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謝秀梅

護理師

你 們 作 妻 子 的 要 順 服 自 己 的 丈 夫； 這 樣 ， 若

裡得著飽足 ，也再次看見自己所做的不夠。聚會同

有不信從道理的丈夫 ，他們雖然不聽道 ，也

時 ，我心裡又擔心老公 ，不知他在房間裡會不會很

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過來；這正是因看見

無聊。聚會結束後已經十點 ，我要走出門口時 ，王

你們有貞潔的品行和敬畏的心。（彼得前書 3：

姊叫住我 ，因為接下來王玲玲宣教士要為同工們做

1-2）

個別服事。我很高興 ，這正是我帶老公來的目的－
讓他認識神及領受祝福。

期待同心與同行
這是第二次我老公兆明和我一起參加護福活
動 ，自從我讀研究所後 ，我們沒有太多時間可以一

「妻子有不信的丈夫 ，丈夫也情願和他同住 ，

起出遊。王姊邀約時 ，我一度擔心無法參加 ，得

她就不要離棄丈夫。（哥林多前書 7：13）」兩年多

知確定日期之後 ，我就跟老公說：「我們一起去好

前 ，因信仰的緣故 ，我曾在神面前禱告 ，我的婚

嗎？」沒想到他答應了。要登記住宿的時候 ，我再次

姻若是祢祝福及應允的 ，求祢使我的丈夫及婆家能

跟他確認 ，他的答案仍是一樣 ，這讓我很高興 ，因

接受我的信仰。若不是 ，我願意捨掉這段婚姻。當

為我總希望能透過護福讓他更認識神以及我的服事

時牧者和我一起禱告 ，她告訴我 ，她領受到的是

工作。

「平安」，我那時已經哭成淚人兒。神是信實的 ，當

12 月 8 日我們自己開車 ，由台南到南投埔里基

我願意將自己全然交託給神時 ，祂必保守 ，我的

督教醫院 ，雖然他未參與我們的參訪 ，安靜地在一

老公和婆家的人接受了我的信仰 ，這讓我更確信我

樓大廳 ，或是停車場等我 ，沒有發任何怨言。我總

的婚姻是 神所祝福。我一直期盼在婚姻路上 ，我

是擔心他會對我們的行程沒有一點興趣 ，下次再邀

們夫妻不但要攜手前行 ，更要在靈裡合一 ，服事

約他就不會想參加。感謝主！他卻很沉靜。到了清境

神：「二人若不同心 ，豈能同行呢？（阿摩司書三：

農場之後 ，大家一起參觀小瑞士花園 ，他和姐妹們

3）」我相信

都玩得很愉快 ，晚上豐富的擺夷餐更讓他吃得津津

祂。

有味。

30

婚姻路攜手前行

神的大能必能讓我老公的心回轉歸向

走進房間 ，我突然不知如何啟齒 ，跟老公說明

清境的夜晚很寒冷。八點聯合聚會時 ，我極力

這件事 ，我只告訴他王玲玲宣教士要為我們夫妻祝

以美食誘惑 ，邀請他一起來參加 ，希望他能因此更

福禱告 ，他在半推半就之間答應了 ，但不知為何 ，

認識

神 ，但他婉拒了。我雖然有些失望 ，但總相

從那一刻起 ，我們相處就如同清境的冬夜 ，冷到最

信聖經上所記：「…若有不信從道理的丈夫 ，他們雖

高點。禱告過程中 ，宣教士說出了老公內心的一些

然不聽道 ，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過來。
（彼得

問題及擔憂；有些我知道 ，但有些我不知道。我們

前書 3：1）」我想要裝備自己 ，於是獨自參加聚會。

走回房間後就沒有再說什麼話 ，我心裡只有默默地

聚會中 ，來自北中南各區的服事同工的分享讓我靈

為他禱告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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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靈 清 境
萬事互相效力
隔天主日聚會結束後 ，原本要和其他姐妹一起

