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祂 順服祂

楊美屏 11/2011

有一首天韻的
有一首天韻的詩歌最能
天韻的詩歌最能代表
詩歌最能代表我現在的
代表我現在的感受
我現在的感受。
感受。歌詞是這樣
詞是這樣的:
「春天、
春天、冬天、
冬天、晴天、
晴天、雨天，
雨天，有祢住在我心裡
住在我心裡， 神哪，
神哪， 我心就覺得甘甜。
我心就覺得甘甜。
得意、
得意、失意、
失意、順境、
順境、逆境，
逆境，有祢與我同行，
我同行， 神哪，
神哪， 我心就能夠堅定。
我心就能夠堅定。
不在乎，
不在乎，不在乎外面環境如何改變
不在乎外面環境如何改變，
外面環境如何改變，我只求祢
我只求祢住在我心裡
住在我心裡。
不在乎，
不在乎，不在乎外面環境如何改變
不在乎外面環境如何改變，
，
我只求天天與
我只求天天
與祢同行。
同行。」
外面環境如何改變
過去的幾個月來
過去的幾個月來我
幾個月來我經歷了人
經歷了人生的一次大試鍊
的一次大試鍊。自從 7/18/11 自己摸到胸部的硬塊開
始，經過 X 光攝影(mammogram)
光攝影(mammogram) ，超音波(Ultraso
超音波(Ultrasound)
(Ultrasound) ，細針切片(Biopsy)
細針切片(Biopsy) ，檢查結
果發現了左邊的胸部有兩個惡性腫瘤，
發現了左邊的胸部有兩個惡性腫瘤，加上又是乳小葉及乳管皆有癌細胞，
加上又是乳小葉及乳管皆有癌細胞，並且
已經滲透到管外，
已經滲透到管外，因此非比尋常。
因此非比尋常。醫生馬上安排我做磁振造影
醫生馬上安排我做磁振造影(
MRI)、肺部檢查、
肺部檢查、
磁振造影(MRI)
及肝血液檢查以確定感染的範圍。
及肝血液檢查以確定感染的範圍。面對這來勢洶洶的乳癌讓我措手不及
面對這來勢洶洶的乳癌讓我措手不及。
讓我措手不及。感謝神
的引導讓我一步一
的引導讓我一步一步的走出困境。
步的走出困境。
回想 8/18 當醫生告訴我得了癌症時我很震驚
醫生告訴我得了癌症時我很震驚(shock
告訴我得了癌症時我很震驚(shocked
(shocked)
ed) 。心想自己一向生活規律嚴
謹，飲食節制，
飲食節制，血糖、
血糖、膽固醇、
膽固醇、血壓都控制得很好，
血壓都控制得很好，並且很小心的照顧身體，
並且很小心的照顧身體，為
何癌症會臨到我身上。
何癌症會臨到我身上。自以為是，
自以為是，用自己的看法下結論。
用自己的看法下結論。當意識到我的驕傲時
當意識到我的驕傲時，
的驕傲時，
才發現照顧好身體是本份，
才發現照顧好身體是本份，沒有什麼好誇口的，
沒有什麼好誇口的，就因此認為不會得乳癌
因此認為不會得乳癌，
認為不會得乳癌，這完全
漠視神的主權。
漠視神的主權。我們知道神阻擋驕傲的人，
我們知道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
給謙卑的人。(彼得前書 5:5) 當下
我就跟神禱告:
我就跟神禱告: 「請饒恕我的罪，
請饒恕我的罪，我願謙卑順服在祢
我願謙卑順服在祢的面前，
的面前，並完全交託仰望在祢
並完全交託仰望在祢
的手裡。
的手裡。我知道這一切都不是偶然，
我知道這一切都不是偶然，事情的發生是神所允許的，
事情的發生是神所允許的，因為神在每個人
生命裡都有藍圖與計劃。
生命裡都有藍圖與計劃。祈求主帶領保守我走過這困難的時刻，
祈求主帶領保守我走過這困難的時刻，並賜給我與祢
並賜給我與祢同
在的平安與喜樂。」
在的平安與喜樂。」禱告完那晚上很平穩祥和的睡著了
。」禱告完那晚上很平穩祥和的睡著了。
禱告完那晚上很平穩祥和的睡著了。第二天早晨五點醒來，
第二天早晨五點醒來，
