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妝的祝福 
         

治生組 / 吳慕鄉 

       

    小兒子智誠和他太太嘉雁

一家五口到印尼宣教，至今已將

近六年了。2019 年 12 月 31 日

我和子孃到印尼雅加達他們的

新租屋去探望他們。我們給三個

孫子女帶了好多的禮物，也給智

誠帶了不少的台幣現金。 

        

    隔天 2020年 1月 1日的清

晨，雅加達下大雨，導致許多地

方淹水。我們一起禱告，智誠甚

至求神赦免他隱而未現的罪。後

來水淹過膝，我們只好一家七口

和印傭準備逃難。我們抱著三個

小孩才走出門，托放行李箱的電

腦椅，突然因水的浮力和流動，

造成歪斜而掉入水裡，我們只好

折回向鄰居求救。幸好隔壁鄰居

聽到智誠的呼救聲，讓我們進入

他們家二樓暫時避難。因防水行

李箱滲水，所有的現金鈔票都濕

透，我們只好一張張的晾乾。 

 

 

 

 

 

 

 

 

 

 

 

 

 

 

 

 

    後來我們還坐救生艇，逃難

到高處。淹水讓我們無法前往附

近的旅館；直到傍晚，我們才到

嘉雁的小阿姨家暫住。沒想到晚

上九點多又停電，只好再轉往嘉

雁的姊姊家，我們四個大人三個

小孩擠在一間房間內。兩天後又

轉往嘉雁的小舅舅家，歷經數度

遷移真是辛苦。 

 

    智誠心情多少受到了一些

影響，但家人、親人、教會、弟

兄姊妹愛心的關懷和奉獻，遠遠

超過智誠和嘉雁的所求所想。在

那個星期六晚上，我在他們華語

小組的分享中告訴大家，智誠一

家遭受這麼大的災難，不是因為

智誠犯了什麼罪；而是如果我們

沒有經過苦難，就不能夠經歷神

的恩典實在夠用；如果我們沒有

經過苦難，就不能夠成為別人的

天使。這次的災難讓智誠一家深

深經歷，原來「苦難」反而是神

「化妝的祝福」！ 

 

    今年 6月初，智誠忽然覺得

身體不適，到醫院檢查，居然發 

 

 

 

 

 

 

 

 

 

 

 

 

 

 

 

 

現確診 COVID-19。他只好自己一

個人去住防疫旅館。剛開始他心

情還算篤定，但幾天後嘉雁也覺

得喉嚨不舒服，且隔天情況變得

更嚴重。到醫院檢查後，果然確

診並住院治療。感謝神，智誠的

三個孩子沒有確診，就住到一個

會友家，由一位姊妹幫忙照顧。

豈料才住不到一天，智誠的大兒

子大女兒居然喉嚨痛又發燒，檢

查後發現他們兩人也確診了。 

        

    智誠寫信告訴我，他有點快

撐不下去了。我在想他們到印尼

宣教服事神，神為什麼讓他們遭

遇這樣的苦難？但我想到上次

他們家淹大水，反而是神給他們

化妝的祝福。我雖然掛心，但我

一點也不憂慮，我相信神必醫

治，祂的帶領都是最好！ 

 

    希望智誠一家的經歷和見

證，也能激勵安慰在疫情中難免

焦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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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代禱信 
 

