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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力 ＝ 母親倚靠上帝而有的生命影響力 

本期作者皆是學園的年輕媽媽，她們相夫教子，不忘使命，願您得著激勵。

媽媽力也可以是爸爸力、牧者力、上班族力……。父神太偉大，沒有一個崗

位不能榮耀祂！

禁食禱告 悔改復興
	*原為	復興的來臨

應許：超然生活日引
夏航4-6月

神呼召白立德博士為美國及完成大使命的工作禁食禱告，同時

也感動他邀請國內最有影響力的基督徒一起參與，希望至少有「基

甸的三百位勇士」回應，而神所賜下的是超過他所求所想的。當人

們在神面前謙卑、自潔、悔改，神要以超自然的方式與人相遇。

讓我們也一起為我們的國家向神呼求吧！

我們是蒙神呼召的人，應該為神的榮耀過超然的生

活，並且瞭解我們的屬靈產業為何，以及我們應當怎麼做

才能完全領受這些權柄。

《應許：超然生活日引》能幫助我們每天有主題地認

識這位偉大的神的靈修材料，提供每天一項行動要點，不

只有「聽道」，也學習「行道」。

即日起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訂購《禁食禱告，悔改復興》

即贈送《禁食禱告的步驟》小冊子一本

作者／白立德 Bill Bright

頁數／204頁

定價／200元

作者／ 白立德 Bill Bright

定價／ 120元 

在
育兒的路上，我最大的幫助不是來

自家人朋友的建議，或者是專家書

籍的知識，而是在禱告中經驗上帝的智慧

與恩典。猶記初餵母乳時，我一直抗拒親

餵，因為親餵很痛，而且我心裡對這樣親

密的依附有難以啟齒地不自在，於是堅持

瓶餵，認為只要給奶吃已經是盡了義務。

然而孩子三個月時突然絕食，看到

奶瓶就扭頭，連醫生都驚訝這麼快就厭奶

了？當時試過許多方法仍然無助的我，只

有一個人回到房間，邊哭邊跪著禱告。我

坦白將我的掙扎和心情告訴主，禱告中，

愛孩子的心漸漸勝過我一切的軟弱和堅

持，我願意放下主權，讓神告訴我什麼是最合適我孩子

的方式。聖靈竟清楚地告訴我，孩子需要的不只是母

奶，他渴望感受母親的擁抱，所以只要全親餵他就肯

吃。很多人告訴我，習慣奶瓶的孩子是不肯親餵的，因

為親餵反而較需花力氣，但聖靈是那樣即時又清楚地

回應禱告，讓我訝異神連餵母奶這件事也關心？我順服

主，抱孩子進房間餵母奶，奇妙的是，孩子不但肯吃且

吃得很好，而且之後就順利餵母奶到一歲斷奶為止。

孩子快三歲時，先生進入華神進修，早出晚歸地

苦讀，我從早到晚都在帶小孩，完全沒有個人時間。對

我最耗心神的活動，就是陪兒子玩玩具。因為我從小到

大都不喜歡玩玩具，也沒有人陪我玩玩具，現在卻每天

都要重複不斷地角色扮演、玩樂高、玩打仗…有一次

我竟然哭著大喊說：我就是不喜歡玩玩具，你們不要逼

我！當場看到先生與孩子傻眼的表情，我想很難有人相

信玩玩具是一種折磨吧。然而這樣的優質時間卻是兒子

最大的愛和滿足，我該怎麼給予我所沒有的東西呢？

談
到是否要全職帶小孩，我許多朋友第一個反應

是：「都讀到大學了，卻要因為生小孩待在家裡

帶小孩，真可惜。」言下之意，就是帶孩子的價值不比

在外工作好。但感謝神，信主以來，身邊常有敬畏主的

夫妻榜樣，以及聖經本身，都讓我看見當母親是多麼神

聖的呼召，更經驗孩子是上帝所賜的祝福。

申命記六章六至七節：「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

要記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

裡，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上帝要求父

母，必須委身於教導孩子上帝的話。對基督徒母親而

言，最直接的應用之一就是在家帶孩子，因為我有很多

機會幫助孩子認識神的話。我感謝神讓我能如此引領我

的孩子。

外子和我都力求讓孩子從小就明白神的話、跟父

母一起敬拜上帝，因此我們盡可能每晚孩子睡前有家庭

禮拜的時間。家庭禮拜時，我們除了使用聖經，也使用

「兒童要理問答」，透過簡單的一問一答，幫助孩子熟

《禁食禱告的步驟》內容摘自《禁食禱告，悔改復興》，

將禁食禱告時所需作的預備清楚列出，以口袋書方式呈

現，方便攜帶閱讀。

育兒無解，
    時時來到主面前

文／李明叡

育兒有方，
    天天愛慕神的話

主是隨時的幫助

一如以往地，我再次來到主前禱告：主阿，我知

道自己不能，但我求祢把祢的愛給我，讓我給我的孩子

他所需要的愛與陪伴，直到他的愛槽被裝滿。無論是玩

具時間，或是被孩子的脾氣磨到身心俱疲的時候，這個

呼求，主從未拒絕。無數次疲乏、軟弱、憤怒、無力，

覺得愛完全用盡又不一定有時間充電時，這個呼求，總

是帶來上帝無限的恩典，我從來不知道主是怎麼作到

的，祂的愛不是一種突然充滿我的奇特感受，而是在這

樣的禱告之後，我發現有力量使我能陪伴孩子，能作那

些我認為枯燥或無趣的事，能在原本應該要發脾氣的時

候，有耐心傾聽孩子，解決衝突。祂的愛就這樣無聲無

息卻真實地注入我的心靈。

一個母親育兒的自信從何而來？即使我絕非專

家，且不斷在錯誤中學習成長，但我的自信來自－－神

始終垂聽母親的禱告，祂是我最大的資源和倚靠。

文／劉純含

記基要真理，建立信仰的基礎，且以詩歌唱出並回應上

帝的真理。另外，我跟孩子一起背聖經，這也幫助我反

覆思想神的話，使我更親近上帝自己。

我在日常生活中跟孩子談論上帝，讓孩子知道供

應我們需要的是上帝；帶孩子去公園、親近大自然、觀

察豆子的生長、養毛毛蟲的過程，都可以跟孩子談論上

帝的創造、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偉大。這世界提供的知

識，對神的創造隻字不提，這並非客觀中立，而是不把

神當作一切知識的前提。因此，藉著在生活中談論神，

我們幫助孩子明白：他所接觸到一切的關乎這世界的知

識，都是為要彰顯上帝那無與倫比的榮耀。

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

的救主為樂。    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六、四十七節	

為主閃耀的
媽媽力5 為主閃耀的

媽媽力6

孩子的爸要補充！

文／郭志灝

我眼中的妻子純含，她盡力在孩子面

前敬重順服丈夫，因為她知道這對女兒是

榜樣，她更知道對孩子來說，父母彼此相

愛，遠比任何玩具都更貴重。她知道自己

也是罪人，每每得罪孩子，總願意主動和

孩子道歉和好，孩子也因此更願意道歉請

求原諒。

她愛孩子，因此她渴望竭力幫助孩子

愛上帝，因為世上沒有任何事比愛上帝更

重要；她更愛上帝，因此她渴望孩子最愛

的是上帝，因此育兒時無論成功失敗，她

總盼望上帝得到最大榮耀。

感謝神使她成為我的妻子，並使我們

能同心在學園事奉，以家庭榮耀祂！

學園網路書房

新增7-11取貨

學園網路書房：																																																												FB粉絲專頁：點傳Kindle Ministry

歡迎至全台各基督教書房選購，或來電                                     洽詢 （訂購滿$2000元免運費）

http://bookstore.cru.tw
02-2926-27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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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明叡親子照