立刻有一句話閃到腦海裡，
立刻有一句話閃到腦海裡，好像有人告訴我:
好像有人告訴我:「剛強壯膽，
剛強壯膽，不要懼怕，
不要懼怕，不要驚惶
不要驚惶，
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
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這種現象以前從未經歷過，
這種現象以前從未經歷過，似乎感覺到主的膀臂環
繞著我，
繞著我，心裡非常的恬靜平安，
心裡非常的恬靜平安，一點恐懼也沒有，
一點恐懼也沒有，完全不覺得自己是一個癌症的
病人。
病人。
感謝神的憐憫，
感謝神的憐憫，在開刀前還常常發生許多讓我開懷大笑的事。
在開刀前還常常發生許多讓我開懷大笑的事。例如有天看見先生
在浴室裡，
在浴室裡，對著鏡子在檢查自己的胸部。
對著鏡子在檢查自己的胸部。(因為幾天前二妹告訴我們，
因為幾天前二妹告訴我們，有位認識的
有位認識的
男士也得了乳癌)
也得了乳癌) 。 他的模樣及認真的動作讓我笑彎了腰。
他的模樣及認真的動作讓我笑彎了腰。正如聖經上所言:
正如聖經上所言: 在指
望中要喜樂 (羅馬書
(羅馬書12:12)
羅馬書12:12)，
12:12)，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箴言
(箴言17:22)
箴言17:22)。
17:22)。
8/29 MRI 檢查結果出來了，
檢查結果出來了，發現右邊的胸部疑似也有問題，
發現右邊的胸部疑似也有問題，因此緊急安排 8/30 立
刻再做超音波
再做超音波。
超音波。在檢查前我禱告，
在檢查前我禱告，神在光中回應我，
神在光中回應我，讓我知道右邊胸部無礙。
讓我知道右邊胸部無礙。
我帶著半信半疑的心進去檢查
我帶著半信半疑的心進去檢查，
檢查，當醫生
當醫生告訴我沒事時，
告訴我沒事時，眼淚忍不住
眼淚忍不住掉
忍不住掉了下來。
下來。我
的信心怎麼如此不足呢。
的信心怎麼如此不足呢。開刀的前幾天，
開刀的前幾天，在禱告中
禱告中神的光又告訴我，
神的光又告訴我，癌細胞還未
擴散到淋巴結。
擴散到淋巴結。因此開刀當天很坦然平靜的進入手術房。
因此開刀當天很坦然平靜的進入手術房。隔天當醫生恭喜我癌細
胞沒有擴散到淋巴結時，
胞沒有擴散到淋巴結時，我會心的笑了，
我會心的笑了，又一次經歷了神的信實。
又一次經歷了神的信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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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完後回到家休養。
手術完後回到家休養。一天早晨醒來，
一天早晨醒來，主的話又臨到:
主的話又臨到: 「妳只要荷爾蒙藥物治
療」。當下我馬上禱告
」。當下我馬上禱告，
當下我馬上禱告，感謝神的恩典，
感謝神的恩典，讓我再一次經歷祂。
讓我再一次經歷祂。在生病期間我不埋
怨也不懷疑神的愛與大能，
怨也不懷疑神的愛與大能，只是每天恆切禱告。
只是每天恆切禱告。
三個星期後與腫瘤科醫生首次討論後續的治療
三個星期後與腫瘤科醫生首次討論後續的治療。
醫生首次討論後續的治療。醫生說我必需作手術後的化療
(Adjuvant chemotherapy) ，因為腫瘤超過一公分。
因為腫瘤超過一公分。所以他認為要先作三個月的注射
化療，
化療，然後接著要五年的荷爾蒙藥物治療。
然後接著要五年的荷爾蒙藥物治療。回到家裡心裡納悶著，
回到家裡心裡納悶著，難道真要化療
難道真要化療
嗎? 我的身體承受得住嗎?
