潔的生

活，不被玷汙的生活，

這樣的立志過一個分別

為聖的聖潔生活，對於

一個在軍中當兵的基督

徒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我們所處的環境有

喝酒，抽菸，嚼檳榔，

打牌和舞弊徇私的文

化，我們如何過一個潔

身自愛的生活呢?當我

們血氣方剛的時候，能

夠不口出惡言嗎?當我

們情慾上來的時候，不會跟著去一夜情呢?這些

都是需要有一個心志，要過一個討神喜悅的生

活，如果稍不留意，我們就會落入試探當中，

無法自拔，過一個享受罪中之樂，又常常良心

會自責的生活。 

  另外但以理，因為認識神，所以在面對國王

禁令，在 30天之內，不准拜國王之外的任何神

明，否則處死，會被扔在獅子坑中，但以理因

為「認識神」所以就「一天三次，雙膝跪著，

在他的神面前禱告，像平常一樣」，所以雖然

被丟到獅子坑中，神卻差遣使者封住獅子的

口，救了他一命，因為「他信靠他的神」。 

 我們軍中的弟兄在營區服役也會出勤和演

訓，在各樣的任務當中，難免會

有危險性，我們當常常禱告，並

且在一日的開始，以禱告來學習

交託，必然會經歷神所賜的出人

意外的平安。所以，我們這一小

群在軍中信主，或是已經信主進

入軍中正在服役的弟兄姊妹們，

我們是蒙神所愛的一群，在凡事

上「不要懼怕，願你平安！你要

剛強!要剛強!」。 

 

二、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啟示甚

大，就過於自高，所以有一根刺

加在我肉體上，就是撒但的差役要攻擊我，免

得我過於自高。為這事，我三次求過主，叫這

刺離開我。他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

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

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

我。我為基督的緣故，就以軟弱、凌辱、急難、

逼迫、困苦為可喜樂的；因我什麼時候軟弱，

什麼時候就剛強了。(林後 12:7-10) 

http://www.galile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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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這句話是新約使徒保羅的見證，在他傳道

的生涯，遭受到許許多多的逼迫和危險，在林

後 11:23-33，敘述他所遭受到的苦難，不僅有

來自外面的攻擊，也有來自內心對於基督教會

的擔心掛慮--「我還為眾教會操心的事，天天

壓在我身上，有誰軟弱，我不軟弱，有誰跌倒，

我不焦急呢?」，如果我們軍中弟兄姊妹，你不

僅有軍中的任務要做，你也對傳福音有熱情，

關心軍中的同袍的靈魂得救，你在牧養他們，

若是他們軟弱了，豈不為他們著急呢?若是還在

教會中，擔任同工，在放假之餘，可能許多的

事情會讓你操心，在這樣的處境下，要學習保

羅的得勝祕訣:深信「主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

主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就會再

次經歷「什麼時候軟弱，什麼

時候就剛強了」。 

 

三、我兒啊，你要在基督耶穌

的恩典上剛強起來。你在許多

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

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

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難，好像

基督耶穌的精兵(提後二 1-3) 

以上這一段話，是保羅勉勵他

屬靈的兒子提摩太所寫的話，

我們在軍中也會帶領門徒，在這樣的門徒訓練

中，需要勉勵他們在「恩典上剛強起來」，也

要他們繼續傳承信仰，教導造就門徒，面對苦

難的時候，要「像基督耶穌的精兵」，不要被

纏住了，讓我們無法專心的事奉。 

  我感謝主，在金門信主之後，沒有多久就認

識「加利利傳道會」資深同工，前「基督門徒

訓練神學院院長」汪川生牧師，因著他的提攜

和指引，幫助我走上「門徒之路」，後來軍中

退役下來，也到他所服事的「基督門徒訓練神

學院」接受神學裝備，經四年完整的初步訓練，

才出來傳道，如今在自己的家鄉獨立牧會(沒有

宗派和母會)，靠主恩典已經走了 20年，我目

前在教會也在推動「造就門徒」的工作，求神

幫助，信仰能夠一代接一代的傳承下去。 

 

四、軟弱變為剛強，爭戰顯出勇敢，打退外邦

的全軍。(來 11:34) 

    在面對現在的俄羅斯和烏克蘭戰爭，烏克

蘭想打贏這一場戰爭，擊退入侵的俄軍，除非

他們全國上下一心，剛強起來，才能夠打退他

們，因為美國不出兵，其他各國也只是提供軍

援所需的武器，但是沒有人會替他們打仗，這

一場仗，還是要靠自己人起來打啊! 所以在此

也勉勵軍中弟兄姊妹，不管你目前所面對的處

境如何，別人都無法替你打，需要你靠著主給

你每一日對你說的話:給你力量來行事，所以操

練每一日有紀律的靈修生活(敬拜、讀經和禱告

和默想)很重要，務必早日建立起

來的屬靈習慣。 

 