▲ 劉純含家全家福



晚
婚晚生讓單身多年的我早已習慣「女傳道人

生」。在結婚後，雖然我從教會傳道轉為師母身

份，但心態和服事的內容上卻與女傳道（婚前）無異。

後來我們離開牧會事奉，神帶領我在一個教育協會總部

的公關部門工作，直到產前一個月開始請假。在今天，

結婚不會改變一個女性太多，甚至是懷孕三十六週都在

工作的我，仍然享有完全的自由和時間。一旦第一個孩

子出生後，尤其是選擇在家育兒的母親，個人的自由與

時間都像被「有期褫奪公權」般消失了。開始在家育兒

後，我心中不斷盤算的是，等孩子N歲後，可以再開始

服事。「回到全職工作」是我對自己邁入退休前的最高

肯定。

成為母親後不久，我和先生一起加入（重回）學

園服事。我在過去單身同工與媽媽同工二者差異的碰撞

衝擊中，一度迷失還幾乎溺水。許多會內的媽媽同工，

展現出的「成果」，包括兒女成群、從過去擅長且表現

優異的事奉戰場轉戰家庭，她們個個從容自在的面對家

庭生活、兒女教養有成又全力支持著配偶的事奉......，

這些對我，就像陌生的異國外語般，在無法溝通之下，

來
到學園2300多個日子，從四口之家升格為五口

之家，孩子們由幼兒邁入少年，我和先生的歲數

從三字頭來到四字頭，神託付我們的事工也從零到穩定

成長，一切的一切都不斷在變化中渡過，唯一不變的是

神的呼召和使命。

外子（嘉揚）的任務，在於透過音樂來傳福音，

我的責任就是照管家庭，成為先生最好的幫助者和後

盾，一直以來，這是我的感動，也是我們的默契。如

果要問我「身為一個學園媽媽同工如何協助完成大使

命？」，這正是我的答案。

「完成大使命」，不一定要站在最前線。

撒母耳記講到，前線打仗的和看守兵器的都同得

獎賞，他們的任務一樣重要。另一個例子是以色列人與

亞瑪力人爭戰，有戰場上打仗的，在山頂上有摩西、亞

倫、戶珥在為他們禱告。由此可見，「服事」不是只有

站在最前線，目前我的負擔和感動，就是照管好家庭，

在各方面成為先生幫助者的角色。

幕前義不容辭 幕後堅守崗位

但話說回來，如果有前線服事的機會，我去不去

呢？

當然，義不容辭！有好幾次，我擔任嘉揚的鼓

手，事實上我是聖樂系，彈琴唱歌是我的主修，當嘉揚

有需要時，或是我的時間允許時，我也會參與一線的服

事。有時嘉揚在服事時，團隊中的姊妹若有些需要，嘉

揚也會試著轉介給我。還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雖然嘉

揚是專業音樂人，但當他製作新歌、或是寫了新的MV

劇本、或是編了新曲，總會請我這非專業的音樂人、影

評人給予建議，這樣配搭幾次後，嘉揚總說我有特別獨

李
安的電影《少年PI的奇幻漂流》描述一名男孩在

太平洋上與虎同船求生存的故事。而在我成為全

職媽媽的旅程中，也曾經歷過「迷失、求生、否極泰

來」的奇幻漂流。

我的母親給予我美好的信仰傳承，所以即使經歷

過信仰的叛逆期，我和天父的關係仍如親情般密不可

分。當全職媽媽三千多日，許多日子就像一片汪洋，載

浮載沉，對未來感到迷惘，還要全天面對嗷嗷待哺的幼

兒，被迫為母則強。與電影不同的是，我要學習道成肉

身的耶穌，如虎媽般馴養三隻幼虎，而非面對充滿野性

的成虎。同時，我也非孤身奮戰，外子是與我同受生命

之恩，同心將經營婚姻、家庭視為個人事工，持續將目

光聚焦在屬天的大使命。

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節：「約拿三天三夜在大魚

肚腹裡，人子也要這樣三日三夜在地裡頭。」聖經對於

這三天三夜並無多加描述，在「被限制的時間與空間」

下還有什麼好說的嗎？但試想，若約拿和人子耶穌跳過

這三天三夜，就無法帶出尼尼微城的轉化、悔改，也無

法實現舊約記載人子三天後復活的預言。同樣的，全職

媽媽花大把的青春全職在家，過著看似瑣碎無奇的育兒

生活，卻是邁向「成全」的必經之路。

殊途同歸 全為使命

若不是孩子如同誠實的鏡子反射出我的真實光

景，我仍在虛實之間看不清自己。若不是一次又一次的

憑信心為家庭捨己，如同耶穌被埋葬來成全天父旨意，

我又如何能心甘情願地委身家庭。起初三年的傳道事奉

與這十年委身家庭的歷程，這兩條路表面看似背道而

馳，卻有異曲同工之妙，二者對協助完成大使命是相輔

相成的。

導演李安說:「我用動物來演出故事，就是將人和

先
生和我期待透過栽培敬虔後代，對下一代協助完

成大使命有所貢獻。神施恩在六年間賜我們四個

兒子。然而四兒子出生同時，三兒子確診罹患血癌。

三兒子發病前的某晚，我夢見我向朋友說：「除

非ㄧ件事與大使命有關，不然我不會去做。親自帶孩子

已六年，我很清楚我正在傳承屬靈生命到下一代。」夢

醒的夜半時分，我的心思清晰地感覺到一個問題臨到

我：我傾全力栽培的兒子們，若未來上帝使用他們的方

法，不是成為影響力巨大、帶領千萬人歸主的屬靈偉

人，而是受盡患難、默默無聞、但事奉主的心蒙神喜悅

的人。我，身為苦心栽植兒子的母親，是否樂見上帝以

任何我看來卑微的方式使用我的孩子們？這個挑戰來自

愛我、呼召我的主，祂的恩典和可畏使我決定順服，於

是我回應主：「四個孩子都是主所託付，主對他們的未

來有所有的主權！」

當三兒子確診時，我想起那夜我與主的對話。祂

愛我兒子，而祂允許這事發生，我想祂要我們帶著榮耀

主、影響人靠近主的心志來走過療程。有人說那夜是主

在預備我面對苦難，但對我有份更可貴的意義---以母親

的身分全然降服於主！

父母信靠主 孩子蒙祝福

兒子開始化療，令我最困惑的是，主為何允許治

呼召是工作，還是生命？
不在前線，也能
       協助完成大使命

以愛馴服 的 奇幻旅程

文／伍嘉慧

順主靠主 媽咪心  

文／楊麗昌

我挫折，也疑惑上帝對我全職事奉的呼召結束了嗎？其

實，是我不懂母親（無論幾個孩子）的真正價值；也一

直把信仰（人生）活成「工作」與「生活」二個壁壘分

明的面向。

藉著「好好生活」榮耀神

「母親」，要肩負起家中每天重複又不可避免的

收納整理、清潔和料理工作，以及沒有下班時間的時間

表。「農場上的女工可以透過擠牛奶來榮耀神。」馬丁

路德這句偉大的話並不能讓我馬上接受現況。常常是一

邊當家政婦，又一邊緬懷往日的輝煌而心意不堅。直到

看到日劇「月薪嬌妻」的女主角，展現出日本人對「職

業」普遍有的尊敬、認真和全力以赴，她在面對家務和

料理的工作上，和辦公職場的專業人士一樣，甚至態度

更積極且出色時，我漸漸明白絆住自己的癥結。

每當夜幕低垂，千門萬戶的燈光，不只妝扮著每

個夜色，更引導著每個人歸家的腳步。每一次，當家門

被推開時，迎面而來的一切，無論是乾淨清潔、舒適

溫暖的環境，或是美味營養的飯

菜，還有體貼的問候關懷與支持

鼓勵，都在造就家中的每個人、

也是見證神。我開始明白，此時

的我，「好好生活」就是我的服

事、也是我的見證。當一位母親

在神的心意中，好好生活——盡

力完成家中的重要工作又樂在其

中時，透過造就自己，她也造就

了配偶與孩子。

文／張嘉羚

到的眼光和建議，讓成品更加吸引人和感動人。

在事工中我並非完全參與一線的服事，在家庭的

崗位上服事、帶著孩子為父親禱告，是我更常做的事，

我相信我已經參與「完成大使命」的行列。

十六年前，我和嘉揚一起就讀浸信會神學院，當

我們一年級時，每個週末我們會開車前往台中我父親牧

養的教會實習。嘉揚負責許多台前的事務，我負責許多

行政關懷的任務，他唱歌帶敬拜、我就彈琴；他協助我

父親主日程序，我就灑掃教會等會友來，忙到主日下

午，會友離去後，我和嘉揚拎著疲憊，再開車回到台

北，雖然路途經常塞車，但我們會在車上聊個不停，嘉

揚累了，會開車隨便下個交流道，找個小吃攤，吃個麵

飯，然後再上路……。

回想這一段日子，夫妻一前一後，同心服事，直

到如今，仍是我很懷念的日子。說實在，夫妻同心合一

服事的感受，已經超越像是「命令式」的需要「完成大

使命」的感受，我體會到，夫妻的同心，各種情境下的

「服事」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

社會性隔絕，當人沒有社會的背景襯托，在海上獨立漂

流時，面對的將不是宗教問題，而是人與上帝的問題

……」。一日睡前，我如同挫敗的逃兵，用盡最後的力

氣在床邊陪伴孩子們。我望著那一整天被我管教、使我

頻頻動怒的五歲孩子，說：「你覺得媽媽今天給你打幾

分呢？」他竟回我：「上帝給你幾分呢？」，我一時

轉不過來，老大幫忙解釋說：「上帝要給他的分數就

是我給他的分數。」當下我不加思索的說出：「一百

分！」，我深深為著孩子不落入分數的陷阱中而自慚不