治生組 / 吳智誠 

（吳慕鄉之子） 
 

    回顧上個月的代禱信，記得

寫的時候還感覺健康，但其實寄

出的當天，身體已有點不適。原

本以為只是偶然失眠造成的疲

累，但後來開始發燒全身無力，

就覺得不妙。傍晚去做快篩得到 

Positive 的結果，至此開始了我

們家整個六月份的「Covid 風

暴」。 
         

    風暴之後，靈糧神學院的謝

院長，寫了一篇「詩篇」給我們。

真實精準地總結了我們這段時

間的經歷。 
           

一家染疫住三地， 

心情低落難割捨， 

眼眶有淚常思念， 

等候時刻心難熬， 

只能交託仰望主。 

每日主賜生命糧， 

安定心神得力量， 

眾人禱告常護衛， 

主施智慧來安慰， 

孩子確診來同住， 

父母換手來照顧。 

十年婚慶兩地隔， 

孩子生日獨自過， 

如今全家慶團圓， 

心中歡喜難言喻， 

主恩浩大數不盡， 

全家事主報宏恩。 
 

    當我看著這首專屬我們家

的「詩篇」，想到從我到嘉雁

（妻）、到約約（長子）、悅音（女

兒）陸續確診的驚心動魄；想到 

6月 6日 寶貝凱宣（次子）的生

日，只能透過手機連線慶祝；想

到那段我住在飯店隔離、嘉雁住

院、三個寶貝寄住在教會姐妹家

的時期（真的很感恩神差派天

使，及時地幫無助的我們照顧三

個寶貝）；想到後來連約約和悅

音也確診，一方面擔心凱宣；一

方面真不知道該怎麼安排的脆

弱無助心情。 
 

    又想到我和嘉雁結婚十週

年紀念日，因 PCR 檢測仍沒過

關，只能線上紀念，難免失落的

心情（但照例透過線上方式，一

起回顧十年前的婚禮誓詞，真的

是更加體會並印證了我們對彼

此的誓約和委身）。想到好幾次

真的覺得快撐不住時，跪著哭求

的畫面。 
 

    雖然現在已處在好不容易

全家團圓的喜樂中，但還是不自

禁又流下眼淚。不過心裡知道那

真的是深深感恩的淚水，如同我

們教會一位剛受洗的姐妹所說

的：「你們全家從這次感染中，

收穫的一定比遭受的更多！」確

實是這樣的！ 
         

    過去流的淚，換來的是更踏

實也真實的喜樂和平安。這次全

家染疫確實花費不少（在印尼的

醫療費用真的不便宜，更不用說

已不知總數幾次的 PCR 檢測費

用了），但我們真實地經歷了：

「從他豐滿的恩典裡，我們都領

受了，而且恩上加恩。」(約 1:16) 
 

    我們真實地經歷了主對我

們說的應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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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 

12:9a）」這真的是個信心考驗的

過程，正如同上個月代禱信裡分

享的：「願神的時間成就、願神

的方式成就」；也如同之前我們

曾分享過的信息：「即或不然的

信心」、「有風無懼」、「耶和華沙

龍-賜平安的神」、「耶和華以勒-

神必預備」、「救我們脱離兇惡-

得勝的生命」、「聖靈的果子-平

安和喜樂」。 
 

    現在想起來都彷彿神早就

幫我們提前打好「信心的疫苗」， 

但也是一個持續驗證我們有沒

有活出我們所傳的道的真實考

驗；而在最脆弱時跪下哭求的畫

面，至今也提醒著我，不要落入

順利了又忘了緊緊抓住主的罪

性中。因而深深求聖靈幫助我們

永不忘記這些深刻的人生功

課，不白費這段時間的學習。 
 

    也如同代禱信結尾所說：

「求無限量的聖靈，也繼續挑旺

在我們的寶貝孩子們生命中的

恩賜，按著神最美的時刻，成為

那爭戰得勝的光滑石頭。」因為 

 



在這次的人生風浪中，讓我們最

心疼和承受不住的，就是看到孩

子受苦了。這次的經驗，不只讓

我們更深體會最能陪伴照顧他

們的，是我們在天上的父。天父

也透過這三位小小宣教士，成為

我們在不同狀況下極大的祝福

和安慰。 
         

    尤其是這次風浪中，最年幼

但最健康、唯一沒確診的小凱

宣，剛剛幼稚園畢業的他，在我

們四個都陸續確診，萬不得已只

能由他和一位臨時的女傭，先回

到我們已全面消毒的家。雖然很

遺憾心疼在他的線上畢業典

禮，我和嘉雁都沒辦法在他身

邊；全班只有他沒拿到學校預備

的畢業氣球。但至今我們仍為那

位教會姐妹和這位臨時女傭，能

冒著被傳染的風險照顧孩子，深

深感恩！ 
 

    本來真的很擔心年幼的他

會孤單寂寞、會一直哭泣，沒想

到那段時間，反而是他的「常常

喜樂」支撐著我們全家。他的健

康和無盡的活力，帶給我們好大

的安慰和力量。 
         

    不禁想到我們來印尼宣

教，神給我們家的異象「五顆光

滑石頭」。果然我們全家都持續

被主磨得越來越光滑，而神也按

時揀選一顆石頭 （如同這次的

凱宣），打敗我們生命中的歌利

亞。如今感謝主！我們全家團圓

了。除了求主幫助我們更有智慧

地照顧好自己，也求聖靈繼續使

用我們每個人成為祝福！ 
 
 
 
 
 
 

