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祈禱的母親祈禱的母親祈禱的母親祈禱的母親





今天是母親節今天是母親節今天是母親節今天是母親節

先向所有作母親的道賀祝福先向所有作母親的道賀祝福先向所有作母親的道賀祝福先向所有作母親的道賀祝福
更向所有作祖母婆婆的致敬更向所有作祖母婆婆的致敬更向所有作祖母婆婆的致敬更向所有作祖母婆婆的致敬

人間的愛人間的愛人間的愛人間的愛
尤其犠牲和無條件給予的愛尤其犠牲和無條件給予的愛尤其犠牲和無條件給予的愛尤其犠牲和無條件給予的愛
沒有能大過母愛的沒有能大過母愛的沒有能大過母愛的沒有能大過母愛的沒有能大過母愛的沒有能大過母愛的沒有能大過母愛的沒有能大過母愛的
嬰孩在母親的懷中成長嬰孩在母親的懷中成長嬰孩在母親的懷中成長嬰孩在母親的懷中成長
在母愛的陽光中歡笑在母愛的陽光中歡笑在母愛的陽光中歡笑在母愛的陽光中歡笑
無論窮富人家無論窮富人家無論窮富人家無論窮富人家

在母愛護呵下長大的本身在母愛護呵下長大的本身在母愛護呵下長大的本身在母愛護呵下長大的本身
就是一種懷念一生的幸福就是一種懷念一生的幸福就是一種懷念一生的幸福就是一種懷念一生的幸福



在中亞烏滋別克宣教的時候在中亞烏滋別克宣教的時候在中亞烏滋別克宣教的時候在中亞烏滋別克宣教的時候，，，，去參觀了去參觀了去參觀了去參觀了
宣教士在孤兒院及兒童殘障醫院宣教士在孤兒院及兒童殘障醫院宣教士在孤兒院及兒童殘障醫院宣教士在孤兒院及兒童殘障醫院
那里的孩子和一般同齡孩子有顯著的不同那里的孩子和一般同齡孩子有顯著的不同那里的孩子和一般同齡孩子有顯著的不同那里的孩子和一般同齡孩子有顯著的不同
最明顯的是最明顯的是最明顯的是最明顯的是、、、、他們沒有笑容他們沒有笑容他們沒有笑容他們沒有笑容！！！！

他們他們他們他們非常孤僻封閉非常孤僻封閉非常孤僻封閉非常孤僻封閉，，，，眼光呆滯而空洞眼光呆滯而空洞眼光呆滯而空洞眼光呆滯而空洞
他們最懼怕的他們最懼怕的他們最懼怕的他們最懼怕的、、、、是被叫到自己的名字是被叫到自己的名字是被叫到自己的名字是被叫到自己的名字他們最懼怕的他們最懼怕的他們最懼怕的他們最懼怕的、、、、是被叫到自己的名字是被叫到自己的名字是被叫到自己的名字是被叫到自己的名字
因為只有要受處罰責打因為只有要受處罰責打因為只有要受處罰責打因為只有要受處罰責打、、、、才有人喊他名字才有人喊他名字才有人喊他名字才有人喊他名字
他們他們他們他們是是是是貧困無助貧困無助貧困無助貧困無助，，，，但是他們最需要的但是他們最需要的但是他們最需要的但是他們最需要的
不是金錢物質不是金錢物質不是金錢物質不是金錢物質、、、、這不是他們最需要的這不是他們最需要的這不是他們最需要的這不是他們最需要的

他們從來沒有被抱過他們從來沒有被抱過他們從來沒有被抱過他們從來沒有被抱過

他們最需要的是愛的懷抱他們最需要的是愛的懷抱他們最需要的是愛的懷抱他們最需要的是愛的懷抱。。。。



「「「「英國文化協會英國文化協會英國文化協會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British CouncilBritish CouncilBritish Council））））