已。每當自我價值受挫時，上帝給的最好鼓勵往往是來

自我所造就的小小門徒。

昔日在大學裡造就倍增門徒，接觸到許多來自基

督教家庭的學生，但是其中立刻就能委身真心跟隨主

的，少之又少。這個經歷使我期盼孩子將來能成為已經

預備好自己的門徒，在大學後就能為主發揮影響力。而

其關鍵路徑就在「從零開始與孩子建立有安全感的關

係」，使他們更能因愛而臣服上帝的權柄、回應上帝的

選召。

文／江怡姿

病的過程把我們六人拆成醫院和家裡兩半？幾年來我們

總把孩子帶在身邊影響他們：我親自帶孩子，先生事工

的聚會和短宣我們不辭辛勞全家參與。療程中，為了讓

四個孩子都仍在爸媽的引導中成長，三兒子住院時由先

生全天候照顧，而我帶另外三個，不把任何一個孩子托

給親友。治療頭幾個月，三兒子和先生幾乎以醫院為

家。有次送他們去醫院，我的心空了一半；淚眼中我問

主：「祢的能力浩大，為何不阻止孩子血癌的發生？讓

四個孩子過父母都在場的正常生活不是更好？」

上帝讓我想起幾年前，我勸一位懷孕被判定胎兒

發育有問題的姊妹不要引產，讓上帝決定胎死腹中或出

生。相勸後她仍以醫療終止胎兒生命。後來我得知她

的想法：「若不是把胎兒引產，我的孩子有個殘障的手

足，怎麼可能過正常生活？」我當下的反應是：「不！

對孩子來說，正常的生活是看到父母不論在多大的困境

下都信靠神！」想到這事，我覺得我得到上帝的回答

了！不論困難多大，身處醫院或家裡，只要我和先生信

靠神，孩子就是過著上帝眼中的「正常生活」！

兒子療程渡過三分之一，我們夫妻攜手適應了照

顧四個孩子且其一是癌童的生活。非常苦，但對神的信

靠很深。每晚我們一家六口的「感恩時間」裡，孩子們

總是搶著說感恩的事，三兒子每天都說「感謝主我在家

裡沒去住院」！我們六人都深知，每件小事都是信靠神

得來的！

為主閃耀的
媽媽力1 為主閃耀的

媽媽力2

▲ 楊麗昌全家在福音聚會中當招待

▲ 張嘉羚家全家福

▲ 2014年伍嘉慧全家赴韓，參加學園東亞區大會

為主閃耀的
媽媽力4

▼ 江怡姿家背影照（維護病童隱私）

為主閃耀的
媽媽力3



晚
婚晚生讓單身多年的我早已習慣「女傳道人

生」。在結婚後，雖然我從教會傳道轉為師母身

份，但心態和服事的內容上卻與女傳道（婚前）無異。

後來我們離開牧會事奉，神帶領我在一個教育協會總部

的公關部門工作，直到產前一個月開始請假。在今天，

結婚不會改變一個女性太多，甚至是懷孕三十六週都在

工作的我，仍然享有完全的自由和時間。一旦第一個孩

子出生後，尤其是選擇在家育兒的母親，個人的自由與

時間都像被「有期褫奪公權」般消失了。開始在家育兒

後，我心中不斷盤算的是，等孩子N歲後，可以再開始

服事。「回到全職工作」是我對自己邁入退休前的最高

肯定。

成為母親後不久，我和先生一起加入（重回）學

園服事。我在過去單身同工與媽媽同工二者差異的碰撞

衝擊中，一度迷失還幾乎溺水。許多會內的媽媽同工，

展現出的「成果」，包括兒女成群、從過去擅長且表現

優異的事奉戰場轉戰家庭，她們個個從容自在的面對家

庭生活、兒女教養有成又全力支持著配偶的事奉......，

這些對我，就像陌生的異國外語般，在無法溝通之下，

來
到學園2300多個日子，從四口之家升格為五口

之家，孩子們由幼兒邁入少年，我和先生的歲數

從三字頭來到四字頭，神託付我們的事工也從零到穩定

成長，一切的一切都不斷在變化中渡過，唯一不變的是

神的呼召和使命。

外子（嘉揚）的任務，在於透過音樂來傳福音，

我的責任就是照管家庭，成為先生最好的幫助者和後

盾，一直以來，這是我的感動，也是我們的默契。如

果要問我「身為一個學園媽媽同工如何協助完成大使

命？」，這正是我的答案。

「完成大使命」，不一定要站在最前線。

撒母耳記講到，前線打仗的和看守兵器的都同得

獎賞，他們的任務一樣重要。另一個例子是以色列人與

亞瑪力人爭戰，有戰場上打仗的，在山頂上有摩西、亞

倫、戶珥在為他們禱告。由此可見，「服事」不是只有

站在最前線，目前我的負擔和感動，就是照管好家庭，

在各方面成為先生幫助者的角色。

幕前義不容辭 幕後堅守崗位

但話說回來，如果有前線服事的機會，我去不去

呢？

當然，義不容辭！有好幾次，我擔任嘉揚的鼓

手，事實上我是聖樂系，彈琴唱歌是我的主修，當嘉揚

有需要時，或是我的時間允許時，我也會參與一線的服

事。有時嘉揚在服事時，團隊中的姊妹若有些需要，嘉

揚也會試著轉介給我。還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雖然嘉

揚是專業音樂人，但當他製作新歌、或是寫了新的MV

劇本、或是編了新曲，總會請我這非專業的音樂人、影

評人給予建議，這樣配搭幾次後，嘉揚總說我有特別獨

李
安的電影《少年PI的奇幻漂流》描述一名男孩在

太平洋上與虎同船求生存的故事。而在我成為全

職媽媽的旅程中，也曾經歷過「迷失、求生、否極泰

來」的奇幻漂流。

我的母親給予我美好的信仰傳承，所以即使經歷

過信仰的叛逆期，我和天父的關係仍如親情般密不可

分。當全職媽媽三千多日，許多日子就像一片汪洋，載

浮載沉，對未來感到迷惘，還要全天面對嗷嗷待哺的幼

兒，被迫為母則強。與電影不同的是，我要學習道成肉

身的耶穌，如虎媽般馴養三隻幼虎，而非面對充滿野性

的成虎。同時，我也非孤身奮戰，外子是與我同受生命

之恩，同心將經營婚姻、家庭視為個人事工，持續將目

光聚焦在屬天的大使命。

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節：「約拿三天三夜在大魚

肚腹裡，人子也要這樣三日三夜在地裡頭。」聖經對於

這三天三夜並無多加描述，在「被限制的時間與空間」

下還有什麼好說的嗎？但試想，若約拿和人子耶穌跳過

這三天三夜，就無法帶出尼尼微城的轉化、悔改，也無

法實現舊約記載人子三天後復活的預言。同樣的，全職

媽媽花大把的青春全職在家，過著看似瑣碎無奇的育兒

生活，卻是邁向「成全」的必經之路。

殊途同歸 全為使命

若不是孩子如同誠實的鏡子反射出我的真實光

景，我仍在虛實之間看不清自己。若不是一次又一次的

憑信心為家庭捨己，如同耶穌被埋葬來成全天父旨意，

我又如何能心甘情願地委身家庭。起初三年的傳道事奉

與這十年委身家庭的歷程，這兩條路表面看似背道而

馳，卻有異曲同工之妙，二者對協助完成大使命是相輔

相成的。

導演李安說:「我用動物來演出故事，就是將人和

先
生和我期待透過栽培敬虔後代，對下一代協助完

成大使命有所貢獻。神施恩在六年間賜我們四個

兒子。然而四兒子出生同時，三兒子確診罹患血癌。

三兒子發病前的某晚，我夢見我向朋友說：「除

非ㄧ件事與大使命有關，不然我不會去做。親自帶孩子

已六年，我很清楚我正在傳承屬靈生命到下一代。」夢

醒的夜半時分，我的心思清晰地感覺到一個問題臨到

我：我傾全力栽培的兒子們，若未來上帝使用他們的方

法，不是成為影響力巨大、帶領千萬人歸主的屬靈偉

人，而是受盡患難、默默無聞、但事奉主的心蒙神喜悅

的人。我，身為苦心栽植兒子的母親，是否樂見上帝以

任何我看來卑微的方式使用我的孩子們？這個挑戰來自

愛我、呼召我的主，祂的恩典和可畏使我決定順服，於

是我回應主：「四個孩子都是主所託付，主對他們的未

來有所有的主權！」

當三兒子確診時，我想起那夜我與主的對話。祂

愛我兒子，而祂允許這事發生，我想祂要我們帶著榮耀

主、影響人靠近主的心志來走過療程。有人說那夜是主

在預備我面對苦難，但對我有份更可貴的意義---以母親

的身分全然降服於主！

父母信靠主 孩子蒙祝福

兒子開始化療，令我最困惑的是，主為何允許治

呼召是工作，還是生命？
不在前線，也能
       協助完成大使命

以愛馴服 的 奇幻旅程

文／伍嘉慧

順主靠主 媽咪心  

文／楊麗昌

我挫折，也疑惑上帝對我全職事奉的呼召結束了嗎？其

實，是我不懂母親（無論幾個孩子）的真正價值；也一

直把信仰（人生）活成「工作」與「生活」二個壁壘分

明的面向。

藉著「好好生活」榮耀神

「母親」，要肩負起家中每天重複又不可避免的

收納整理、清潔和料理工作，以及沒有下班時間的時間

表。「農場上的女工可以透過擠牛奶來榮耀神。」馬丁

路德這句偉大的話並不能讓我馬上接受現況。常常是一

邊當家政婦，又一邊緬懷往日的輝煌而心意不堅。直到

看到日劇「月薪嬌妻」的女主角，展現出日本人對「職

業」普遍有的尊敬、認真和全力以赴，她在面對家務和

料理的工作上，和辦公職場的專業人士一樣，甚至態度

更積極且出色時，我漸漸明白絆住自己的癥結。

每當夜幕低垂，千門萬戶的燈光，不只妝扮著每

個夜色，更引導著每個人歸家的腳步。每一次，當家門

