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謝主，原本今年無法參與

這兩首詩歌讓我更知道神是垂聽禱告

雙和的真愛兒童營會及少年基督徒野營會神

的，所以，我們要常常讚美神及時時禱告與

是愛兒童夏令營，因為剛好我要服兵役，所

神連結，不管何時祂都是樂意幫助我們的阿

以在營會前一直很擔心無法參加，但透過禱

爸天父。

告，神竟讓我參加完營會再入伍，於是我在
8月7日進入台中成功嶺服替代役。以下兩首
是最讓我有感動的詩歌：
禱

告

禱告，因為我渺小；禱告，因為我知道我需
要明暸，祢心意對我重要。禱告，已假裝不
了；禱告，因為祢的愛我需要；祢關懷，我
走過的祢都明白。有些事我只想要對祢說，
因祢比任何人都愛我；痛苦從眼中流下，我
知道祢為我擦。在早晨我也要來對祢說，主

當我在任何營會中服事，都能感受到神

耶穌今天我為祢活；所需要的力量祢天天賜

對我們的愛，像今年神是愛營會中，第一梯

給我，祢恩典夠我用。

次的每位小孩都相信耶穌，並且決志禱告。
第二梯次的營會，讓我有機會做出活動組的

感 謝 耶 穌
感謝耶穌，因祢愛極深。感謝耶穌，祢恩典

回顧影片。
願我主耶穌基督的恩惠，聖靈的感動，

廣大。揚聲歌頌主祢聖名，讚美又讚美不

天父的慈愛與我們同在，從今日直到永遠，

停，祢是我的一切，祢是我主。

在主裡祝雙和禮拜堂34週年生日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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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會參加體驗營的活

