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盛的榮耀！丈夫與我更加同心服事主 ，孩子也在

工作團隊（如同彼得整夜勞力並沒有打著什麼魚）。

課業上經歷神的大能。

如今我順服神的引導 ，按神的方式帶領病房 ，正經
歷著那豐富的榮耀 ，神卻在此時問我：「妳愛我比這

全職牧養的呼召

些更深嗎？」

護理系畢業那年 ，神呼召我全職服事牧養祂的

多次神透過講台 ，傳講全職服事的呼召時 ，

羊。起初我有些猶豫 ，也有點掙扎 ，不敢相信 ，但

我總是淚流滿面 、心靈悸動不已；熱血奔騰 ，一直

每一次抗拒 ，每一次流淚 ，不斷與神磋商。耶穌在

到我順服的走到台前舉起雙手 ，心跳才回復平靜舒

提比哩亞海邊對彼得發出愛的呼召 ，深深觸動我的

坦。我知道神要使用我過去的護理工作背景 ，向一

心；神的 呼召一次比一次清楚。

群極需神大能同在的護理工作者傳福音 ，堅固教導

過去我在護理工作上整夜勞力 ，看不見病房品
質提升 、流動率高 、人心充滿不安 、看不見委身的

■ 文／馮翠莉

他們如何在工作中讓神介入 ，陪伴他們在禱告中經
歷神的信實。

護理師

一般惡性腫瘤存活率很低 ，我心裡很清楚 ，不

更是一板一眼 ，因而我經常哭喪著臉帶著功課回家

但辭去牙科的工作且交待好後事 ，準備隨時回

做 ，每天都很不快樂。

天家 ，並且積極的讀聖經 、禱告親近主 ，每天
以喜樂的心與疾病共存。

二十年前 ，與孩子的父親分開 ，當時兒子才十
歲。因需負擔家計及養育半大不小的兒子 ，常感無
比沈重 ，幾年後 ，終於引發了恐慌症。當時在加拿

身負重擔蒙主恩
從學校畢業後 ，很快便結婚 、生子。月子中
嬰兒哭鬧實屬必然 ，但因自己個性較敏感且容易緊
張 ，孩子出生後幾乎沒有好好的睡過覺 ，久而久之
便造成所謂的「腦神經衰弱」。
雖然自己學的是護理 ，但因不易適應醫院晨昏
顛倒的大夜班生活 ，因而選擇了住家附近的牙科診
所上班；診所老闆是個完美主義者 ，對員工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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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好友林姊妹得知 ，便邀我去度假。
到加拿大後 ，林姊妹熱情的招待及多次帶我
參與教會的活動 ，讓我感覺非常的喜樂。猶記得林
姊妹第一次帶我到教會 ，我便被笑臉迎人的弟兄姊
妹及莊嚴寧靜的會堂吸引 ，心中浮現前所未有的平
安。當天是孫約翰牧師證道 ，孫牧師的幽默 、風趣
更讓我印象深刻 ，深深觸動我要跟隨耶穌（日後我才
知道信仰是看神 ，不是看人）。
返台後 ，林姊妹請她的親戚每個主日帶我到永

扶 持 的 手
和 禮 拜 堂 ，1994 年 12 月 我 便 受 洗 歸 入 基 督。 當 時

耶和華 ，向我的神呼求 ，祂從殿中聽了我的聲音 ，

雖然名為基督徒 ，卻是不冷不熱 ，許多事情也沒有

我在祂面前的呼求入了祂的耳中。」（詩 18：6）

全然交託 ，每天晚上仍須服藥 、聽著詩歌「野地的
花」，才能安然入睡。

與兒子一起成長

回台後 ，立刻赴兩家不同的醫院就診 ，確定是
腦部長瘤。台大神經外科林教授建議 ，儘快開刀切
除 ，但台大醫院一床難求是眾所皆知的。感謝神 ，
為我預備了天使 ，第二天便順利住進單人病房 ，作

