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沿途有祢 

 
與神同行的記敍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乾。」 

— 箴言 17：22 

在我決志信主後，我頓然有所領悟，事情的好與壞不在於事情的

本身，全是在於我們面對的心態，換個角度看人生；或許我們因此找

到另一條出路，使我真的找到一條歡欣喜樂的大道。希望寫下神給予

我的恩賜，與您們一一分享。 

李佩蓮 7，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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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簡介> 

 

我叫李佩蓮(Pauline)，是一名幼稚園主任，在一所基督教學校任教達二十

年，丈夫十多年前因血癌病逝，育有一女並已婚，還有兩名外孫女。 

在未患病前，我可稱得上是工作狂，一向身體健康，從未請過一天病假，

每天滿腦子只想著工作，我最喜歡教書，就算已擔任行政工作十多年，一旦有

空，都喜歡走入課室上課，與學生傾談，多了解他們的需要。 

 

剛才提到我患病，患了乳癌，正正因患病後確實令我感到主對我的恩典真

奇妙！ 

 

能有機會與大家分享神怎樣賜恩給我，是我的福氣。而故事就要由一位舊

同事要移民英國結婚講起。她是一位基督徒，未去英國前，暫住在我家，當時

以為是我幫她，想不到是她幫了我，因平日我是獨居，很難得有人陪自己傾偈，

無論工作上的不快事或身體出現一些變化等，我都會跟她傾訴，那時她勸我盡

快看醫生，雖然我很害怕看醫生，但也答應第二天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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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上帝初次接近> 

 

4 月 18 日放工時，雷電交加，滂沱大雨，返到家中已不願外出，但又坐立

不安，於是決定外出看醫生，醫生檢查後就寫轉介信，叮囑我立刻前往急症室，

當時我還輕鬆問醫生應否再找一位專科醫生診治，但醫生語重心長的回應：「你

不要再拖！」 

 

當晚到急症室，醫生要我入院，替我照肺部 X 光，晚上約 11：00，四名

醫生到病房替我檢查，醫生說：「你好像有個瘤在乳房位置，明天腫瘤科醫生會

到來替你再檢查。」嘩！腫瘤科！好害怕！當晚真難度過。 

 

我想起常常對學生說，我們遇到甚麼事情解決不來就祈禱，向天父請求，

天父一定會聽我們的禱告，祂會應允的。話雖如此，但自己卻從未嘗試過，當

晚我奉獻了我的第一次，整晚不斷向天父祈禱，還向神懺悔，懺悔內容我還記

起：「二十年在教會學校工作，我比任何人有更多機會信主、侍奉主，但一直都

未能做到，只有主一直耐心等待我。」 

<最難度過的一夜> 

 

很難過的一夜，到了清晨 7：00，兩位腫瘤科醫生到病房替我檢查，詳細

向我講解病情，X 光肺片沒有大礙，但近胸骨位置有異樣，明顯有個腫瘤近胸骨

位置，不知是好事還是壞事，醫生給我很快轉往博愛醫院乳線科覆診，但超聲

波和乳房做影排期較長，最理想是到私家照，可以早點知道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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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來的天使> 

 

4 月 19 日就安排出院約私家醫生照片做檢查，當晚囡囡和一班同事接我出

院，陪我晚飯，大家都為我的病情憂心，又擔心我獨居，起居飲食會遇到困難，

囡囡想請傭工，但都需時才聘請到，同事們已聯絡一位舊家長日間來照顧我，

解決燃眉之急，其實我仍然擔心晚間有事怎辦呢？此時，突然覺得自己很軟弱，

哭了！整個人都哭到無力！一邊哭著一邊向慈愛的天父祈禱，說出我的擔憂。 

 

4 月 20 日的家庭聚會中，我的堂妹從大陸來港工作，因有住宿的需要，所

以工資不會太高。這時，真的感受到主為我作出的安排，堂妹就是我最佳人選，

可以來住及照顧我，堂妹好像主差來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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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方向> 

 