我的身體承受得住嗎? 因為開刀後貧血和紅血球過低，
因為開刀後貧血和紅血球過低，感覺非常的虛弱與疲
倦，還常常眩暈。
還常常眩暈。先生為了我的健康，
先生為了我的健康，求證我是否應該化療，
求證我是否應該化療，鍥而不捨的到各網
站查詢資料，
站查詢資料，意外的發現21
意外的發現21基因檢測
21基因檢測 (21(21-Gene RS Assay
Assay; 更普遍叫做 Oncotype DX
Test)
Test) 。 這種檢測針對:
這種檢測針對: 雌激素受體(
雌激素受體(ER)
ER) 為陽性，
為陽性，淋巴結未感染，
淋巴結未感染，屬於第一及第二
屬於第一及第二
期的早期患者且癌
期的早期患者且癌腫瘤在
腫瘤在2公分以內者有用處
公分以內者有用處。
者有用處。21基因檢測會針對個別的癌症患者
21基因檢測會針對個別的癌症患者
檢測出來一個叫做癌症
檢測出來一個叫做癌症再發指
再發指數 (RS - Recurrence Score) 。10/12 我的檢測結果出來
了，醫生告訴我不用化療
醫生告訴我不用化療，
用化療，因為指數非常的低
因為指數非常的低 - 是他看過病人中最低的，
是他看過病人中最低的，只有 3。
3。
根據 NCCN 2011版
2011版的指南，
指南，如果RS
如果RS分數在
RS分數在1
分數在18 以下就確定不用化療，
以下就確定不用化療，因化療對這一
類的患者沒有幫助只增加醫療費用及帶來副作用
類的患者沒有幫助只增加醫療費用及帶來副作用。
副作用。
從8/18 的震驚(shock)
的震驚(shock) 到10/12的料想不到
10/12的料想不到(surprise)
的料想不到(surprise) ， 神的奇妙作為，
神的奇妙作為，讓我深深體會
到保羅所說:
到保羅所說: 「深哉 ，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
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祂的判斷何其難測！
的判斷何其難測！祂的蹤跡何其難
尋！」(羅馬書 11:33) 。然而神卻 樂意側耳傾聽，
樂意側耳傾聽，樂意向我回應，
樂意向我回應，真實的愛向我表
明。我們連明天會發生任何事都無法知道，
我們連明天會發生任何事都無法知道，但神卻是掌控一切，
但神卻是掌控一切，預知未來。
預知未來。
在以往的信仰過程中我一直想認識神，
在以往的信仰過程中我一直想認識神，親近神。
親近神。在這次的病痛患難中，
在這次的病痛患難中，我卻完完
全全的經歷祂，
全全的經歷祂，並且學會順服祂。
並且學會順服祂。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所謂快樂的人生就是無論在順境或
逆境中
逆境中，都與主同在，
都與主同在，並有主倚靠的人生。
並有主倚靠的人生。「人非有信，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
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
為到神面前來的人 必須信有神，
必須信有神，且信他賞賜那尋求祂
且信他賞賜那尋求祂的人。
的人。」(西伯來 11:6)
感謝主帶領我走信心的道路讓我的生命有更深一層的歷練與超越。
感謝主帶領我走信心的道路讓我的生命有更深一層的歷練與超越。其實神所有的
作為就是要在我們的信心底下建造一個堅固的地基。
作為就是要在我們的信心底下建造一個堅固的地基。
我們是一群有福的人。
我們是一群有福的人。選擇這條窄門小路絕對正確真實。
選擇這條窄門小路絕對正確真實。主耶穌基督說:
主耶穌基督說: 「我就是
道路、
道路、真理、
真理、生命」
生命」。只要有信心，
只要有信心，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祂，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祂，並且順服神的
帶領，
帶領，十字架的喜樂要伴我們渡過一切難關，
十字架的喜樂要伴我們渡過一切難關，更賜給我們永恆的盼望。
更賜給我們永恆的盼望。
後記
感謝鍾牧師、
、華牧師、
感謝鍾牧師
華牧師、師母、
師母、以及一群弟兄姊妹
以及一群弟兄姊妹，
一群弟兄姊妹，默默為我禱告祈求
默默為我禱告祈求，
我禱告祈求，還有許多
還有許多
朋友們送來卡片、
朋友們送來卡片、鮮花、
鮮花、書籍、
書籍、水果及食物，
水果及食物，每一份的關懷與愛心都給我莫大的
支持與鼓勵。
支持與鼓勵。加上親人的細心照顧，
加上親人的細心照顧，讓我在
讓我在生病期間一點也不覺得孤單和痛苦，
生病期間一點也不覺得孤單和痛苦，
反而覺得自己是個富足幸福的人。
反而覺得自己是個富足幸福的人。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願神賜福給每一個人。
願神賜福給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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