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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讚美

RN, 屏東基督教醫院安寧病房護理長

愛我們的主 ，希望弟兄姊妹能以坦誠的心 ，在

說也奇怪 ，雖生氣了 、吵嘴了 ，他還是透過我

不隱瞞的情況下 ，安心 、放心的交往 ，在主的

屬靈的姊姊表示要與我交往 ，且希望要以婚姻為目

愛中說誠實話 ，不彼此虧欠或造成傷害。維持

的作交往；此時的我 ，因要參加醫院到「佤邦」的二

幸福的婚姻確實不容易 ，唯有從聖經中追求神

個月短宣 ，故希望待佤邦回來後 ，再給答覆 ，若有

教導的真愛並遵行 ，才能天長地久的保有婚姻

合適的對象 ，他可以不必等我。在「佤邦」山上 ，我

的樂趣。

認真向神禱告 ，神用非常奇妙的方式—流星 ，回應
我的禱告。回台後 ，2 月 2 日開始我們兩人的第一次

預備好了嗎？

見面 ，我們坦誠溝通 、無所不談 ，我述說自己種種

還記得單身時 ，有一次生氣的向神禱告：「主
啊！不是我對您沒信心 ，教會的弟兄量少 、質堪

和家中的狀況 ，期待他能接納我的家人 ，請他在一
星期後答覆。

慮 ，叫我如何對您有信心？」。神的回應讓我啞口 、
無言以對 ，神回答：「倘若我已為你預備了 ，你覺得
你預備好了嗎？」，對呀！我還沒預備好放棄我快樂
且無拘無束的單身生涯 ，我還沒學會煮菜 、插花 ，
我還沒學會凡事順服…，太多的還沒 ，難怪「良人」

為期許我們的戀情 ，是一加一要大於二 ，是
恩上加恩 、榮上加榮 ，是可以榮耀神的愛情 ，我們
定了許多愛的小約定 ，如要配合我護理工作排班的

尚未出現。
當我積極地預備自己時 ，隔年就有一個未婚
社青弟兄比姊妹多的教會—高雄行道會 ，與我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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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預備與人的堅定

需要（輪三班），為不影響教會服事 ，約定一星期只
見一次面 ，一定在人多 、燈光亮的地方約會 ，見面

會聯誼。第一次聯誼時 ，我人在台北受訓 ，未能參

時要一起看箴言一篇 ，背經句一節 ，決不單獨在外

與 ，第二次聯誼時 ，由我們去拜會高雄行道會 ，因

過夜…等等。幸運的 ，開始交往時 ，教會曾長老開

耳聞高雄行道會的弟兄常與別的教會聯誼 ，所以對

始幫我們上婚前輔導課程 ，他也付上代價 ，願意花

聯誼這件事我並未放在心上。第三次聯誼是辦理郊

60-70 分鐘 ，從鳳山開車來回屏東上課 14 週。「婚前

外踏青 ，我與他皆擔任聯絡人 ，開始有了較多的接

輔導課」釐清了我們許多錯誤的觀念 ，學習以聖經

觸 ，但因活動過程出過不少的差錯和糗事（如安排烤

的角度看婚姻 ，也讓我們有機會思索婚姻上存在的

肉 ，他卻忘了帶打火機），所以那次的活動在不甚愉

實際問題 ，這是奠定我們十年婚姻穩固 、幸福的基

快 、印象不佳的氣氛下收場。

石 ，又因擔心軟弱的我們 ，會不由自主的衝過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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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到 神的前面 ，每次的約會我們會由禱告開始也以