還有在古塔村參與兒主事奉時，

動，是因為之前教

我們雖然語言不通，但是仍能

會的哥哥姐姐們，常常跟我分

深深地感受到彼此的愛。在這

享曾經到泰北的經驗，和學習

幾天裡，我也發現這裡真的很

到的東西。這次剛好有機會，

需要神。當我聽到在這裡信耶

所以，我就很想參加。

穌會被排擠，還有位爺爺說他

在這七天裡，我深深地感

不敢不拜偶像的時候，就覺得

受到，上帝的愛是不分彼此，

很難過，也覺得自己很有限，

不分種族，不分語言的。在我

好像幫不了什麼忙。求主在這

們去參訪聖經學院的時候，我

片土地上繼續動工，改變這裡

看到在這個佛教很盛行的土地上，上帝仍然

的人，讓福音能進入到這裡每個人的心裡。

看顧，讓這裡建立了神學院。而在古塔村參

我希望我也能參加宣教的行列，不論是

加家庭聚會的時候，聽到建超老師用泰文講

在前線，或是在背後支持，禱告，一起完成

道，和他們用泰文唱詩歌，覺得很感動。

傳福音的大使命。

～．～．～．～．～．～．～．～．～．

我

生長在半個基督教家庭，老家在岡

大約國小六年級的時候，父親因為工作

山，父親是基督徒，母親則是傳統

的關係，我們搬家到台南。當時父親的公司

信仰，因著父親的關係，母親並不排斥我們

正在往大陸擴廠，新環境人生地不熟，外加

去教會。約略國小二年級時，岡山基督長老

工作忙碌，因此沒有時間找教會。這樣的環

教會的兒童事工邀請了父親當主日學老師，

境三年之後，家庭出現了一些問題，父母的

從此便開始了我們的教會生活，自然我也一

感情因為某些事情失和，父親消失了。家庭

起被丟到了主日學。那時的我只是懵懵懂懂

的經濟不只需要極大的幫助，母親心中的困

的知道教會是個有很多玩伴及老師的地方。

難更需要出口抒發，而年輕不懂事的我們，

兄弟間的吵架，更是時常讓家裡氣氛低落，

要的這份信仰到底是什麼？我有理性的認識

恰巧住家社區中有位基督徒鄰居，在某次的

了信仰，事實卻只是說服自己似乎相信這份

閒聊中，就把南台基督長老教會的牧師介紹

信仰，卻沒有深切經歷上帝，當我一遇到困

過來家裡，從那之後，我便到南台基督長老

難或患難，馬上就質疑上帝。十幾年的信

教會重新聚會，從開始參加青

仰，我只是為了讓自己騙自己

少年團契，慢慢的穩定聚會及

在外表是不是屬靈，為了騙自

事奉。由於逐漸喜歡教會人與

己好像上帝有與我同在，我編

人相處的氣氛，並且有很多可

造了一個看似屬靈敬虔的外

以交心的朋友，於是18歲時便

貌，自己卻知道，我不懂上

受洗，理由是：我想除了這個

帝，祂總是這麼的遙遠，那天

宗教以外，我不會接受其他的

晚上我止不住我的淚水…上帝

信仰了，但事實上我對這份信

祂似乎不要我，不愛我了…突

仰並沒有真正的認識。

然間一首詩歌飄進我腦中：聖

高三預備要畢業時，考上

誕結。歌詞如此說：因為祢，

了台中的學校，教會長輩們總

我就算不完美，耶穌祂能代替

是會擔心我離開教會生活，便介紹了大專門

一切。原來上帝對我說：「孩子，雖然你真

徒營及中興大學校園團契讓我參與，上帝很

的不懂我，但是我的愛卻藉著耶穌基督完全

棒的安排了一位永遠難忘的輔導，每周特別

的證明與彰顯，耶穌就是我給你最大的祝

花一天陪讀，讓我慢慢的了解基督信仰陳

福。」我心中得到安慰，而歌詞中另一句也

述，更花了許多時間解決我重視理性思辯的

說：「全世界為了這一天，送著禮物寫著卡

問題，直到畢業之後，我仍繼續的事奉與聚

片，心中卻不了解為何喜悅。」在這個世界

會。

上，有許多人看不到上帝的愛，是因為不認
2015年初開始有一種不同的感覺，神似

識耶穌。但他們的心中卻必然的需要，而

乎要告訴我這一年是很不一樣的，上帝要給

我…是否能做什麼？我渴望、我想要對上帝

我一個特別的禮物。對我來說，在教會有固

有更多的認識和接受裝備，因為這個世界需

定的事奉，小組認真參與，工作上自由開

要耶穌，而我需要更多認識上帝…

心，也是自己喜歡的工作，心中自然猜測了

記得我時常回想，假設我只剩下幾天的

這份應許或許是我的婚姻。等到了12月份，

壽命，我會怎麼活？在某次的查經中，聖經

隨著日子越來越接近年終，對上帝的信心亦

的一句經文印在我的內心：「一粒麥子不落

隨之低落。直到在一次的事奉後，回到了

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

家，心中的疑問急速擴大。為什麼我為了神

出許多子粒來。」(約12:24)人的一生總有

作了許多：每週固定聚會，每天固定靈修

走到盡頭的時候，我不希望人生只是走過一

(只是時常軟弱，每天一兩章)，對我來說上

遭。那一天心中的悸動，讓我知道全世界都

帝還是這麼遙遠…我想到聖經中，浪子回頭