五、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

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

不是出於我們。我們四面受敵，

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至

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

倒了，卻不至死亡。身上常帶著

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

我們身上。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

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地，使耶穌的生在我們這

必死的身上顯明出來。這樣看來，死是在我們

身上發動，生卻在你們身上發動。但我們既有

信心，正如經上記著說：我因信，所以如此說

話。我們也信，所以也說話。(林後四:7-13) 

   以上是我最後的勸勉，對神和祂的話有信

心，相信「寶貝放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莫大的

能力是出於神」，當你心中有信心來說話的時

候，就會「凡事謝恩」，就會常常喜樂，就會

不住的禱告，軍中是一個模造我們生命的環

境，不要浪費你的時間在埋怨批評和放縱荒宴

醉酒中，當警醒禱告，好好的在這個當下的環

境中，學習「靠主剛強」，我再說「要剛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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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520 日靈修 QT                        文/宜韻 

1經文 哥林多前書 9:19-27 

 

2今天領受的經文   

哥林多前書 9:22-23 

「向軟弱的人，我就作軟弱的人，為要得軟弱的

人。向甚麼樣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無論如

何，總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

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 

 

3分享默想經文   

不敢回首過去 2個多月是怎麼走過的，承辦三個

沈重的業務再加上本務，迎來的是沒日沒夜的日

子與長官言語的尖酸刻薄，在這樣的環境，偶爾

也會有抱怨神的聲音，甚至懷疑神是不是把我放

錯位置了？原以為即將要順利達成階段性的任

務，一個轉折變得更加複雜，但上帝卻透過一個

畫面提醒了我…. 

 

今天出車前往外單位的路上，正當我嚴肅地在腦

海裡推演著與外單位接洽事宜，如何讓任務更快

達成等等細項的時候，眼前一個小兵妹妹雀躍的

像似要去郊遊一般，說著：班長班長你不覺得很

期待嗎？我和學姊都笑了，看到這個妹妹，就像

看到以前的我一樣，好像日子久了，事情繁瑣了，

就把一開始的熱情與初心遺忘了。 

 

神透過這樣的插曲，再次的提醒我，不要因為眼

前忙碌的事務、挫折的感受，就忘了當初呼召來

到這裡的使命，向甚麼樣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

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在那些無厘頭卻仍

然選擇堅定倚靠神的日子。我想因為我有了這份

信仰，知道神在這當中掌權作王，且祂早已勝了

這世界，知道神不用犯錯來定義我，使我每天都

能重新來過，定睛於神就有勇氣面對全新的一天。

 

2022-0519 靈修 QT                        文/建言 

1經文 哥林多前書 9：13~18 

 

2今天領受的經文 

哥林多前書 9: 19 

我雖是自由的，無人轄管；然而我甘心作了眾人

的僕人，為要多得人。 

   

默想經文 

保羅在經文中說，他是自由，無人管轄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自由所代表的是，上帝賜予給我們選

擇的自由，上帝會透過聖靈提醒我們，但是不會

干涉我們選擇的權利，就如同經文當中的保羅所

提，他可以選擇要傳福音給哥林多教會，也可以

選擇不傳福音。 

 

即便是傳福音中有許多的不易與不確定，保羅還

是致力於天父要我們行的旨意，誠如經文所說的

甘心做眾人的僕人，為要多得人。 

 

將經文帶到我們現在的生活當中亦同，當聽到瑋

廷說陸官教會意象的時候，也請我為事情代禱

時，我也可以選擇不為過自己的生活，但是當時

的我放下因藥物昏昏欲睡的身體，專注於和主的

禱告上面，因為這陸官教會的意象，是天父的心

意，也代表著這件事情即將要開始，路途當中會

有許多未知的挑戰等待我們，但是既然如傳福音

一樣，是天父的心意，希望陸官教會能多得神的

子民，做為愛人愛神的僕人怎麼能不為之呢? 

 

如同傳福音與事奉的工作，這些事情同樣許多不

易，但是因為我們因著天父得著了拯救，我們見

證了天父的動工和奇蹟，這樣的珍寶，當然要與

他人同享。記得瑋廷也常常與我分享，基督的生

命並不是自己過好自己的生活，乃是因著主的恩

典感動身邊的人，帶領屬靈的新生命越來越像基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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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代禱  

◆ 為國防部邱部長，陳參謀總長等高層將領禱告，祝福他們為國軍制定正確的政策、方向，帶領 

  國軍恢復榮耀形象。祝福每單位的基督徒都可以2-3人用line彼此代禱，也為單位祝福代禱。 

◆ 111年夏季退修會，大會主題：榮耀與傳承。時間：6/25(週六)  

地點：中華電信板橋訓練所。【視疫情改變實體或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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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現在的門徒可以持續被建造；以及繼續去帶門徒，也求神預備願意成為門徒的人。 

方舟團契： 

◆為海官學生團契有定期的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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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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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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求神興起各年級基督徒渴慕的心，也為新生的基督徒能進入團契一起聚集。 

 

積穗團契：  

◆ 求神復興管院團契，祝福團契穩定有新的團契主席。 

種仔團契： 

      ◆為學校團契可以重返校園聚會代禱，求神顧念學校這些國、高中生的靈魂。 

 