4 月 22 日遇到的一件事情，更感到主對我奇妙恩典！我曾經跟那位舊同事

提及工作上的不快事。 

去年七月新校長與新副校長向我表示，我一直擔任的課程工作將於新學年

交由新主任接任，我就處理一些事務工作，她們沒有就新安排作任何解釋。這

安排不期然使我很困擾，當時我不能向別人傾訴，擔心別人誤會自己不滿意兩

位新校長，二十年工作狂的我，整整一個暑假都沒有回校工作，在家不停胡思

亂想，不停問自己是否做得不好？但撫心自問，一直對工作認真、投入，無論

在校內、校外都會盡力而為。我滿腦子都是問號？點解？點解？點解這樣對我？ 

 

到了新學年，我的困擾未有消除，反而不斷加深，而且更覺自己頓然迷失

方向，失去自信心。 

 

發覺自己患病後，更覺自己因為那些不快事，解不開的心結，令自己患上

惡病，如果繼續把困擾加深，我相信我是無法安心醫病。 

 

耶穌曾說：「也不是這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顯出神

的作為來。」— 約翰福音 9：3 

 

神讓我清楚知道我患病，不是誰犯了罪，是要在我身上顯出神的榮耀來，

我在治療的經歷裏得到無比的恩賜與平安，我深信必然是祂的恩典與美意。因

此，我不再老怪罪於自己或別人，不再將擔當不起的罪惡揹在肩上，懂得尋找

從神而來的安慰與力量，繼續面對喜樂，跨越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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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議的力量> 

 

奇妙的恩賜就在 4 月 22 日，舊同事本想往中環陪我看專科醫生，但該醫

生因應診時間太遲，我臨時找一位在旺角的陳溈杰醫生看報告，這時，舊同事

到中環撲個空，準備回旺角繼續工作的時候，在旺角地鐵站遇到校監牧師。他

正乘電梯落月台，舊同事想了幾秒就跑回電梯落月台找牧師，她心想著只有她

才能替我說出我的近況和不快事，她不是想為我討回甚麼。只想為我解開心結

和困擾。她到達月台時，有可能牧師已上車離開了，但牧師因車廂太擠迫未有

上車，舊同事便走上前向牧師表明來意，把我的事情一一道上。 

 

實在太奇妙！真不敢相信的偶遇，但神的大能是實實在在的，我與舊同事

的想法也是一樣的，不是想討回甚麼！只想把一直困擾我的心結能解開，讓我

能專心養病，當晚是我一週內睡得最安穩的一夜。 

 

主的慈愛，真能讓我一夜好眠，到了晨早起床又能讓我歡欣喜樂！我真的

要向主獻上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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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福的決定> 

 

4 月 23 日我作出一個重要的決定，而且是最蒙福的決定。過往我固執、自

我，不願隨便讓別人幫忙，對神卻步，甚至取笑別人都愛把「感謝主」幾個字

掛在嘴邊，無論是吃了一頓大餐，睡不著或希望考試成績好都會祈禱，我會看

重個人的努力，而不是坐著等施予。現在我學會凡事感恩，會說「感謝主！」

人往往要有經歷才會明白，努力不一定能得著，要努力再加上恩典才會得著。 

 

還想起當天我主動要求見牧師，舊同事就帶我往基督教恩典聖經堂見江永

基牧師，在江牧師的見證下，我甘願向神認罪悔改，接受基督耶穌為我救主。

當日我就決志了。 

 

那天江牧師對我說：「基督耶穌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我相信決志

信主，完全因為好牧人(耶穌)一直尋找我，不是我聰明選中耶穌作救主，我就好

像迷途的小羊，不懂得回家的路，主耶穌一直看顧著我，保守我，直至帶領我

成為祂的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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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得著輕省> 

 

當日在離開教會乘車途中，一位醫生太太(江太)致電給我，她是經朋友介

紹的，我與她素未謀面，她知道我為病情很擔心，那位在旺角的陳鴻杰醫生也

是她介紹的，因陳醫生提到我的腫瘤面積較大又接近胸骨位置，不能做手術，

相信首要做化療，我曾問陳醫生在私家醫院做會否較好？其實陳醫生一直暗

示，現時政府醫療體系做得不錯，採用的化療藥與私家醫院沒有分別，雖然是

這樣，我仍然不知怎樣選擇？原來陳醫生向江太提議我往政府醫院排期做化療

更為適合我，就算名人沈殿霞和羅文等到後期也要往政府醫院醫治，因為醫療

費用確是無底深潭，神呀！怎會遇到一位有錢都不賺的良心醫生，我相信陳醫

生和醫生太太(江太)，都是神差來的天使，我再毋須為此煩惱，一心等候政府醫

院的安排，一切都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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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切的援助> 