被推開時，迎面而來的一切，無論是乾淨清潔、舒適

溫暖的環境，或是美味營養的飯

菜，還有體貼的問候關懷與支持

鼓勵，都在造就家中的每個人、

也是見證神。我開始明白，此時

的我，「好好生活」就是我的服

事、也是我的見證。當一位母親

在神的心意中，好好生活——盡

力完成家中的重要工作又樂在其

中時，透過造就自己，她也造就

了配偶與孩子。

文／張嘉羚

到的眼光和建議，讓成品更加吸引人和感動人。

在事工中我並非完全參與一線的服事，在家庭的

崗位上服事、帶著孩子為父親禱告，是我更常做的事，

我相信我已經參與「完成大使命」的行列。

十六年前，我和嘉揚一起就讀浸信會神學院，當

我們一年級時，每個週末我們會開車前往台中我父親牧

養的教會實習。嘉揚負責許多台前的事務，我負責許多

行政關懷的任務，他唱歌帶敬拜、我就彈琴；他協助我

父親主日程序，我就灑掃教會等會友來，忙到主日下

午，會友離去後，我和嘉揚拎著疲憊，再開車回到台

北，雖然路途經常塞車，但我們會在車上聊個不停，嘉

揚累了，會開車隨便下個交流道，找個小吃攤，吃個麵

飯，然後再上路……。

回想這一段日子，夫妻一前一後，同心服事，直

到如今，仍是我很懷念的日子。說實在，夫妻同心合一

服事的感受，已經超越像是「命令式」的需要「完成大

使命」的感受，我體會到，夫妻的同心，各種情境下的

「服事」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

社會性隔絕，當人沒有社會的背景襯托，在海上獨立漂

流時，面對的將不是宗教問題，而是人與上帝的問題

……」。一日睡前，我如同挫敗的逃兵，用盡最後的力

氣在床邊陪伴孩子們。我望著那一整天被我管教、使我

頻頻動怒的五歲孩子，說：「你覺得媽媽今天給你打幾

分呢？」他竟回我：「上帝給你幾分呢？」，我一時

轉不過來，老大幫忙解釋說：「上帝要給他的分數就

是我給他的分數。」當下我不加思索的說出：「一百

分！」，我深深為著孩子不落入分數的陷阱中而自慚不

已。每當自我價值受挫時，上帝給的最好鼓勵往往是來

自我所造就的小小門徒。

昔日在大學裡造就倍增門徒，接觸到許多來自基

督教家庭的學生，但是其中立刻就能委身真心跟隨主

的，少之又少。這個經歷使我期盼孩子將來能成為已經

預備好自己的門徒，在大學後就能為主發揮影響力。而

其關鍵路徑就在「從零開始與孩子建立有安全感的關

係」，使他們更能因愛而臣服上帝的權柄、回應上帝的

選召。

文／江怡姿

病的過程把我們六人拆成醫院和家裡兩半？幾年來我們

總把孩子帶在身邊影響他們：我親自帶孩子，先生事工

的聚會和短宣我們不辭辛勞全家參與。療程中，為了讓

四個孩子都仍在爸媽的引導中成長，三兒子住院時由先

生全天候照顧，而我帶另外三個，不把任何一個孩子托

給親友。治療頭幾個月，三兒子和先生幾乎以醫院為

家。有次送他們去醫院，我的心空了一半；淚眼中我問

主：「祢的能力浩大，為何不阻止孩子血癌的發生？讓

四個孩子過父母都在場的正常生活不是更好？」

上帝讓我想起幾年前，我勸一位懷孕被判定胎兒

發育有問題的姊妹不要引產，讓上帝決定胎死腹中或出

生。相勸後她仍以醫療終止胎兒生命。後來我得知她

的想法：「若不是把胎兒引產，我的孩子有個殘障的手

足，怎麼可能過正常生活？」我當下的反應是：「不！

對孩子來說，正常的生活是看到父母不論在多大的困境

下都信靠神！」想到這事，我覺得我得到上帝的回答

了！不論困難多大，身處醫院或家裡，只要我和先生信

靠神，孩子就是過著上帝眼中的「正常生活」！

兒子療程渡過三分之一，我們夫妻攜手適應了照

顧四個孩子且其一是癌童的生活。非常苦，但對神的信

靠很深。每晚我們一家六口的「感恩時間」裡，孩子們

總是搶著說感恩的事，三兒子每天都說「感謝主我在家

裡沒去住院」！我們六人都深知，每件小事都是信靠神

得來的！

為主閃耀的
媽媽力1 為主閃耀的

媽媽力2

▲ 楊麗昌全家在福音聚會中當招待

▲ 張嘉羚家全家福

▲ 2014年伍嘉慧全家赴韓，參加學園東亞區大會

為主閃耀的
媽媽力4

▼ 江怡姿家背影照（維護病童隱私）

為主閃耀的
媽媽力3



晚
婚晚生讓單身多年的我早已習慣「女傳道人

生」。在結婚後，雖然我從教會傳道轉為師母身

份，但心態和服事的內容上卻與女傳道（婚前）無異。

後來我們離開牧會事奉，神帶領我在一個教育協會總部

的公關部門工作，直到產前一個月開始請假。在今天，

結婚不會改變一個女性太多，甚至是懷孕三十六週都在

工作的我，仍然享有完全的自由和時間。一旦第一個孩

子出生後，尤其是選擇在家育兒的母親，個人的自由與

時間都像被「有期褫奪公權」般消失了。開始在家育兒

後，我心中不斷盤算的是，等孩子N歲後，可以再開始

服事。「回到全職工作」是我對自己邁入退休前的最高

肯定。

成為母親後不久，我和先生一起加入（重回）學

園服事。我在過去單身同工與媽媽同工二者差異的碰撞

衝擊中，一度迷失還幾乎溺水。許多會內的媽媽同工，

展現出的「成果」，包括兒女成群、從過去擅長且表現

優異的事奉戰場轉戰家庭，她們個個從容自在的面對家

庭生活、兒女教養有成又全力支持著配偶的事奉......，

這些對我，就像陌生的異國外語般，在無法溝通之下，

來
到學園2300多個日子，從四口之家升格為五口

之家，孩子們由幼兒邁入少年，我和先生的歲數

從三字頭來到四字頭，神託付我們的事工也從零到穩定

成長，一切的一切都不斷在變化中渡過，唯一不變的是

神的呼召和使命。

外子（嘉揚）的任務，在於透過音樂來傳福音，

我的責任就是照管家庭，成為先生最好的幫助者和後

盾，一直以來，這是我的感動，也是我們的默契。如

果要問我「身為一個學園媽媽同工如何協助完成大使

命？」，這正是我的答案。

「完成大使命」，不一定要站在最前線。

撒母耳記講到，前線打仗的和看守兵器的都同得

獎賞，他們的任務一樣重要。另一個例子是以色列人與

亞瑪力人爭戰，有戰場上打仗的，在山頂上有摩西、亞

倫、戶珥在為他們禱告。由此可見，「服事」不是只有

站在最前線，目前我的負擔和感動，就是照管好家庭，

在各方面成為先生幫助者的角色。

幕前義不容辭 幕後堅守崗位

但話說回來，如果有前線服事的機會，我去不去

呢？

當然，義不容辭！有好幾次，我擔任嘉揚的鼓

手，事實上我是聖樂系，彈琴唱歌是我的主修，當嘉揚

有需要時，或是我的時間允許時，我也會參與一線的服

事。有時嘉揚在服事時，團隊中的姊妹若有些需要，嘉

揚也會試著轉介給我。還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雖然嘉

揚是專業音樂人，但當他製作新歌、或是寫了新的MV

劇本、或是編了新曲，總會請我這非專業的音樂人、影

評人給予建議，這樣配搭幾次後，嘉揚總說我有特別獨

李
安的電影《少年PI的奇幻漂流》描述一名男孩在

太平洋上與虎同船求生存的故事。而在我成為全

職媽媽的旅程中，也曾經歷過「迷失、求生、否極泰

來」的奇幻漂流。

我的母親給予我美好的信仰傳承，所以即使經歷

過信仰的叛逆期，我和天父的關係仍如親情般密不可

分。當全職媽媽三千多日，許多日子就像一片汪洋，載

浮載沉，對未來感到迷惘，還要全天面對嗷嗷待哺的幼

兒，被迫為母則強。與電影不同的是，我要學習道成肉

身的耶穌，如虎媽般馴養三隻幼虎，而非面對充滿野性

的成虎。同時，我也非孤身奮戰，外子是與我同受生命

之恩，同心將經營婚姻、家庭視為個人事工，持續將目

光聚焦在屬天的大使命。

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節：「約拿三天三夜在大魚

肚腹裡，人子也要這樣三日三夜在地裡頭。」聖經對於

這三天三夜並無多加描述，在「被限制的時間與空間」

下還有什麼好說的嗎？但試想，若約拿和人子耶穌跳過

這三天三夜，就無法帶出尼尼微城的轉化、悔改，也無

法實現舊約記載人子三天後復活的預言。同樣的，全職

媽媽花大把的青春全職在家，過著看似瑣碎無奇的育兒

生活，卻是邁向「成全」的必經之路。

殊途同歸 全為使命

若不是孩子如同誠實的鏡子反射出我的真實光

景，我仍在虛實之間看不清自己。若不是一次又一次的

憑信心為家庭捨己，如同耶穌被埋葬來成全天父旨意，

我又如何能心甘情願地委身家庭。起初三年的傳道事奉

與這十年委身家庭的歷程，這兩條路表面看似背道而

馳，卻有異曲同工之妙，二者對協助完成大使命是相輔

相成的。

導演李安說:「我用動物來演出故事，就是將人和

先
生和我期待透過栽培敬虔後代，對下一代協助完

成大使命有所貢獻。神施恩在六年間賜我們四個

兒子。然而四兒子出生同時，三兒子確診罹患血癌。