我只有一個兒子 ，東海大學法律系畢業 ，目前

手術前的準備 ，且當時是暑假 ，兒子可以來照顧

在板橋地方法院擔任法官助理。常有人問我 ，如何

我。小組的姊妹們知道我住院 ，前來探望並為我禱

陪孩子成長度過青春期 ，我努力回想 ，兒子似乎沒

告。開刀當天早上不到七點鐘 ，大家就守候在開刀

有叛逆期 ，因為自己忙著上班工作 ，沒有太多時間

房外 ，不斷為我祈求神 ，讓我安然接受治療；我心

及精力放在他的身上。但就如詩歌中所唱「何以我如

中也默禱：「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

此不堪 ，竟蒙救贖揀選」，雖然當時尚未認識主 ，但

因為祢與我同在 ，祢的杖 、祢的竿都安慰我。」（詩

神已為我保守祂所賜的產業。

篇 23：4）

一路走來 ，兒子順利平安成長 ，並對烹飪很
有興趣 ，常常下廚作菜。但遺憾的是 ，他仍不願意

與「惡性腦瘤」共舞

來教會 ，希望大家代禱 ，讓我們可以一起來事奉

因著神的恩典 ，順利於下午二點半完成手術 ，

神。當時帶著孩子 ，許多人都認為我很犧牲 、付出

經檢驗結果是「惡性腦瘤」，林教授希望我配合電

很大。感謝主 ，其實我從兒子身上學習的更多 ，因

療 ，我當場沒有接受。回家後忐忑不安的詢問同事

為他喜歡多方面的知識 ，尤其人文地理 ，他更是我

的意見 ，同事建議我聽從極具經驗的林醫師的建

的老師；也常鼓勵我多看書充實自己 ，不要虛度光

議。複診時奇妙的神蹟降臨 ，林教授竟說 ，電療的

陰 ，特別是不要浪費時間在無建設性的電視節目及

副作用很多 ，暫時服藥治療 ，再定期追蹤即可。感

八卦新聞。

謝讚美主！一般惡性腫瘤存活率很低 ，我心裡很清

惡耗突臨，行過死蔭幽谷

楚 ，不但辭去牙科的工作且交待好後事 ，準備隨時
回天家 ，並且積極的讀聖經 、禱告親近主 ，每天

約十年前 ，同班好友陳姊妹也移居加拿大 ，我

以喜樂的心與疾病共存 ，並參與詩班的服事—「你

再度赴加國。當晚與陳姊妹交談中 ，突覺無法發出

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

聲音 ，接著便不省人事 ，待清醒時已躺在床上。因

了。所以 ，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

為隔兩天我將參加洛磯山脈觀光 ，陳姊妹不想告訴

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太 6：33-34）

我實情 ，只說 ，可能是太累 ，休息足夠便沒事了。

在療養期間 ，曾採用生機飲食 ，突然間少了油

直至結束行程 ，我再度追問當晚情況 ，陳姊妹方告

水的食物 ，使我整天飢腸轆轆 ，幾個月後瘦了五公

知：我昏迷了約半小時 ，且手及身體不斷的抽搐。

斤 ，面黃肌瘦的外貌及全身軟弱無力 ，我決定恢復

我們都有護理背景 ，深知情況非同小可 ，於是立即

正常的飲食。有個主日 ，詹姊妹送我滷牛腱加菜 ，

訂了回台機票 ，並禱告呼求神—「我在急難中求告

至今常感念她的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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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馬太福音 19：26）再

在神凡事都能
因長期服藥 ，終於體驗藥物說明書上白紙黑字

次將頌讚 、榮耀歸給主。

的藥物副作用—嗜睡 、畏光 ，白天不管有無太陽 ，

進入教會團契小組 ，很喜歡敬拜讚美 ，覺得不

都需戴全罩式太陽眼鏡 、打著陽傘遮光 ，有燈光的

管再忙再累都要趕來 ，而且要全心擺上；就是因為

室內也須戴著大帽沿的帽子 ，更別提晚上從四面八

忙累 ，才更要來小組充電與休息。有機會來參加護

方來的燈光了。

福的聚會雖不久 ，但也喜歡享受為肢體的禱告。我

吃了約一年半的藥 ，一次次的追蹤檢查 ，醫生

相信主存留我的生命氣息 ，必有祂美好的旨意 ，期

都說沒有復發跡象 ，直到二年前 ，醫生宣布我已經

許自己常常見證榮耀主 ，每天過榮神益人的生活 ，

完全痊癒。若不是神的醫治這是不可能的—「在人這

成為神所喜悅的兒女。

上帝的 恩典 是夠我用的
■ 文／吳秋香

康寧醫院居家護理師

想到聖經上的窮寡婦不也把身上僅存的錢完全
奉獻給上帝 ，我把30 塊錢全給她並告訴她：「上

「你的恩典夠我用的…」，神的恩典總是陪伴我的每
一天。

帝愛你！」

自從畢業進入職場後 ，因為護理的工作必須輪
三班 ，排休常一個月只能休一次假日 ，常常在上完

求神重新為我開路
祂對我說：
「我的恩典夠你用的 ，因為我的能力

離神 ，也因為家裏經濟驟變需要錢 ，和一群同事玩

是在人的軟弱上顯的完全。」所以 ，我更喜歡誇自己

投資 ，原本以為一切都很順利 ，自己也扛下家中擔

的軟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因我甚麼時候軟

子。

弱 ，甚麼時候就剛強了。（林後 1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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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夜 、睡眠不足之下去參加主日。那一段日子常遠

當我忍受不了不穩定的教會生活 ，求神重新為

回首曾經在深淵低谷當中痛苦 、難過 、絕望的

我開路 ，很奇妙地在強烈地想離職的那一天 ，經由

那些日子 ，耶穌就像是一道曙光滲透到我的生命當

同事介紹了台北的工作。我非常驚訝 ，工作時間 、

中 ，我彷彿看到了希望 ，而上帝的恩典充充滿滿澆

休假方式 、工作地點都竟然完全符合我的需求 ，高

灌著我蛻變的新生命 ，總會輕唱著黃國倫所寫的：

喊感謝主！倚靠耶和華真是充滿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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