 

4 月 26 日博愛醫院乳腺科覆診當日，因近期為檢查身體，一向較為保守的

我，很多時候感覺很尷尬，在等候診症時，6 個診症室內已見到 5 個診症室都是

男醫生，正當和囡囡說：「為甚麼乳腺科都沒有一個女醫生，今日都是由男醫生

診症。」正有點失望時，輪到我入房見醫生，一推門竟見到一位靚女醫生，連

囡囡都感覺神奇！女醫生細心、溫柔的替我診症，還對我說：「我是你的主診醫

生。」神呀？為何祢對我這麼好！無論大小的要求，祢都應允我，真的感謝主！ 

 

<不斷施展大能> 

 

靚女醫生替我抽了九針粗針細胞組織化驗，又建議我做一次 PET scan，最

快都要二至三星期才有報告。我要好好利用這二至三星期，儘快上班完成畢業

典禮的工作，很感恩！工作一切都很順利。 

未到三星期醫院致電給我，已有了報告，醫生告訴我，我身上的癌細胞有

轉移，是 cancer 四期，心中雖然很難過，但非常平安，很坦然接受。醫生約我

在 5 月 23 日開始第一針化療，這種（紫杉醇、泰素、卡鉑）藥劑，有機會藥物

敏感，為安全起見，第一針住院較安全，醫生安排我到 A9 腫瘤病房。當時我感

覺 A9 病房好熟悉，忽然想起曾經有位家長向我提過，她會由青山醫院轉往屯門

醫院 A9 腫瘤病房工作，於是立刻致電給她，她知道後還請我安心，好好休息，

明天會在 A9 病房等候我，由最初有點擔心、害怕，直至安心準備一切，我相信

這是主為我安排的。 

耶穌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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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後書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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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交託給袮> 

 

6 月 11 日的覆診，等待了幾次的覆檢細胞化驗結果顯示，我真的不能加標

靶藥劑，真是有點失望，如果能加入標靶藥，雙管齊下會有利控制癌細胞，雖

然是有點失望，但相信神會為我作最好的安排，那天，收到不少朋友和同事的

介紹，她們希望我能中西醫結合治療，因我起初以為可以加標靶藥劑，擔心兩

種化療藥同時使用，如再加入中藥，不知會否影響病情，但現在我也想嘗試中

西醫結合治療方案。 

 

神又一次奇妙的恩賜！現時我在屯門醫院覆診遇到的廖少輝醫生原來是一

名私家腫瘤科醫生，我每次覆診只需付出公立醫院費用就能看到私家醫生，怎

會如此幸運！我上網搜查廖醫生的資料，竟發現他除了是腫瘤科西醫，也是一

名註冊中醫，他是中西醫結合的臨床醫生。神呀！你真的為我作最好的安排，

廖醫生清楚我的病情進展，要達到中藥對化療減毒的功效，由熟悉化療又了解

中藥藥性的中醫進行，成效更佳。 

服用廖醫生的中藥不足兩星期，身體狀況已有明顯的改善，精神抖擻，精

力充沛，說話中氣十足，最重要是我的中性白血球指數由低至零點一升至零點

五以上，這些一切除感謝廖醫生外，最重要感謝那賜智慧的神，祂讓廖醫生滿

有智慧地安排我的療程，固祂是醫治人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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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等候> 

 