需要耶穌，而我如此卑微的人是否可以做什

故事的大兒子，總是在家中工作，時常環繞

麼？我想成為那粒落在土裡的麥子，上帝可

在父親的身邊，可是我卻一直不明白，我所

以藉著我成為別人的祝福。

第我四歲的時候。媽媽把傳福音的

出國時行李放了聖經，卻再也沒拿出來，

人留下的兒童版耶穌基督故事念給我聽，

年時，論文進展不如我預期，內心著急壓

沒想到耶穌的形象從此深深刻在我腦海。

力頗大。某天，我的下半身開始不 停 發

小學開始當鑰匙兒的時代，回到家準時打

麻，從未間斷持續好幾個月，看了很多醫

一次聽到耶穌基督的故事，是在

更別提找教會，就這樣一直念到博士第四

開電視，播放 的剛好 是

生也作了很多檢查，最

〈七百俱樂部〉，就這樣

後醫生才告訴我，很可

看了好多見證 ，我知 道

能得了一種罕見疾病：

就是那位耶穌 。到了 高

多發性硬化症，然而現

中社團迎新，看見團

階段無法診斷。人的盡

契 ， 知 道是跟 耶穌有 關

頭是神的起頭，就醫的

的 ， 便 參 加並 且 很快 就

漫長過程中，我開始慢

信 了 主 ， 好 像 這是一 件

慢思想生命以及過往，

再自然不過的 事。就 這

於是我放棄博士論文，

樣在團契過了 三年火 熱

重新拿出詩歌和聖經，

的基督徒生活 ，一心 想

慢慢回轉向神。這時候

服事主。然而 生活 上 遇

我終於明白，若我今天

到 的一些難處 ，讓 身 為

稱呼祂是我的神，祂可

青 少 年 的 我 ，覺得已 超過年紀所能承擔

以不要給我答案，當年的我執著在沒有答

的，懇求神給我答案，卻往往沒有回應，

案，但其實有了答案我不一定聽得懂，也

以至於上大學後，除了為學費到處打工，

不一定能接受；重點是無論發生什麼事，

也因為沒有答案，所以內心抗拒神，成了

我都要緊緊抓住祂。所以就在決志十六年

星期天基督徒，堅決不參加團契。那時也

後，我準備好要受洗了。感謝主，讓疾病

決定大學畢業後去法國念書，一心想追求

成為我的祝福，因為若不是這樣我不會回

自己的夢想，只要讀完博士，我就可以幫

頭。同年，我和交往六年多的法籍男友也

家裡的忙，所以一直不斷努力存錢，就這

決定結婚。

樣畢業後工作兩年，我就出國了。

受洗後再回到巴黎，我開始積極尋找

法國的生活很自由，雖然前幾年學校

教會，主動找同樣嫁給法國人的姐妹一起

功課多，但是我卻跟法國人的畢業速度一

聚會，因為我知道落單的基督徒很危險。

樣快，很得老師的肯定，似乎靠自己也吃

感謝主，就這樣來了一群姐妹，也透過她

得開：學校、談戀愛、打工樣樣來。即便

們，開始在巴黎華僑教會聚會，漸漸在小

組和教會配搭服事。神也使用婚姻來磨練

物，不離不棄與我同在，雖然我會悲傷，

我，面對一位未信主的丈夫，讓我一次次

但卻經歷祂的真實和浩大，祂的無限與寬

學習捨己，若不是在婚前回轉向主，我實

廣覆蓋了一切的悲傷，讓我深感在世上真

在不敢想像結果會如何。最重要的是這些

的只不過是寄居的過客。就這樣某天靈修

年慢慢建立與主的關係，體會了無論人在

時，我讀到提摩太前書6：12：「你要為真

哪裡作什麼，不可少的就是與主的關係。

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為 此 被

2011年夏天，31歲的先生被診斷出縱

召，也在許多見證人面前，已經作了那美

膈腔肺癌，這類型的肺癌非常兇猛，亦無

好的見證。」我的心強烈地被打中，覺得

法開刀。然而當我察覺是壞消息的時候，

這句話就是要給我的，是主在對我說話，

內心卻一點也不驚慌，反而有很深的平安

我不禁想起高中的自己，曾經那麼火熱想

在其中，我知道神要作事了。沒多久便開

把一生都奉獻給神，神真的都記得！某天

始化療，但成效不彰，直到配合放療才稍

靈修讀到神呼召亞伯拉罕離開本族本家，

微見效。從一開始跟他傳福音，買見證書

不知為何我放聲大哭，但卻知道要憑著信

給他看，為他禱告，跟他分享無論是台灣

心回台灣，於是我在2013年回到離開將近

或法國，都有弟兄姐妹為我們禱告，神彷

12年的台灣。為了清楚蒙召確實出自神，

彿 一 直 把 我 往前推， 催促 我跟祂一起 同

我於2013、2014連續兩年參加基督門徒訓

工，因為我是先生最親近、最信任的人。

練神學院的青年事奉研習會，也在第二次

同時，我也去法國教會聚會，牧師和肢體

舉手回應祂；然而為了跟父母表明心志，

也都成為我的安慰與幫助，也都到家裡來

我足足禱告大半年，甫一開口他們竟然立

探望我們。

刻說好，包括未信主的父親，讓我再次經

2012年年初，我的核磁共振追蹤顯示

歷神的開路與預備。當年年底神也給我清

有發病，所以多發性硬化症也被確診。神