肢體關懷消息  

醫治     

     1.為懿宣姊妹禱告：感謝神，媽媽的乳癌回診檢查指數都正常，求醫治的神全然的醫治。 

     2.為萬益牧師禱告：本月份在高雄榮總恩眼睛左眼內斜視手術開刀，求全能神保守手術後康復。 

     3.為文舜弟兄禱告：七月份預計要結婚，日前感染新冠肺炎確診，求神眷顧早日康復。 

4.為建安弟兄禱告：本月份感染確診而在隔離中，求主耶穌釘痕的手親自施行醫治。 

     5.為銘祥弟兄禱告：妻子靜儀姊妹感染新冠肺炎，目前獨自一人在桃園家中隔離，求神醫治看護。 

     6.為琳耀弟兄禱告：本月份家人妻子、小孩確診，懇求慈悲憐憫的神，全然看顧保護。 

家庭 

7.為立忠弟兄禱告：其母親本月安息在彰化榮家，真善美協會李敏樁牧師將協助後事，求神憐憫。 

8.為啟序弟兄禱告：最近因為搬家及車子故障，家中的經濟，求神充足供應。 

9.為淳仁弟兄禱告：其岳母因為身上疾病，急需要一位外勞協助看護，求慈悲的神恩典預備。 

   10.為吉欣弟兄禱告：親人有確診，同時為兩位小孩禱告。盼信靠主走在神的道路到老都不偏移。 

   11.為明琮弟兄禱告：剛新婚不久，就忙於旅作戰部門的參謀，經常熬夜加班，求神保守並憐憫。 

工作 

   12.為平康弟兄禱告：近期在準備戰略班的考試，求神賜智慧專心準備，求神保守順利的考取。 

   13.為珺傑弟兄禱告：下個月準備參加升等考試，求神保守在準備期間，充滿智慧順利的考取。 

   14.為汪帝弟兄禱告：在班上學習的同學中有14個確診，希望學校疫情早日得到控制。 

   15.為誌堂弟兄禱告: 5/1調到北部某指揮部，請禱告讓主耶穌的寶血遮蓋新的單位，建立職場小組。 

   16.為榮典弟兄禱告：下月基地期末機動測驗，並人事異動求神保守基訓的成績，提高戰備戰力。   

   17.為遵魁弟兄禱告：單位目正接受基地訓練，請禱告單位基地任務拿到績優，增強單位戰備戰力。 

   18.為挺生弟兄代禱: 退伍後考上高考，預計今年七月調到金管會國際處服務，求神在新職務祝福。 

   19.為立恩弟兄禱告：正在某軍校受訓的英文課程禱告，希望順利結訓，有精神讀書並增多益程度。 

   20.為冠廷弟兄禱告：目前在受訓，希望能有信心走在神應許路上，並同時提昇本職學能。 

   21.為佳幸姊妹禱告：六月底要到美國發表論文，希望能申請到公家支援機票錢跟公假，請為此禱告 

   22.為秦皓弟兄禱告: 目前正在基地訓練，為在體測及本職戰技上，都能提昇，圓滿完成演訓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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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您的支持，使軍人事工得以推展》 

111年04月收支摘要與奉獻徵信 

聖工收入:        138,100 
 

聖工支出:       131,279 

退修會    人事費        ： 72,100 
   事工費        ： 32,591 
   行政雜支      ： 18,808 
   列表機等       :   7,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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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04 月奉獻徵信》                                           

高振航  2,000/朱炤廉  2,000/ 姚光華 2,500/王智億 1,000/  

張孫琛 30,000/盧煥淞    500/ 沈立忠 3,000/李武耀   500/  

黃頌晨  1,000/李健華    400/ 馬榮吉 1,000/游重山   700/  

主知-王20,000/陳美聿    500/ 盧欣欣 8,000/張孫健   500/  

李漢強  1,000/王為軒    500/ 主知-章1,000/主知-安  300/  

廖石開  4,000/吳庭志    500/ 葛瑞絲 2,600/李銘偉   500/  

華中興  3,000/顧家安    700/ 范美翠 1,000/徐文章   300/  

劉毅弘  4,000/謝懿宣    500/ 游子雯 1,000/白淳仁 1,000/  

王平康  2,000/陳昶翰  1,500/ 李盈碩 1,000/陳湘君 1,000/  

莊紀源  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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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基禎 1,000/張華威 2,000/  

陳志文  3,000/朱炤廉  2,000/ 莊天降 2,000/主知-鑫1,500/  

劉畢莉  2,000/杜建新  2,500/ 傅嘉智 2,000/  

主知-華 8,000/錫安堂教會 2,000/   

榮光團契 3,000/ 台南聖教會 5,000/   

 
 
※《為法詢專案》主知75  6,000/ 

  

加利利傳道會111度預算及募款進度                     

年度預算 已得之奉獻 百分比 尚差金額 

2,500,000 833,800 33.35% 1,66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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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我兒啊，你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起來。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 

                  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