我一直盼望的消息。於 7 月 23 日的覆診，廖醫生慣常替我量度腫瘤大小，

然後他向我微微一笑，說腫瘤奇蹟地縮細了很多，由最初的 6cm 縮小至現在不

超過 3cm。 

起初廖醫生表示會為我安排約見外科醫生，預計完成第 6 針化療藥後便可

做手術切除腫瘤。聽到這個喜訊，我的淚水已忍不住流出來了。還有，廖醫生

由最初安排我需要接受 6 針白針和 6 針紅針的化療藥，亦因現在控制癌細胞理

想，建議手術後 6 針紅針化療藥毋須注射，讓骨髓好好休養回復正常。繼而利

用荷爾蒙藥控制癌細胞，減少化療藥對身體的副作用影響。 

經過會診後，不同醫生有不同的診斷，我決定照一次 Pet Scan，讓醫生更

清楚腫瘤位置。報告結果雖然腫瘤控制理想，由最初的 6cm 縮至現在 2.4cm，

進行切除手術理應沒有問題，但腫瘤確實仍貼近胸骨位置，有可能會切除不清，

故現階段不宜勉強動手術，所以原有計劃需擱置，繼續接受六針紅針化療藥。 

知道需繼續接受化療理應會有沮喪，但我真的沒有。心裡想著這一切結果

都是神的安排，治療的計劃在衪掌握之中，我要耐心等候，才會有盼望！ 

 

耶穌說：「我的心哪，你當默默無聲，專等候神，因為我的盼望是從衪而來。」 

(詩篇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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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知非福>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這句諺語對我來說，真的「一矢中的」。縱使身

體仍要接受一次又一次的化療，身體的痛楚仍揮之不去，食而不知其味，有時

甚至連吸一口氣也感辛苦，但心靈上得到「喜樂」。喜樂在心是我寶貴的恩典，

是我意想不到的。回想過往，終日只懂忙忙碌碌地奔波著工作，生活過得很累。

反觀現在倒過得愜意自在，每天懷著喜樂的心境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我深信萬

物皆有時，遇到困難不退縮，勇敢面對，盡力而為，成敗已不重要，懂得放開

才會活得更有意義！更精彩！ 

 

經文：「我兒啊！你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起來，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

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 提摩太後書 2：1-2 

  

希望與神同行的記敍能讓許多人因聽見自己的見證而信主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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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恩典太美麗>          曲、詞： 盧永亨 

這天同聚於主聖殿，來數算我主恩典； 

祂以性命來使我完全、來使我兩眼重見光線！ 

 

這天同聚於主聖殿，來數算我主恩典； 

祂賜盼望重生的泉源，還給我勇氣面對挑戰！ 

恩典太美麗，無甚麼可取替， 

唯求將心全然給主來彰顯主愛多珍貴； 

終生愛神，傾心傾意愛別人，才覺生命沒有枉費！ 

 

這天降服於主腳前，留心聽我主差遣； 

深信這日勞苦不徒然，神終會賜我榮美冠冕！ 

衷心去讚頌神極重的恩惠， 

獻我一生傳揚福音，來證實主愛何寶貴； 

請觀看稻田，主的莊稼在面前，遼闊收成沒法估計！ 

 

忠於使命，不惜一切來回應，能事奉你是最尊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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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偶然遇上的驚喜>       曲、詞： 盧永亨 

曾經 踏遍路途千萬裡 

途中 跌倒過 爬不起 

無望的心感困累 全然交瘁 

無助身軀早已沒有力氣 

彷徨中 遇見熱誠的膀臂 

熱切中 碰到你 多驚喜 

前面即使荊棘路 得你在身旁 

縱使呼呼風雨 仍覺甚美 

能在絕望孤單中偶然遇到你 

是我根本不配受的福氣 

來日禍困迎面 滿途挑戰 

能贈我勇氣 完全是你 

 

曾經 踏遍路途千萬裡 

途中 跌倒過 爬不起 

無望的心感困累 全然交瘁 

無助身軀早已沒有力氣 

能在絕望孤單中偶然遇到你 

是我根本不配受的福氣 

來日禍困迎面 滿途挑戰 

能贈我勇氣 完全是你 

年月縱過去 未忘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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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當你走到無力 >       曲、詞：徐偉賢 

當你走到無力繼續下去  當你感到寂寞困惱空虛 

只要相信神隨時扶助你  願助你解開困惑拋開痛悲 

 

當你跑到疲乏難再下去  當你感到疑惑說我是誰 

只要相信神完全明白你  就讓你伸手接受他深愛你 

 

別害怕他知你難受  擔當軟弱與困憂 

不需再懼怕  耶穌必拯救 

願你開口接受 張開你手 

 

別害怕他知你難受  擔當軟弱與困憂 

不需再懼怕  耶穌必拯救 

讓你一生快樂展翅高飛 

一個全新的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