楚的印證，讓我隔年提出辭呈準備考神學

給我三年半的時間預備心，以至於我被診

院 ， 於 是 2016年 夏 末我 正 式 進 入門 訓 就

斷的時候，一股完全的平安充滿我心，因

讀。

我深知祂掌管明天。不過，先生的療程結

某位好友的媽媽覺得蕙心的命怎麼這

束後，很快就復發了，而且轉移到骨頭。

麼苦，去法國一趟，博士沒拿到反而生了

他因為骨頭的疼痛不太能行動，每次醫生

病，嫁了丈夫卻年輕守寡，從世人的眼光

宣布的都是壞消息，最終宣告治療無效。

來看或許是這樣，但因為耶穌，咒詛都成

最後十二天中，某天半夜先生要我為他禱

為祝福。主耶穌向我伸出手，問我願不願

告，爾後他開口禱告，我聽到他的懺悔，

意和祂一起冒險，我擺上我的手，如今我

深知那就是神的時間，除了感謝聖靈動工

所作的事和生活，是從前未曾想過的。最

和神的憐憫與恩典，當夜就帶他決志接受

後我以約翰福音16：33作結：「我將這些事

耶穌。過沒幾天，32歲的他安詳地離世回

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

天家。

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

信實的神給我深厚的恩典和寶貴的禮

我已經勝了世界。」願榮耀歸給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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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小學三年級時，媽媽帶我到教會。

而且當大家都在為教會所有活動和事工共同

那時以為教會，是跟很多同年齡的

努力時，也讓我真正感受到雙和是一個大家

小孩在一起玩，聽聽聖經故

庭，而在這個大家庭中，我

事，做做美勞而已。當時並

同時認識了這個信仰，更認

不真的認定上帝就是我唯一

識了這一群家人。

的真神，也覺得那個信仰只

隨著時間與上課，我 越

是媽媽的信仰，並不是我

來越確信上帝是我唯一真神，

的，直到換了教會，重新接

相信我不會再拋下這個信仰。

觸新的事、新的人，包括重

其實並沒有什麼太大的神蹟

新認識神。

行在我身上，但我卻看到上

當我來到雙和禮拜堂不

帝在別人身上所行的神蹟。

久後就加入了讀經小組，跟著輔導們一起讀

上帝真的很奇妙，常常在你不確定是否

經。讓我真正想受洗的意念，是在少年主日

有祂存在的時候，祂會以另一種方式，讓你

學上課時，聽到淑媛傳道說的：「信主為的

知道祂的存在，正因為如此，我才會選擇相

是要修復和天父的關係，成為上帝的兒女。」 信祂。

～．～．～．～．～．～．～．～．～．

這

次泰北宣教營，讓我印象深刻的

多麼困難的事，但是經過一番努力之後，

是在第二天，為了讓大家能夠用

我終於學會了如何用泰語做簡單的交流，

泰語與當地人做簡單的交流，營會一早就

也讓我自己增廣見聞而有所收穫。

帶領我們反覆學習簡單的泰語詞。那時候

下午的時光，我們參訪了皇太后大

我深刻的體會到，學習一個新的語言是件

學，從會議室前往校史室的路途中，我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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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邊的大學生聊了許多話題，他有個問題

後會不會經歷類似的事情。

的回答令我印象深刻，那問題是：「大學畢

最後我很感恩的是，我們在清萊夜市

業 後 你 想 要 做什麼？」他毫不猶豫的 就

裡面的快閃福音表演，為了這個表演我們

說：「宣教士」，他的眼神透露出一種堅

練習了很久。本來要表演的場地有些 問

定，好像用萬物都摧毀不了，他的回答使

題，很擔心會因此取消表演，幸好還有一

我 開 始 反 思 。由於他是一個外地來的 學

個小小的場地供我們表演，讓我感受到天

生，他為了宣教士的路，去完成語言這塊

父爸爸，無時無刻都在幫助我們，天父爸

預備的拼圖，以備未來的使用。不禁想，

爸的恩典是夠我們用的。

那 我 呢 ？ 有 為了我人生的未來預備什 麼
嗎？

「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
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那幾天晚上宣教士們的分享，每一位