了。神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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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自哥林多後書十二：9）」

到青青草原遊玩 ，但因為自己和老公的關係冷到最

在我不知道該如何改善我們的關係及相處模式時 ，

高點。我們討論後就決定直接回台南 ，車子一路往

一通神僕人的電話拉近了我們倆的距離。我更感謝主

山下開 ，我的手機突然響起 ，是學甲教會的黃牧師

耶穌的帶領 ，讓老公能參加這次心靈之旅 ，也許沒

打電話來 ，一來是邀約我參加聖誕聚餐 ，二來是希

有玩得很盡興 ，但我卻感受到神在老公生命中灑下

望我能跟老公詢問 ，關於教會主日學小朋友要去我

的福音種子 ，如今已經在成長茁壯。「我們曉得萬事

老公農地遊玩的事。這通電話讓我跟老公恢復熱絡

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按他旨意被

談話 ，他很熱心地告訴我 ，需要再花一段時間才能

召的人。（羅馬書八：28）」透過護福及許多弟兄姐妹

把農地整理好 ，到時候小朋友來玩才安全。他這番

的代禱 ，我相信神必帶領我的老公及家人行在真理

話讓我除了感謝主耶穌外 ，就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的道路上 ，蒙受主恩。

■ 文／蘇恩馨

新樓醫院護理師

在每天靈修中 ，我漸漸發現自己的心不太一

流淚灑種、歡呼收割

樣 ，開始因神感到喜樂滿足 ，神建立我對祂的

隔天主日崇拜時 ，王玲玲宣教士問：「大家是

信心 ，使我更多想要親近 神 ，學習安息在神的

否喜樂？」雖然大家回答說喜樂 ，但這答案卻沒有

懷抱 ，等候祂。

力量而且不確定 ，神再次透過王玲玲宣教士指出：
「我們並不喜樂…！」神透過王玲玲宣教士傳講的信

神的愛與賞賜

息 ，安慰我們 ，好多人流下眼淚 ，神用愛觸摸我們
的心；而我 ，眼淚更是不住的流下…，神醫治我 、

參加此次護福聚會前 ，我有一段時間很軟弱 ，

安慰我 ，又給我盼望。神對我說：「我們回去後 ，會

自己對護理工作沒有信心 ，甚至開始否定自己工作

不再一樣 ，我們會喜樂。」我在內心回應神說：「是

的能力 ，我心裡很沮喪 ，也很難過 ，多次到神面

的 ，主阿 ，我渴望喜樂 ，我要喜樂 ，我要過不一樣

前哭求…。感謝主 ，在這時刻 ，祂帶領我參加護福

的生活。」回到工作崗位後 ，我很納悶 ，神不是說：

的活動 ，讓我在聚會中感受到神極大的愛及豐盛賞

「我們回去後 ，不再一樣 ，我們會喜樂嗎？」但我
怎麼都還沒感到喜樂呢？但神是信實的 ，解開了我

賜。
星期六晚上 ，神透過王玲玲宣教士個別性的禱
告服事 ，讓我知道祂從沒離開過我 ，祂關心我 ，也

的疑惑 ，在每天靈修中 ，我漸漸發現自己的心不太
一樣 ，開始因神感到喜樂滿足 ，神建立我對祂的信
心 ，使我更多想要親近神 ，學習安息在 神的懷抱 ，

知道我目前的景況 ，褓抱我 、安慰我 ，提醒我要肯

等候祂。神讓我明白我們是器皿 ，成就在乎 神 ，神

定自己的工作 ，不要對自己失望 ，因祂會幫助我 ，

有祂的時間表 ，我們只要付上禱告的代價 ，相信必

使我如鷹展翅上騰 ，神的愛使我感動不已 ，眼淚也

得著 ，因為神應許我們：「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流不止。

現在雖流淚撒種 ，我必要歡呼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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