三兒子發病前的某晚，我夢見我向朋友說：「除

非ㄧ件事與大使命有關，不然我不會去做。親自帶孩子

已六年，我很清楚我正在傳承屬靈生命到下一代。」夢

醒的夜半時分，我的心思清晰地感覺到一個問題臨到

我：我傾全力栽培的兒子們，若未來上帝使用他們的方

法，不是成為影響力巨大、帶領千萬人歸主的屬靈偉

人，而是受盡患難、默默無聞、但事奉主的心蒙神喜悅

的人。我，身為苦心栽植兒子的母親，是否樂見上帝以

任何我看來卑微的方式使用我的孩子們？這個挑戰來自

愛我、呼召我的主，祂的恩典和可畏使我決定順服，於

是我回應主：「四個孩子都是主所託付，主對他們的未

來有所有的主權！」

當三兒子確診時，我想起那夜我與主的對話。祂

愛我兒子，而祂允許這事發生，我想祂要我們帶著榮耀

主、影響人靠近主的心志來走過療程。有人說那夜是主

在預備我面對苦難，但對我有份更可貴的意義---以母親

的身分全然降服於主！

父母信靠主 孩子蒙祝福

兒子開始化療，令我最困惑的是，主為何允許治

呼召是工作，還是生命？
不在前線，也能
       協助完成大使命

以愛馴服 的 奇幻旅程

文／伍嘉慧

順主靠主 媽咪心  

文／楊麗昌

我挫折，也疑惑上帝對我全職事奉的呼召結束了嗎？其

實，是我不懂母親（無論幾個孩子）的真正價值；也一

直把信仰（人生）活成「工作」與「生活」二個壁壘分

明的面向。

藉著「好好生活」榮耀神

「母親」，要肩負起家中每天重複又不可避免的

收納整理、清潔和料理工作，以及沒有下班時間的時間

表。「農場上的女工可以透過擠牛奶來榮耀神。」馬丁

路德這句偉大的話並不能讓我馬上接受現況。常常是一

邊當家政婦，又一邊緬懷往日的輝煌而心意不堅。直到

看到日劇「月薪嬌妻」的女主角，展現出日本人對「職

業」普遍有的尊敬、認真和全力以赴，她在面對家務和

料理的工作上，和辦公職場的專業人士一樣，甚至態度

更積極且出色時，我漸漸明白絆住自己的癥結。

每當夜幕低垂，千門萬戶的燈光，不只妝扮著每

個夜色，更引導著每個人歸家的腳步。每一次，當家門

被推開時，迎面而來的一切，無論是乾淨清潔、舒適

溫暖的環境，或是美味營養的飯

菜，還有體貼的問候關懷與支持

鼓勵，都在造就家中的每個人、

也是見證神。我開始明白，此時

的我，「好好生活」就是我的服

事、也是我的見證。當一位母親

在神的心意中，好好生活——盡

力完成家中的重要工作又樂在其

中時，透過造就自己，她也造就

了配偶與孩子。

文／張嘉羚

到的眼光和建議，讓成品更加吸引人和感動人。

在事工中我並非完全參與一線的服事，在家庭的

崗位上服事、帶著孩子為父親禱告，是我更常做的事，

我相信我已經參與「完成大使命」的行列。

十六年前，我和嘉揚一起就讀浸信會神學院，當

我們一年級時，每個週末我們會開車前往台中我父親牧

養的教會實習。嘉揚負責許多台前的事務，我負責許多

行政關懷的任務，他唱歌帶敬拜、我就彈琴；他協助我

父親主日程序，我就灑掃教會等會友來，忙到主日下

午，會友離去後，我和嘉揚拎著疲憊，再開車回到台

北，雖然路途經常塞車，但我們會在車上聊個不停，嘉

揚累了，會開車隨便下個交流道，找個小吃攤，吃個麵

飯，然後再上路……。

回想這一段日子，夫妻一前一後，同心服事，直

到如今，仍是我很懷念的日子。說實在，夫妻同心合一

服事的感受，已經超越像是「命令式」的需要「完成大

使命」的感受，我體會到，夫妻的同心，各種情境下的

「服事」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

社會性隔絕，當人沒有社會的背景襯托，在海上獨立漂

流時，面對的將不是宗教問題，而是人與上帝的問題

……」。一日睡前，我如同挫敗的逃兵，用盡最後的力

氣在床邊陪伴孩子們。我望著那一整天被我管教、使我

頻頻動怒的五歲孩子，說：「你覺得媽媽今天給你打幾

分呢？」他竟回我：「上帝給你幾分呢？」，我一時

轉不過來，老大幫忙解釋說：「上帝要給他的分數就

是我給他的分數。」當下我不加思索的說出：「一百

分！」，我深深為著孩子不落入分數的陷阱中而自慚不

已。每當自我價值受挫時，上帝給的最好鼓勵往往是來

自我所造就的小小門徒。

昔日在大學裡造就倍增門徒，接觸到許多來自基

督教家庭的學生，但是其中立刻就能委身真心跟隨主

的，少之又少。這個經歷使我期盼孩子將來能成為已經

預備好自己的門徒，在大學後就能為主發揮影響力。而

其關鍵路徑就在「從零開始與孩子建立有安全感的關

係」，使他們更能因愛而臣服上帝的權柄、回應上帝的

選召。

文／江怡姿

病的過程把我們六人拆成醫院和家裡兩半？幾年來我們

總把孩子帶在身邊影響他們：我親自帶孩子，先生事工

的聚會和短宣我們不辭辛勞全家參與。療程中，為了讓

四個孩子都仍在爸媽的引導中成長，三兒子住院時由先

生全天候照顧，而我帶另外三個，不把任何一個孩子托

給親友。治療頭幾個月，三兒子和先生幾乎以醫院為

家。有次送他們去醫院，我的心空了一半；淚眼中我問

主：「祢的能力浩大，為何不阻止孩子血癌的發生？讓

四個孩子過父母都在場的正常生活不是更好？」

上帝讓我想起幾年前，我勸一位懷孕被判定胎兒

發育有問題的姊妹不要引產，讓上帝決定胎死腹中或出

生。相勸後她仍以醫療終止胎兒生命。後來我得知她

的想法：「若不是把胎兒引產，我的孩子有個殘障的手

足，怎麼可能過正常生活？」我當下的反應是：「不！

對孩子來說，正常的生活是看到父母不論在多大的困境

下都信靠神！」想到這事，我覺得我得到上帝的回答

了！不論困難多大，身處醫院或家裡，只要我和先生信

靠神，孩子就是過著上帝眼中的「正常生活」！

兒子療程渡過三分之一，我們夫妻攜手適應了照

顧四個孩子且其一是癌童的生活。非常苦，但對神的信

靠很深。每晚我們一家六口的「感恩時間」裡，孩子們

總是搶著說感恩的事，三兒子每天都說「感謝主我在家

裡沒去住院」！我們六人都深知，每件小事都是信靠神

得來的！

為主閃耀的
媽媽力1 為主閃耀的

媽媽力2

▲ 楊麗昌全家在福音聚會中當招待

▲ 張嘉羚家全家福

▲ 2014年伍嘉慧全家赴韓，參加學園東亞區大會

為主閃耀的
媽媽力4

▼ 江怡姿家背影照（維護病童隱私）

為主閃耀的
媽媽力3



晚
婚晚生讓單身多年的我早已習慣「女傳道人

生」。在結婚後，雖然我從教會傳道轉為師母身

份，但心態和服事的內容上卻與女傳道（婚前）無異。

後來我們離開牧會事奉，神帶領我在一個教育協會總部

的公關部門工作，直到產前一個月開始請假。在今天，

結婚不會改變一個女性太多，甚至是懷孕三十六週都在

工作的我，仍然享有完全的自由和時間。一旦第一個孩

子出生後，尤其是選擇在家育兒的母親，個人的自由與

時間都像被「有期褫奪公權」般消失了。開始在家育兒

後，我心中不斷盤算的是，等孩子N歲後，可以再開始

服事。「回到全職工作」是我對自己邁入退休前的最高

肯定。

成為母親後不久，我和先生一起加入（重回）學

園服事。我在過去單身同工與媽媽同工二者差異的碰撞

衝擊中，一度迷失還幾乎溺水。許多會內的媽媽同工，

展現出的「成果」，包括兒女成群、從過去擅長且表現

優異的事奉戰場轉戰家庭，她們個個從容自在的面對家

庭生活、兒女教養有成又全力支持著配偶的事奉......，

這些對我，就像陌生的異國外語般，在無法溝通之下，

來
到學園2300多個日子，從四口之家升格為五口

之家，孩子們由幼兒邁入少年，我和先生的歲數

從三字頭來到四字頭，神託付我們的事工也從零到穩定

成長，一切的一切都不斷在變化中渡過，唯一不變的是

神的呼召和使命。

外子（嘉揚）的任務，在於透過音樂來傳福音，

我的責任就是照管家庭，成為先生最好的幫助者和後

盾，一直以來，這是我的感動，也是我們的默契。如

果要問我「身為一個學園媽媽同工如何協助完成大使

命？」，這正是我的答案。

「完成大使命」，不一定要站在最前線。

撒母耳記講到，前線打仗的和看守兵器的都同得

獎賞，他們的任務一樣重要。另一個例子是以色列人與

亞瑪力人爭戰，有戰場上打仗的，在山頂上有摩西、亞

倫、戶珥在為他們禱告。由此可見，「服事」不是只有

站在最前線，目前我的負擔和感動，就是照管好家庭，

在各方面成為先生幫助者的角色。

幕前義不容辭 幕後堅守崗位

但話說回來，如果有前線服事的機會，我去不去

呢？

當然，義不容辭！有好幾次，我擔任嘉揚的鼓

手，事實上我是聖樂系，彈琴唱歌是我的主修，當嘉揚

有需要時，或是我的時間允許時，我也會參與一線的服

事。有時嘉揚在服事時，團隊中的姊妹若有些需要，嘉

揚也會試著轉介給我。還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雖然嘉