是一專司推廣英國文化的官方機構是一專司推廣英國文化的官方機構是一專司推廣英國文化的官方機構是一專司推廣英國文化的官方機構。。。。2004200420042004年年年年，，，，
特別挑選了七十個英文單字特別挑選了七十個英文單字特別挑選了七十個英文單字特別挑選了七十個英文單字，，，，讓全球一讓全球一讓全球一讓全球一 ○○○○ 二二二二
個非英語系國家的人民個非英語系國家的人民個非英語系國家的人民個非英語系國家的人民，，，，從中選出最為優美的從中選出最為優美的從中選出最為優美的從中選出最為優美的
英文單字英文單字英文單字英文單字。。。。經過四萬多人的挑選結果經過四萬多人的挑選結果經過四萬多人的挑選結果經過四萬多人的挑選結果，，，，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mothermothermothermother這個字這個字這個字這個字，，，，被公認為是最美麗的被公認為是最美麗的被公認為是最美麗的被公認為是最美麗的
英文字英文字英文字英文字。。。。 「「「「父親父親父親父親」」」」未進入七十未進入七十未進入七十未進入七十!!!!英文字英文字英文字英文字。。。。 「「「「父親父親父親父親」」」」未進入七十未進入七十未進入七十未進入七十!!!!

基本上基本上基本上基本上，「，「，「，「母親母親母親母親」」」」之所以會被票選為最優美的之所以會被票選為最優美的之所以會被票選為最優美的之所以會被票選為最優美的
英文字英文字英文字英文字，，，，從英國浸信會牧師從英國浸信會牧師從英國浸信會牧師從英國浸信會牧師 Herbert Herbert Herbert Herbert LockyerLockyerLockyerLockyer所所所所
著的著的著的著的《《《《聖經中所有的婦女聖經中所有的婦女聖經中所有的婦女聖經中所有的婦女》》》》((((All the Women of All the Women of All the Women of All the Women of 

the Bible)the Bible)the Bible)the Bible)一書中一書中一書中一書中，，，，對於對於對於對於MOTHERMOTHERMOTHERMOTHER之英文字母組之英文字母組之英文字母組之英文字母組
合的引喻合的引喻合的引喻合的引喻，，，，讓我們從中看出一些端倪讓我們從中看出一些端倪讓我們從中看出一些端倪讓我們從中看出一些端倪



MMMM代表代表代表代表MillionMillionMillionMillion（（（（百萬百萬百萬百萬、、、、無數無數無數無數）：）：）：）：指母親不計任指母親不計任指母親不計任指母親不計任
何代價的為子女付出何代價的為子女付出何代價的為子女付出何代價的為子女付出，，，，所付出的無可量化所付出的無可量化所付出的無可量化所付出的無可量化。。。。
OOOO代表代表代表代表OldOldOldOld（（（（老老老老）：）：）：）：表示母親為了子女付出表示母親為了子女付出表示母親為了子女付出表示母親為了子女付出，，，，
即使到老即使到老即使到老即使到老，，，，甚至到死亦不改變甚至到死亦不改變甚至到死亦不改變甚至到死亦不改變。。。。
TTTT代表代表代表代表TearsTearsTearsTears（（（（眼淚眼淚眼淚眼淚）：）：）：）：意為母親時刻為子女流意為母親時刻為子女流意為母親時刻為子女流意為母親時刻為子女流
淚禱告淚禱告淚禱告淚禱告，，，，祈求神的保守與祝福祈求神的保守與祝福祈求神的保守與祝福祈求神的保守與祝福。。。。

MOTHER

淚禱告淚禱告淚禱告淚禱告，，，，祈求神的保守與祝福祈求神的保守與祝福祈求神的保守與祝福祈求神的保守與祝福。。。。
HHHH代表代表代表代表HeartHeartHeartHeart（（（（心心心心）：）：）：）：指母親那顆愛子女的心指母親那顆愛子女的心指母親那顆愛子女的心指母親那顆愛子女的心。。。。
EEEE代表代表代表代表EyeEyeEyeEye（（（（眼睛眼睛眼睛眼睛）：）：）：）：表示母親對兒女所流露出表示母親對兒女所流露出表示母親對兒女所流露出表示母親對兒女所流露出
那無微不至的關愛眼神那無微不至的關愛眼神那無微不至的關愛眼神那無微不至的關愛眼神。。。。
RRRR代表代表代表代表RightRightRightRight（（（（對的對的對的對的）：）：）：）：訴說著母親愛子女的心訴說著母親愛子女的心訴說著母親愛子女的心訴說著母親愛子女的心
總是對的總是對的總是對的總是對的，，，，雖方法有時不被兒女所接受雖方法有時不被兒女所接受雖方法有時不被兒女所接受雖方法有時不被兒女所接受，，，，
然母愛絕對是無庸置疑的然母愛絕對是無庸置疑的然母愛絕對是無庸置疑的然母愛絕對是無庸置疑的。。。。