與自己過不去 ，他也怕失去我 ，長輩們鼓勵他在職

禱告作結束。

進修 ，婚後 ，他嘗試到空中大學修課 ，但空大的課

神的安排真奇妙 ，結婚前 ，剛好有一筆他父親

程並不適合他 ，於是他不再堅持非進修不可 ，受護

留下的撫恤金 ，可作我們的結婚基金 ，在眾人的祝

理界在職進修風潮的影響 ，他反而鼓勵我更上一層

福下 ，我們順理成章的在 85 年 4 月 27 日步上紅毯 ，

樓。在每天穩定的靈修及參與教會聖經課程後 ，他

展開神所設立的婚姻生活。我清楚帶領弟兄信主不容

的靈命不斷更新 、成長 ，敬畏 神改變了他的做事方

易 ，於是向神求一個現成的主內弟兄 ，垂聽禱告的

法 ，他的氣質與過去大不相同。與他相比 ，太過倚

神 ，除了應允我的祈求 ，也給我更多服事的空間 ，

靠自己所學的知識 ，反而失去了隨時依靠主的平安

因為沒有公婆 ，我們可以自由的服事 ，所以我們立

和喜樂 ，徒增不少的困擾。屬世的眼光和立場已干

志要建立一個基督化 ，成為願意開放小組的家庭。

擾不了他 ，我愛他更多 ，依賴他也更重 ，敬重他是

十年內神的恩典滿滿的賜福在我們家庭 ，世人追求

家中的頭 ，在我們家庭 ，我們充分了解 神造人的價

的五子登科（外子 、孩子 、錢子 、房子 、車子），我

值不是他賺了多少或擁有多高的學歷 ，如何執行 神

們樣樣都齊備 ，哈利路亞 ，讚美主！

造人的原意與美好 ，一生可以榮耀祂名 ，才是 神要
的價值。

婚後生活的經營
他因父母早逝 ，7-8 年來都習慣外食 ，以便當

家庭相處之道

解決民生問題 ，婚後只要能在家中用餐他都覺得幸

我們會將整年的收入做完整的規劃 ，大筆的固

福 ，所以煮什麼都好吃 ，在他的誇讚下 ，我的信心

定支出 ，兩人分配支付 ，什一以外的奉獻如為那家

大增 、手藝也突飛猛進 ，更練就了一手在聚餐時 ，

機構 、那位傳道或弟兄姐妹奉獻 ，我們一定經過商

隨時能派上用場的家常菜好手藝。他總是選大賣場的

討。有一年娘家哥哥來借錢 ，基於親情我很想把所

廉價品打理自己的行頭 ，卻鼓吹我買百貨公司的當

有積蓄借給哥哥 ，甚至為哥哥辦理小額貸款 ，但他

季商品 ，為不讓我有負擔 ，「喜歡就買啊！」，是逛

不同意 ，因為聖經對借錢的教導是「借錢給弟兄就算

街時他最常說的一句話。懷老二時 ，他看我辛苦地

是給他了 ，因為就算他不還 ，也不能向他要 ，更不

每天上下月台 ，在屏東和鳳山間奔跑 ，於是懷著不

可貸款借別人錢」。討論後 ，我們留下可應急的一筆

忍的心 ，他捨棄了多年同住的兄姊 ，調整了在鳳山

錢外 ，將積蓄全都給了哥哥 ，也不奢望哥哥會還 ，

買房子的計畫 ，搬到屏東居住。逢我北上開會時 ，

果真十年來這筆錢有去無回 ，因而我也沒有心理負

若他的時間允許 ，他會早起送我到小港機場或車

擔 ，更沒因此拖垮我們的經濟 ，最感謝神的是這件

站 ，就因他的體貼和用心 ，婚後的我 ，成了一個捨

事並不影響我們夫妻及兄妹的感情。

不得出門 、越來越戀家的女人。對他來說 ，婚前婚

我們都是上班族 ，每當回到家已是精疲力竭 ，

後差異的部分 ，就是上車開門的小動作 ，因有小孩

要煮晚餐又要陪孩子 ，還有一堆家事待處理 ，還好

後東西多了起來 ，在時間壓力下 ，需急忙安頓好孩

我的他沒有「君子遠庖廚」的觀念 ，當我累得不想動

子再上車 ，溫柔的紳士動作只好省去。

時 ，他願意為我們一家子的女生下廚。在家事的分

婚前我曾因他的學歷比我低而掙扎過 ，甚至

工上 ，我們是誰煮飯另一個就洗碗 ，誰有空就洗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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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倒垃圾 ，真的不想動時 ，只要說一聲 ，另一個

念他竟答應了我的要求∼日本迪士尼樂園五日全家

會全部包辦 ，他的體貼真的是讓我感恩在心頭。我

遊。神的安排更是奇妙 ，在旅遊旺季的寒假 ，我們

們家不需有太多的規定 ，貼心的女兒們 ，會主動出

竟以平常日的優惠價暢遊了日本迪士尼 ，旅程中還

現幫我們的忙 ，在良性互動的環境中自然有學習和

遇上了五年難得一見的東京大雪 ，我們玩得開心又

永續成長的機會。我們會分享彼此的心事和看法 ，

過癮 ，真是棒呆了。

常常聊到不得不睡覺了 ，才在彼此催促下就寢。假

十年來我們依著聖經原則經營婚姻 ，享受婚姻

日 ，我們常常全家到公園 、圖書館或郊外的小山走

中的祝福與喜悅。十幾年的護理工作 ，歷經大小夜

走 ，自己出門或少一個出門都是奇怪的事。

神的祝福與保守
天亮 ，他就起床靈修禱告 ，為許多人守望 ，出
門前 ，一一為我們祝福 、親吻再出門。晚上十點 ，
我們全家一起敬拜 ，數算神恩典後 ，為小組 、教會
及家中的各項需要禱告 ，有時疲乏困倦 ，有時開心
到不行；開心時就彼此親吻 、擁抱 ，安眠入睡 ，我
們經歷過 N 次的神蹟奇事 ，讚美主！祂真是一位奇
妙主。
結婚十年 ，隨著孩子們漸長 ，越來越享受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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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在職進修 、大小評鑑等 ，從內科病房 、社區居
家 、安寧不同性質的護理業務 ，早出晚歸 ，還好有
他的支持 ，讓我能兼顧專業與職場 ，感謝神 ，讚美
神 ，神預備最好的「良人」給我。

【後記】近來許多朋友面臨婚姻的問題 ，有人選擇歸
去 ，有人願意來到教會尋求協助。愛我們的主 ，希
望弟兄姊妹能以坦誠的心 ，在不隱瞞的情況下 ，安
心 、放心的交往 ，在主的愛中說誠實話 ，不彼此虧
欠或造成傷害。維持幸福的婚姻 ，確實不容易 ，惟

有孩子與他的日子 ，心中也越充滿感恩。我向神要

有從聖經中追求 神教導的真愛並遵行 ，才能天長地

一個結婚十週年的紀念禮物 ，剛開始他不贊同 ，說

久的保有婚姻的樂趣。神兒女所受的試探並未比外邦

要花那麼多的積蓄 ，雖然我也順服他的看法 ，但我

人少 ，若教會牧者有負擔 ，願意為婚前或正在交往

仍將此事放在禱告中 ，深信神會成就。某一天校園

的弟兄姊妹開「婚前輔導課」，請好好把握 ，它是家

團契的中夫傳道分享訊息 ，希望弟兄們「愛要有行

庭經營的座右銘 ，也是熱戀中弟兄姊妹的煞車板 ，

動」，他想到 ，老婆對結婚十週年禮物的期盼 ，一轉

避免軟弱的你我得罪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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