揚是專業音樂人，但當他製作新歌、或是寫了新的MV

劇本、或是編了新曲，總會請我這非專業的音樂人、影

評人給予建議，這樣配搭幾次後，嘉揚總說我有特別獨

李
安的電影《少年PI的奇幻漂流》描述一名男孩在

太平洋上與虎同船求生存的故事。而在我成為全

職媽媽的旅程中，也曾經歷過「迷失、求生、否極泰

來」的奇幻漂流。

我的母親給予我美好的信仰傳承，所以即使經歷

過信仰的叛逆期，我和天父的關係仍如親情般密不可

分。當全職媽媽三千多日，許多日子就像一片汪洋，載

浮載沉，對未來感到迷惘，還要全天面對嗷嗷待哺的幼

兒，被迫為母則強。與電影不同的是，我要學習道成肉

身的耶穌，如虎媽般馴養三隻幼虎，而非面對充滿野性

的成虎。同時，我也非孤身奮戰，外子是與我同受生命

之恩，同心將經營婚姻、家庭視為個人事工，持續將目

光聚焦在屬天的大使命。

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節：「約拿三天三夜在大魚

肚腹裡，人子也要這樣三日三夜在地裡頭。」聖經對於

這三天三夜並無多加描述，在「被限制的時間與空間」

下還有什麼好說的嗎？但試想，若約拿和人子耶穌跳過

這三天三夜，就無法帶出尼尼微城的轉化、悔改，也無

法實現舊約記載人子三天後復活的預言。同樣的，全職

媽媽花大把的青春全職在家，過著看似瑣碎無奇的育兒

生活，卻是邁向「成全」的必經之路。

殊途同歸 全為使命

若不是孩子如同誠實的鏡子反射出我的真實光

景，我仍在虛實之間看不清自己。若不是一次又一次的

憑信心為家庭捨己，如同耶穌被埋葬來成全天父旨意，

我又如何能心甘情願地委身家庭。起初三年的傳道事奉

與這十年委身家庭的歷程，這兩條路表面看似背道而

馳，卻有異曲同工之妙，二者對協助完成大使命是相輔

相成的。

導演李安說:「我用動物來演出故事，就是將人和

先
生和我期待透過栽培敬虔後代，對下一代協助完

成大使命有所貢獻。神施恩在六年間賜我們四個

兒子。然而四兒子出生同時，三兒子確診罹患血癌。

三兒子發病前的某晚，我夢見我向朋友說：「除

非ㄧ件事與大使命有關，不然我不會去做。親自帶孩子

已六年，我很清楚我正在傳承屬靈生命到下一代。」夢

醒的夜半時分，我的心思清晰地感覺到一個問題臨到

我：我傾全力栽培的兒子們，若未來上帝使用他們的方

法，不是成為影響力巨大、帶領千萬人歸主的屬靈偉

人，而是受盡患難、默默無聞、但事奉主的心蒙神喜悅

的人。我，身為苦心栽植兒子的母親，是否樂見上帝以

任何我看來卑微的方式使用我的孩子們？這個挑戰來自

愛我、呼召我的主，祂的恩典和可畏使我決定順服，於

是我回應主：「四個孩子都是主所託付，主對他們的未

來有所有的主權！」

當三兒子確診時，我想起那夜我與主的對話。祂

愛我兒子，而祂允許這事發生，我想祂要我們帶著榮耀

主、影響人靠近主的心志來走過療程。有人說那夜是主

在預備我面對苦難，但對我有份更可貴的意義---以母親

的身分全然降服於主！

父母信靠主 孩子蒙祝福

兒子開始化療，令我最困惑的是，主為何允許治

呼召是工作，還是生命？
不在前線，也能
       協助完成大使命

以愛馴服 的 奇幻旅程

文／伍嘉慧

順主靠主 媽咪心  

文／楊麗昌

我挫折，也疑惑上帝對我全職事奉的呼召結束了嗎？其

實，是我不懂母親（無論幾個孩子）的真正價值；也一

直把信仰（人生）活成「工作」與「生活」二個壁壘分

明的面向。

藉著「好好生活」榮耀神

「母親」，要肩負起家中每天重複又不可避免的

收納整理、清潔和料理工作，以及沒有下班時間的時間

表。「農場上的女工可以透過擠牛奶來榮耀神。」馬丁

路德這句偉大的話並不能讓我馬上接受現況。常常是一

邊當家政婦，又一邊緬懷往日的輝煌而心意不堅。直到

看到日劇「月薪嬌妻」的女主角，展現出日本人對「職

業」普遍有的尊敬、認真和全力以赴，她在面對家務和

料理的工作上，和辦公職場的專業人士一樣，甚至態度

更積極且出色時，我漸漸明白絆住自己的癥結。

每當夜幕低垂，千門萬戶的燈光，不只妝扮著每

個夜色，更引導著每個人歸家的腳步。每一次，當家門

被推開時，迎面而來的一切，無論是乾淨清潔、舒適

溫暖的環境，或是美味營養的飯

菜，還有體貼的問候關懷與支持

鼓勵，都在造就家中的每個人、

也是見證神。我開始明白，此時

的我，「好好生活」就是我的服

事、也是我的見證。當一位母親

在神的心意中，好好生活——盡

力完成家中的重要工作又樂在其

中時，透過造就自己，她也造就

了配偶與孩子。

文／張嘉羚

到的眼光和建議，讓成品更加吸引人和感動人。

在事工中我並非完全參與一線的服事，在家庭的

崗位上服事、帶著孩子為父親禱告，是我更常做的事，

我相信我已經參與「完成大使命」的行列。

十六年前，我和嘉揚一起就讀浸信會神學院，當

我們一年級時，每個週末我們會開車前往台中我父親牧

養的教會實習。嘉揚負責許多台前的事務，我負責許多

行政關懷的任務，他唱歌帶敬拜、我就彈琴；他協助我

父親主日程序，我就灑掃教會等會友來，忙到主日下

午，會友離去後，我和嘉揚拎著疲憊，再開車回到台

北，雖然路途經常塞車，但我們會在車上聊個不停，嘉

揚累了，會開車隨便下個交流道，找個小吃攤，吃個麵

飯，然後再上路……。

回想這一段日子，夫妻一前一後，同心服事，直

到如今，仍是我很懷念的日子。說實在，夫妻同心合一

服事的感受，已經超越像是「命令式」的需要「完成大

使命」的感受，我體會到，夫妻的同心，各種情境下的

「服事」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

社會性隔絕，當人沒有社會的背景襯托，在海上獨立漂

流時，面對的將不是宗教問題，而是人與上帝的問題

……」。一日睡前，我如同挫敗的逃兵，用盡最後的力

氣在床邊陪伴孩子們。我望著那一整天被我管教、使我

頻頻動怒的五歲孩子，說：「你覺得媽媽今天給你打幾

分呢？」他竟回我：「上帝給你幾分呢？」，我一時

轉不過來，老大幫忙解釋說：「上帝要給他的分數就

是我給他的分數。」當下我不加思索的說出：「一百

分！」，我深深為著孩子不落入分數的陷阱中而自慚不

已。每當自我價值受挫時，上帝給的最好鼓勵往往是來

自我所造就的小小門徒。

昔日在大學裡造就倍增門徒，接觸到許多來自基

督教家庭的學生，但是其中立刻就能委身真心跟隨主

的，少之又少。這個經歷使我期盼孩子將來能成為已經

預備好自己的門徒，在大學後就能為主發揮影響力。而

其關鍵路徑就在「從零開始與孩子建立有安全感的關

係」，使他們更能因愛而臣服上帝的權柄、回應上帝的

選召。

文／江怡姿

病的過程把我們六人拆成醫院和家裡兩半？幾年來我們

總把孩子帶在身邊影響他們：我親自帶孩子，先生事工

的聚會和短宣我們不辭辛勞全家參與。療程中，為了讓

四個孩子都仍在爸媽的引導中成長，三兒子住院時由先

生全天候照顧，而我帶另外三個，不把任何一個孩子托

給親友。治療頭幾個月，三兒子和先生幾乎以醫院為

家。有次送他們去醫院，我的心空了一半；淚眼中我問

主：「祢的能力浩大，為何不阻止孩子血癌的發生？讓

四個孩子過父母都在場的正常生活不是更好？」

上帝讓我想起幾年前，我勸一位懷孕被判定胎兒

發育有問題的姊妹不要引產，讓上帝決定胎死腹中或出

生。相勸後她仍以醫療終止胎兒生命。後來我得知她

的想法：「若不是把胎兒引產，我的孩子有個殘障的手

足，怎麼可能過正常生活？」我當下的反應是：「不！

對孩子來說，正常的生活是看到父母不論在多大的困境

下都信靠神！」想到這事，我覺得我得到上帝的回答

了！不論困難多大，身處醫院或家裡，只要我和先生信

靠神，孩子就是過著上帝眼中的「正常生活」！

兒子療程渡過三分之一，我們夫妻攜手適應了照

顧四個孩子且其一是癌童的生活。非常苦，但對神的信

靠很深。每晚我們一家六口的「感恩時間」裡，孩子們

總是搶著說感恩的事，三兒子每天都說「感謝主我在家

裡沒去住院」！我們六人都深知，每件小事都是信靠神

得來的！

為主閃耀的
媽媽力1 為主閃耀的

媽媽力2

▲ 楊麗昌全家在福音聚會中當招待

▲ 張嘉羚家全家福

▲ 2014年伍嘉慧全家赴韓，參加學園東亞區大會

為主閃耀的
媽媽力4

▼ 江怡姿家背影照（維護病童隱私）

為主閃耀的
媽媽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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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力 ＝ 母親倚靠上帝而有的生命影響力 