細說 

「求祢差遣我」    

       的故事 
 

治生組 / 林佩璇 

      （吳慕鄉之長媳） 
 

    記得在某個過年的前夕，公

公吳慕鄉分享了一首剛出爐的

詩歌創作弦律，問我是否有感動

填詞。 
         

    在過年期間，我反覆聽著曲

調，並禱告神賜下祂的感動。首

先在副歌的在順境與逆境、得時

或不得時，都能敏銳順服祂所期

望我做的；教導我要更多分享祂

的賜福；珍惜自己所擁有的、不

去與人比較；福杯滿溢感謝祂、

死蔭幽谷求告祂，相信祂必成就

超乎我們所求所想；並提醒我如

何更多見證主愛，成為旁人祝

福。接著，聖靈引領我從主歌順

著音符的水流，與神談心、思想

祂一路的帶領。 
         

    我從小生長在傳統信仰的

家庭，研究所畢業前夕，因著病

得醫治的神蹟，有勇氣去抉擇成

為第一代基督徒，生命自此大大

經歷上帝的賜福。也在上帝的作

媒下，能有機會與第四代基督徒

兼研究所同窗的先生交往，嫁入

開明、一百分的公婆與小叔們的

吳家。從曾有過小產傷痛的經歷

中走出，從夫妻的兩人世界，如

今成為有取名「亞希、亞愛、亞

信」三寶(信望愛集滿)的五口之

家，享受家族與長輩的屬靈遮

蓋，一切全出於上帝的恩典。回

想祂始終如一的信實眷顧，心中

滿是感恩、無以為報，祂的愛何

等長闊高深，足以讓我們回應並

大聲宣告：「我在這裡，主阿！

求祢差遣我。」 

         

    在偶然機會下，去年底公公

投稿「中台校慶紀念歌」徵選。

當初創作過程單純是自然的心

情抒發，卻意外發現神的預備。

歌詞中的各個段落，竟然都與

「中台院訓」不謀而合。然而，

在今年預訂三月要公告得獎的

時間裡，卻石沉大海。於是我們

懷著釋放的心情，機緣巧合下轉

戰「好消息」電視台舉辦的「詩

歌創作甄選」。 
        

    感謝神，在高手雲集下，我

們得以從上千首的詩歌中脫穎

而出，入圍前 100名。其中，也

特別感謝教會會友與百人大合

唱(尤其是治生組)弟兄姊妹的支

持。許多人分享每天一早的例行

事務，就是要為我們的人氣獎投

票，並幫忙分享給未信主的家人

朋友，請他們幫忙投票，讓我們

 



心中真得覺得非常溫暖與感

動！ 
         

    雖然後來結果揭曉，並沒有

獲得獎項有點遺憾，但過程中，

卻發現不少友人回饋我們；這首

詩歌讓他們許多未信主的朋友

深受感動，我想這就是上帝回應

我們最棒的肯定了。 
         

    就在我們覺得甄選一事應

近尾聲時，上帝又成就超乎所求

所想的意外驚喜；我們居然得了

「中台校慶紀念歌徵選」的第一

名殊榮。除了獎金比「好消息」

的多 (祂真是豐盛供應賜福的

神)，這首詩歌也將在年底「中

台」的校慶典禮上，由學生詩班

來演唱。得知此事，心中真是非

常激動與感恩，不得不讚嘆神奇

妙作為。 

    上帝將原來我們落選的些

許遺憾，轉為更大的安慰與鼓

勵，也讓我們免於版權衝突的尷

尬窘境，並讓這首詩歌得以由更

多人來傳唱、重新詮釋。這正是

我們當初創作時的最大期盼，也

再次印證祂真是永不誤事、顧念

我們一切的神，祂是最精采的人

生編劇。深願這首詩歌能被神使

用，感動更多的人，使神的名大

得榮耀。 
 
 
 
 
 
 
 
 
 
 
 
 
 
 
 
 
 
 
 

   

代禱事項 

★禱告未信主團員能接受福

音，目前有 19 位團員未信

主。 

★禱告新加入團員能適應合

唱團，與團員及小組間有美

好的互動，生命在合唱團也

能被建造，一起用音樂事奉

神。 

★禱告宇宙光百人大合唱持

續歌以載道，成為眾人的祝

福。 

★為新春聚餐各項事宜禱

告。預定 2022年 1月 6日(四)

於海霸王餐廳舉行，求神預

備好天氣，帶領活動組在各

樣的節目上預備順利，團員

能踴躍參與，在吃喝中同享

主愛！ 

 

 

 

 

 

 

～生日快樂～ 
求你指導我們怎樣算數自

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

慧的心。 
組

別 
姓  名 日期 聲部 

五 陳夜鐘 12/4 A224 

一 劉橋安 12/5 T205 

四 蕭翠瑛 12/8 A124 

九 陳鵲如 12/8 S204 

八 張慎儀 12/9 A122 

三 鄭夙吟 12/10 A115 

七 戴子雲 12/10 S116 

七 戴子孃 12/10 S119 

四 黃光薏 12/11 A114 

四 余振玉 12/12 S142 

六 陳伯錚 12/15 T221 

六 張樂慈 12/16 A112 

六 陳壽英 12/17 S235 

九 黃惠滿 12/17 A245 

三 李友美 12/20 A155 

六 黃李鳳珠 12/20 S231 

三 王美麗 12/23 A214 

一 高健藏 12/24 B116 

五 魏世台 12/24 S249 

六 陳惠瑩 12/26 S213 

二 羅敏華 12/30 A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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