(詩46:1)

的經歷都讓我深深記在心裡，不知道我以


作
者
為
前
排
左
一

～．～．～．～．～．～．～．～．～．

我

家住台北，在家排行老么，上有兩

藉此填滿內心的空虛，高中也因打架被勒令

位姐姐，一位兄長，父母很早就離

退學。17 歲便進入了職場，有 8 年的餐飲經

異，從小心中就自卑與缺乏安全感，因此常

驗，本想就此安然的生活，卻在某個巧合下，

與人打架。愛出鋒頭，想在同儕中樹立威望， 遇上以前的死黨，看他們一個個光鮮亮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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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勾起我內心的自卑，於

實，我晚上到進修學校進修，

是在他們的邀約下，加入

剛開始的一、兩年還算穩定，

了他們的行列，終日與罪

後因忙著服事又忙著上課，就

惡為伍，過著向公權力挑

越來越少讀經、禱告，與神的

戰的生活。在這種罪中之

關係也漸遠，早將聖經上所提

樂快活了幾年，直到三十

醒的經文給忘了：「務要謹守、

歲時，正處於人生的高峰

儆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

期，卻接觸到要命的毒品

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

(海洛因)，從此就深陷在

尋找可吞吃的人。」(彼前 5:8)

網羅中。其間也用過許多

由於自己的不儆醒，某天因故

方法戒毒，始終戒不掉，

與某同工起了爭執，導致積壓

也因吸毒另案進出三次監所，也曾經想過自

的許多壓力爆發了，我再度又陷入毒品的網

殺結束生命，卻發現連自殺的勇氣都沒有，

羅，最後帶著滿身的罪惡感，黯然離開曾帶

哎!人生的無力莫過於此。

給我無限希望的少年學園。

感謝神!人的盡頭，是神的起頭，任職

感謝神不離不棄的愛，在家人與傳道連

於報社的大姐，從朋友那得的訊息：「晨曦

繫下重回屏東村，回村二個月後，受到主任

會」在做福音戒毒的工作，不但免費且不靠

給予學習管飯食的機會。回想之前，總是憑

藥物，只靠耶穌。當時家人們只要能救我，

著自己對餐飲的愛好及一股熱誠，以至無法

哪管是用什麼方式都會嘗試。很快的我被安

持續深入的學習，影響自己屬靈生命的成長。

排入了屏東村，受到弟兄細心的照料，在我

感謝神！在自己安靜思想主對我的愛，求神

失禁時幫我洗衣褲；全身酸痛時幫我按摩；

賜給我一顆「愛人如己」的心，使我目光漸

內心爭戰時，為我禱告。當時深受感動，我

漸轉向神，不再定睛在人，於是在服事上也

如同在糞堆中打滾的人，何德何能受到這樣

越來越喜樂。

款待，心中就感覺這基督信仰很好，跟外面

在我渴望想改變舊有生命時，神引導我

一般的民間信仰不一樣。但一開始真的很不

靈修時讀到：「你們要互相款待，不發怨言。

適應村中的生活，除了沒有菸與檳榔外，連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

電視、報紙都沒有，只有聖經，當時真不知

賜的好管家。」(彼前 4:9-10)讓我心中感到

該如何繼續住下去。感謝神的保守，我看到

扎心，使我決定走全職事奉的道路，回頭幫

大家長劉牧師及眾同工們，如雲彩般美麗的

助與我有相同經歷的戒毒弟兄。為了回應神

見證人，及許多來自各教會的義工老師們，

的愛，並給自己再一次學習的機會，毅然報

不問代價的付出，使我相信這信仰是真真實

考「晨曦門徒訓練中心」，盼接受裝備，將

實的，於是在我住滿兩年，就接受了洗禮。

來為神所用，成為祂合用的器皿。

後來神透過祂的僕人，引薦我到更生團契附

感謝神，目前我在晨曦門訓事工科一年

設花蓮信望愛少年學園，被委任餐廚員的職

級就讀，接受神學裝備，預備將來能成為榮

位，負責管理飯食。為了使自己生活能更充

耀神、幫助人、屬神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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