本期作者皆是學園的年輕媽媽，她們相夫教子，不忘使命，願您得著激勵。

媽媽力也可以是爸爸力、牧者力、上班族力……。父神太偉大，沒有一個崗

位不能榮耀祂！

禁食禱告 悔改復興
 *原為 復興的來臨

應許：超然生活日引
夏航4-6月

神呼召白立德博士為美國及完成大使命的工作禁食禱告，同時

也感動他邀請國內最有影響力的基督徒一起參與，希望至少有「基

甸的三百位勇士」回應，而神所賜下的是超過他所求所想的。當人

們在神面前謙卑、自潔、悔改，神要以超自然的方式與人相遇。

讓我們也一起為我們的國家向神呼求吧！

我們是蒙神呼召的人，應該為神的榮耀過超然的生

活，並且瞭解我們的屬靈產業為何，以及我們應當怎麼做

才能完全領受這些權柄。

《應許：超然生活日引》能幫助我們每天有主題地認

識這位偉大的神的靈修材料，提供每天一項行動要點，不

只有「聽道」，也學習「行道」。

即日起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訂購《禁食禱告，悔改復興》

即贈送《禁食禱告的步驟》小冊子一本

作者／白立德 Bill Bright

頁數／204頁

定價／200元

作者／ 白立德 Bill Bright

定價／ 120元 

在
育兒的路上，我最大的幫助不是來

自家人朋友的建議，或者是專家書

籍的知識，而是在禱告中經驗上帝的智慧

與恩典。猶記初餵母乳時，我一直抗拒親

餵，因為親餵很痛，而且我心裡對這樣親

密的依附有難以啟齒地不自在，於是堅持

瓶餵，認為只要給奶吃已經是盡了義務。

然而孩子三個月時突然絕食，看到

奶瓶就扭頭，連醫生都驚訝這麼快就厭奶

了？當時試過許多方法仍然無助的我，只

有一個人回到房間，邊哭邊跪著禱告。我

坦白將我的掙扎和心情告訴主，禱告中，

愛孩子的心漸漸勝過我一切的軟弱和堅

持，我願意放下主權，讓神告訴我什麼是最合適我孩子

的方式。聖靈竟清楚地告訴我，孩子需要的不只是母

奶，他渴望感受母親的擁抱，所以只要全親餵他就肯

吃。很多人告訴我，習慣奶瓶的孩子是不肯親餵的，因

為親餵反而較需花力氣，但聖靈是那樣即時又清楚地

回應禱告，讓我訝異神連餵母奶這件事也關心？我順服

主，抱孩子進房間餵母奶，奇妙的是，孩子不但肯吃且

吃得很好，而且之後就順利餵母奶到一歲斷奶為止。

孩子快三歲時，先生進入華神進修，早出晚歸地

苦讀，我從早到晚都在帶小孩，完全沒有個人時間。對

我最耗心神的活動，就是陪兒子玩玩具。因為我從小到

大都不喜歡玩玩具，也沒有人陪我玩玩具，現在卻每天

都要重複不斷地角色扮演、玩樂高、玩打仗…有一次

我竟然哭著大喊說：我就是不喜歡玩玩具，你們不要逼

我！當場看到先生與孩子傻眼的表情，我想很難有人相

信玩玩具是一種折磨吧。然而這樣的優質時間卻是兒子

最大的愛和滿足，我該怎麼給予我所沒有的東西呢？

談
到是否要全職帶小孩，我許多朋友第一個反應

是：「都讀到大學了，卻要因為生小孩待在家裡

帶小孩，真可惜。」言下之意，就是帶孩子的價值不比

在外工作好。但感謝神，信主以來，身邊常有敬畏主的

夫妻榜樣，以及聖經本身，都讓我看見當母親是多麼神

聖的呼召，更經驗孩子是上帝所賜的祝福。

申命記六章六至七節：「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

要記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

裡，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上帝要求父

母，必須委身於教導孩子上帝的話。對基督徒母親而

言，最直接的應用之一就是在家帶孩子，因為我有很多

機會幫助孩子認識神的話。我感謝神讓我能如此引領我

的孩子。

外子和我都力求讓孩子從小就明白神的話、跟父

母一起敬拜上帝，因此我們盡可能每晚孩子睡前有家庭

禮拜的時間。家庭禮拜時，我們除了使用聖經，也使用

「兒童要理問答」，透過簡單的一問一答，幫助孩子熟

《禁食禱告的步驟》內容摘自《禁食禱告，悔改復興》，

將禁食禱告時所需作的預備清楚列出，以口袋書方式呈

現，方便攜帶閱讀。

育兒無解，
    時時來到主面前

文／李明叡

育兒有方，
    天天愛慕神的話

主是隨時的幫助

一如以往地，我再次來到主前禱告：主阿，我知

道自己不能，但我求祢把祢的愛給我，讓我給我的孩子

他所需要的愛與陪伴，直到他的愛槽被裝滿。無論是玩

具時間，或是被孩子的脾氣磨到身心俱疲的時候，這個

呼求，主從未拒絕。無數次疲乏、軟弱、憤怒、無力，

覺得愛完全用盡又不一定有時間充電時，這個呼求，總

是帶來上帝無限的恩典，我從來不知道主是怎麼作到

的，祂的愛不是一種突然充滿我的奇特感受，而是在這

樣的禱告之後，我發現有力量使我能陪伴孩子，能作那

些我認為枯燥或無趣的事，能在原本應該要發脾氣的時

候，有耐心傾聽孩子，解決衝突。祂的愛就這樣無聲無

息卻真實地注入我的心靈。

一個母親育兒的自信從何而來？即使我絕非專

家，且不斷在錯誤中學習成長，但我的自信來自－－神

始終垂聽母親的禱告，祂是我最大的資源和倚靠。

文／劉純含

記基要真理，建立信仰的基礎，且以詩歌唱出並回應上

帝的真理。另外，我跟孩子一起背聖經，這也幫助我反

覆思想神的話，使我更親近上帝自己。

我在日常生活中跟孩子談論上帝，讓孩子知道供

應我們需要的是上帝；帶孩子去公園、親近大自然、觀

察豆子的生長、養毛毛蟲的過程，都可以跟孩子談論上

帝的創造、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偉大。這世界提供的知

識，對神的創造隻字不提，這並非客觀中立，而是不把

神當作一切知識的前提。因此，藉著在生活中談論神，

我們幫助孩子明白：他所接觸到一切的關乎這世界的知

識，都是為要彰顯上帝那無與倫比的榮耀。

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

的救主為樂。    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六、四十七節	

為主閃耀的
媽媽力5 為主閃耀的

媽媽力6

孩子的爸要補充！

文／郭志灝

我眼中的妻子純含，她盡力在孩子面

前敬重順服丈夫，因為她知道這對女兒是

榜樣，她更知道對孩子來說，父母彼此相

愛，遠比任何玩具都更貴重。她知道自己

也是罪人，每每得罪孩子，總願意主動和

孩子道歉和好，孩子也因此更願意道歉請

求原諒。

她愛孩子，因此她渴望竭力幫助孩子

愛上帝，因為世上沒有任何事比愛上帝更

重要；她更愛上帝，因此她渴望孩子最愛

的是上帝，因此育兒時無論成功失敗，她

總盼望上帝得到最大榮耀。

感謝神使她成為我的妻子，並使我們

能同心在學園事奉，以家庭榮耀祂！

學園網路書房

新增7-11取貨

學園網路書房：																																																												FB粉絲專頁：點傳Kindle Min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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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力 ＝ 母親倚靠上帝而有的生命影響力 

本期作者皆是學園的年輕媽媽，她們相夫教子，不忘使命，願您得著激勵。

媽媽力也可以是爸爸力、牧者力、上班族力……。父神太偉大，沒有一個崗

位不能榮耀祂！

禁食禱告 悔改復興
 *原為 復興的來臨

應許：超然生活日引
夏航4-6月

神呼召白立德博士為美國及完成大使命的工作禁食禱告，同時

也感動他邀請國內最有影響力的基督徒一起參與，希望至少有「基

甸的三百位勇士」回應，而神所賜下的是超過他所求所想的。當人

們在神面前謙卑、自潔、悔改，神要以超自然的方式與人相遇。

讓我們也一起為我們的國家向神呼求吧！

我們是蒙神呼召的人，應該為神的榮耀過超然的生

活，並且瞭解我們的屬靈產業為何，以及我們應當怎麼做

才能完全領受這些權柄。

《應許：超然生活日引》能幫助我們每天有主題地認

識這位偉大的神的靈修材料，提供每天一項行動要點，不

只有「聽道」，也學習「行道」。

即日起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訂購《禁食禱告，悔改復興》

即贈送《禁食禱告的步驟》小冊子一本

作者／白立德 Bill Bright

頁數／204頁

定價／200元

作者／ 白立德 Bill Bright

定價／ 120元 

在
育兒的路上，我最大的幫助不是來

自家人朋友的建議，或者是專家書

籍的知識，而是在禱告中經驗上帝的智慧

與恩典。猶記初餵母乳時，我一直抗拒親

餵，因為親餵很痛，而且我心裡對這樣親

密的依附有難以啟齒地不自在，於是堅持

瓶餵，認為只要給奶吃已經是盡了義務。

然而孩子三個月時突然絕食，看到

奶瓶就扭頭，連醫生都驚訝這麼快就厭奶

了？當時試過許多方法仍然無助的我，只

有一個人回到房間，邊哭邊跪著禱告。我

坦白將我的掙扎和心情告訴主，禱告中，

愛孩子的心漸漸勝過我一切的軟弱和堅

持，我願意放下主權，讓神告訴我什麼是最合適我孩子

的方式。聖靈竟清楚地告訴我，孩子需要的不只是母

奶，他渴望感受母親的擁抱，所以只要全親餵他就肯

吃。很多人告訴我，習慣奶瓶的孩子是不肯親餵的，因

為親餵反而較需花力氣，但聖靈是那樣即時又清楚地

回應禱告，讓我訝異神連餵母奶這件事也關心？我順服

主，抱孩子進房間餵母奶，奇妙的是，孩子不但肯吃且

吃得很好，而且之後就順利餵母奶到一歲斷奶為止。

孩子快三歲時，先生進入華神進修，早出晚歸地

苦讀，我從早到晚都在帶小孩，完全沒有個人時間。對

我最耗心神的活動，就是陪兒子玩玩具。因為我從小到

大都不喜歡玩玩具，也沒有人陪我玩玩具，現在卻每天

都要重複不斷地角色扮演、玩樂高、玩打仗…有一次

我竟然哭著大喊說：我就是不喜歡玩玩具，你們不要逼

我！當場看到先生與孩子傻眼的表情，我想很難有人相

信玩玩具是一種折磨吧。然而這樣的優質時間卻是兒子

最大的愛和滿足，我該怎麼給予我所沒有的東西呢？

談
到是否要全職帶小孩，我許多朋友第一個反應

是：「都讀到大學了，卻要因為生小孩待在家裡

帶小孩，真可惜。」言下之意，就是帶孩子的價值不比

在外工作好。但感謝神，信主以來，身邊常有敬畏主的

夫妻榜樣，以及聖經本身，都讓我看見當母親是多麼神

聖的呼召，更經驗孩子是上帝所賜的祝福。

申命記六章六至七節：「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

要記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

裡，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上帝要求父

母，必須委身於教導孩子上帝的話。對基督徒母親而

言，最直接的應用之一就是在家帶孩子，因為我有很多

機會幫助孩子認識神的話。我感謝神讓我能如此引領我

的孩子。

外子和我都力求讓孩子從小就明白神的話、跟父

母一起敬拜上帝，因此我們盡可能每晚孩子睡前有家庭

禮拜的時間。家庭禮拜時，我們除了使用聖經，也使用

「兒童要理問答」，透過簡單的一問一答，幫助孩子熟

《禁食禱告的步驟》內容摘自《禁食禱告，悔改復興》，

將禁食禱告時所需作的預備清楚列出，以口袋書方式呈

現，方便攜帶閱讀。

育兒無解，
    時時來到主面前

文／李明叡

育兒有方，
    天天愛慕神的話

主是隨時的幫助

一如以往地，我再次來到主前禱告：主阿，我知

道自己不能，但我求祢把祢的愛給我，讓我給我的孩子

他所需要的愛與陪伴，直到他的愛槽被裝滿。無論是玩

具時間，或是被孩子的脾氣磨到身心俱疲的時候，這個

呼求，主從未拒絕。無數次疲乏、軟弱、憤怒、無力，

覺得愛完全用盡又不一定有時間充電時，這個呼求，總

是帶來上帝無限的恩典，我從來不知道主是怎麼作到

的，祂的愛不是一種突然充滿我的奇特感受，而是在這

樣的禱告之後，我發現有力量使我能陪伴孩子，能作那

些我認為枯燥或無趣的事，能在原本應該要發脾氣的時

候，有耐心傾聽孩子，解決衝突。祂的愛就這樣無聲無

息卻真實地注入我的心靈。

一個母親育兒的自信從何而來？即使我絕非專

家，且不斷在錯誤中學習成長，但我的自信來自－－神

始終垂聽母親的禱告，祂是我最大的資源和倚靠。

文／劉純含

記基要真理，建立信仰的基礎，且以詩歌唱出並回應上

帝的真理。另外，我跟孩子一起背聖經，這也幫助我反

覆思想神的話，使我更親近上帝自己。

我在日常生活中跟孩子談論上帝，讓孩子知道供

應我們需要的是上帝；帶孩子去公園、親近大自然、觀

察豆子的生長、養毛毛蟲的過程，都可以跟孩子談論上

帝的創造、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偉大。這世界提供的知

識，對神的創造隻字不提，這並非客觀中立，而是不把

神當作一切知識的前提。因此，藉著在生活中談論神，

我們幫助孩子明白：他所接觸到一切的關乎這世界的知

識，都是為要彰顯上帝那無與倫比的榮耀。

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

的救主為樂。    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六、四十七節	

為主閃耀的
媽媽力5 為主閃耀的

媽媽力6

孩子的爸要補充！

文／郭志灝

我眼中的妻子純含，她盡力在孩子面

前敬重順服丈夫，因為她知道這對女兒是

榜樣，她更知道對孩子來說，父母彼此相

愛，遠比任何玩具都更貴重。她知道自己

也是罪人，每每得罪孩子，總願意主動和

孩子道歉和好，孩子也因此更願意道歉請

求原諒。

她愛孩子，因此她渴望竭力幫助孩子

愛上帝，因為世上沒有任何事比愛上帝更

重要；她更愛上帝，因此她渴望孩子最愛

的是上帝，因此育兒時無論成功失敗，她

總盼望上帝得到最大榮耀。

感謝神使她成為我的妻子，並使我們

能同心在學園事奉，以家庭榮耀祂！

學園網路書房

新增7-11取貨

學園網路書房：																																																												FB粉絲專頁：點傳Kindle Min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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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力 ＝ 母親倚靠上帝而有的生命影響力 

本期作者皆是學園的年輕媽媽，她們相夫教子，不忘使命，願您得著激勵。

媽媽力也可以是爸爸力、牧者力、上班族力……。父神太偉大，沒有一個崗

位不能榮耀祂！

禁食禱告 悔改復興
	*原為	復興的來臨

應許：超然生活日引
夏航4-6月

神呼召白立德博士為美國及完成大使命的工作禁食禱告，同時

也感動他邀請國內最有影響力的基督徒一起參與，希望至少有「基

甸的三百位勇士」回應，而神所賜下的是超過他所求所想的。當人

們在神面前謙卑、自潔、悔改，神要以超自然的方式與人相遇。

讓我們也一起為我們的國家向神呼求吧！

我們是蒙神呼召的人，應該為神的榮耀過超然的生

活，並且瞭解我們的屬靈產業為何，以及我們應當怎麼做

才能完全領受這些權柄。

《應許：超然生活日引》能幫助我們每天有主題地認

識這位偉大的神的靈修材料，提供每天一項行動要點，不

只有「聽道」，也學習「行道」。

即日起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訂購《禁食禱告，悔改復興》

即贈送《禁食禱告的步驟》小冊子一本

作者／白立德 Bill Bright

頁數／204頁

定價／200元

作者／ 白立德 Bill Bright

定價／ 120元 

在
育兒的路上，我最大的幫助不是來

自家人朋友的建議，或者是專家書

籍的知識，而是在禱告中經驗上帝的智慧

與恩典。猶記初餵母乳時，我一直抗拒親

餵，因為親餵很痛，而且我心裡對這樣親

密的依附有難以啟齒地不自在，於是堅持

瓶餵，認為只要給奶吃已經是盡了義務。

然而孩子三個月時突然絕食，看到

奶瓶就扭頭，連醫生都驚訝這麼快就厭奶

了？當時試過許多方法仍然無助的我，只

有一個人回到房間，邊哭邊跪著禱告。我

坦白將我的掙扎和心情告訴主，禱告中，

愛孩子的心漸漸勝過我一切的軟弱和堅

持，我願意放下主權，讓神告訴我什麼是最合適我孩子

的方式。聖靈竟清楚地告訴我，孩子需要的不只是母

奶，他渴望感受母親的擁抱，所以只要全親餵他就肯

吃。很多人告訴我，習慣奶瓶的孩子是不肯親餵的，因

為親餵反而較需花力氣，但聖靈是那樣即時又清楚地

回應禱告，讓我訝異神連餵母奶這件事也關心？我順服

主，抱孩子進房間餵母奶，奇妙的是，孩子不但肯吃且

吃得很好，而且之後就順利餵母奶到一歲斷奶為止。

孩子快三歲時，先生進入華神進修，早出晚歸地

苦讀，我從早到晚都在帶小孩，完全沒有個人時間。對

我最耗心神的活動，就是陪兒子玩玩具。因為我從小到

大都不喜歡玩玩具，也沒有人陪我玩玩具，現在卻每天

都要重複不斷地角色扮演、玩樂高、玩打仗…有一次

我竟然哭著大喊說：我就是不喜歡玩玩具，你們不要逼

我！當場看到先生與孩子傻眼的表情，我想很難有人相

信玩玩具是一種折磨吧。然而這樣的優質時間卻是兒子

最大的愛和滿足，我該怎麼給予我所沒有的東西呢？

談
到是否要全職帶小孩，我許多朋友第一個反應

是：「都讀到大學了，卻要因為生小孩待在家裡

帶小孩，真可惜。」言下之意，就是帶孩子的價值不比

在外工作好。但感謝神，信主以來，身邊常有敬畏主的

夫妻榜樣，以及聖經本身，都讓我看見當母親是多麼神

聖的呼召，更經驗孩子是上帝所賜的祝福。

申命記六章六至七節：「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

要記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

裡，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上帝要求父

母，必須委身於教導孩子上帝的話。對基督徒母親而

言，最直接的應用之一就是在家帶孩子，因為我有很多

機會幫助孩子認識神的話。我感謝神讓我能如此引領我

的孩子。

外子和我都力求讓孩子從小就明白神的話、跟父

母一起敬拜上帝，因此我們盡可能每晚孩子睡前有家庭

禮拜的時間。家庭禮拜時，我們除了使用聖經，也使用

「兒童要理問答」，透過簡單的一問一答，幫助孩子熟

《禁食禱告的步驟》內容摘自《禁食禱告，悔改復興》，

將禁食禱告時所需作的預備清楚列出，以口袋書方式呈

現，方便攜帶閱讀。

育兒無解，
    時時來到主面前

文／李明叡

育兒有方，
    天天愛慕神的話

主是隨時的幫助

一如以往地，我再次來到主前禱告：主阿，我知

道自己不能，但我求祢把祢的愛給我，讓我給我的孩子

他所需要的愛與陪伴，直到他的愛槽被裝滿。無論是玩

具時間，或是被孩子的脾氣磨到身心俱疲的時候，這個

呼求，主從未拒絕。無數次疲乏、軟弱、憤怒、無力，

覺得愛完全用盡又不一定有時間充電時，這個呼求，總

是帶來上帝無限的恩典，我從來不知道主是怎麼作到

的，祂的愛不是一種突然充滿我的奇特感受，而是在這

樣的禱告之後，我發現有力量使我能陪伴孩子，能作那

些我認為枯燥或無趣的事，能在原本應該要發脾氣的時

候，有耐心傾聽孩子，解決衝突。祂的愛就這樣無聲無

息卻真實地注入我的心靈。

一個母親育兒的自信從何而來？即使我絕非專

家，且不斷在錯誤中學習成長，但我的自信來自－－神

始終垂聽母親的禱告，祂是我最大的資源和倚靠。

文／劉純含

記基要真理，建立信仰的基礎，且以詩歌唱出並回應上

帝的真理。另外，我跟孩子一起背聖經，這也幫助我反

覆思想神的話，使我更親近上帝自己。

我在日常生活中跟孩子談論上帝，讓孩子知道供

應我們需要的是上帝；帶孩子去公園、親近大自然、觀

察豆子的生長、養毛毛蟲的過程，都可以跟孩子談論上

帝的創造、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偉大。這世界提供的知

識，對神的創造隻字不提，這並非客觀中立，而是不把

神當作一切知識的前提。因此，藉著在生活中談論神，

我們幫助孩子明白：他所接觸到一切的關乎這世界的知

識，都是為要彰顯上帝那無與倫比的榮耀。

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

的救主為樂。    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六、四十七節	

為主閃耀的
媽媽力5 為主閃耀的

媽媽力6

孩子的爸要補充！

文／郭志灝

我眼中的妻子純含，她盡力在孩子面

前敬重順服丈夫，因為她知道這對女兒是

榜樣，她更知道對孩子來說，父母彼此相

愛，遠比任何玩具都更貴重。她知道自己

也是罪人，每每得罪孩子，總願意主動和

孩子道歉和好，孩子也因此更願意道歉請

求原諒。

她愛孩子，因此她渴望竭力幫助孩子

愛上帝，因為世上沒有任何事比愛上帝更

重要；她更愛上帝，因此她渴望孩子最愛

的是上帝，因此育兒時無論成功失敗，她

總盼望上帝得到最大榮耀。

感謝神使她成為我的妻子，並使我們

能同心在學園事奉，以家庭榮耀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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