我的母亲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我的母亲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我的母亲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我的母亲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我所有的一切都我所有的一切都我所有的一切都我所有的一切都
归功于我的母亲归功于我的母亲归功于我的母亲归功于我的母亲。。。。我一生中所有的成就都归功于我从我一生中所有的成就都归功于我从我一生中所有的成就都归功于我从我一生中所有的成就都归功于我从
她那儿得到的德她那儿得到的德她那儿得到的德她那儿得到的德、、、、智智智智、、、、体的教育体的教育体的教育体的教育。。。。————乔治乔治乔治乔治····华盛顿华盛顿华盛顿华盛顿

无论我现在怎么样无论我现在怎么样无论我现在怎么样无论我现在怎么样，，，，还是希望以后会怎么样还是希望以后会怎么样还是希望以后会怎么样还是希望以后会怎么样，，，，都应当都应当都应当都应当
归功于我天使一般的母亲归功于我天使一般的母亲归功于我天使一般的母亲归功于我天使一般的母亲。。。。我记得母亲的那些祷告我记得母亲的那些祷告我记得母亲的那些祷告我记得母亲的那些祷告，，，，

我很幸运有爱我的母亲我很幸运有爱我的母亲我很幸运有爱我的母亲我很幸运有爱我的母亲””””---- 贝多芬贝多芬贝多芬贝多芬

归功于我天使一般的母亲归功于我天使一般的母亲归功于我天使一般的母亲归功于我天使一般的母亲。。。。我记得母亲的那些祷告我记得母亲的那些祷告我记得母亲的那些祷告我记得母亲的那些祷告，，，，
它们一直伴随着我它们一直伴随着我它们一直伴随着我它们一直伴随着我，，，，而且已经陪伴了我一生而且已经陪伴了我一生而且已经陪伴了我一生而且已经陪伴了我一生。。。。

————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林肯林肯林肯林肯

从母亲那里从母亲那里从母亲那里从母亲那里，，，，我得到的是幸福和讲故事的快乐我得到的是幸福和讲故事的快乐我得到的是幸福和讲故事的快乐我得到的是幸福和讲故事的快乐。。。。歌德歌德歌德歌德

就是在我们母亲的膝上就是在我们母亲的膝上就是在我们母亲的膝上就是在我们母亲的膝上，，，，我们就获得了我们的我们就获得了我们的我们就获得了我们的我们就获得了我们的
最高尚最高尚最高尚最高尚、、、、最真诚和最远大的理想最真诚和最远大的理想最真诚和最远大的理想最真诚和最远大的理想，，，，
但是里面很少有任何金钱但是里面很少有任何金钱但是里面很少有任何金钱但是里面很少有任何金钱。。。。马克马克马克马克····吐温吐温吐温吐温



每一個成功的男人每一個成功的男人每一個成功的男人每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都有一位賢慧的妻子背後都有一位賢慧的妻子背後都有一位賢慧的妻子背後都有一位賢慧的妻子

每一個時代偉人每一個時代偉人每一個時代偉人每一個時代偉人、、、、背后都有一位影響他的母親背后都有一位影響他的母親背后都有一位影響他的母親背后都有一位影響他的母親

兩位神使用影響時代的先知撒母耳和施洗約翰兩位神使用影響時代的先知撒母耳和施洗約翰兩位神使用影響時代的先知撒母耳和施洗約翰兩位神使用影響時代的先知撒母耳和施洗約翰

一個在最荒涼的士師時期引進復興和大衛國度一個在最荒涼的士師時期引進復興和大衛國度一個在最荒涼的士師時期引進復興和大衛國度一個在最荒涼的士師時期引進復興和大衛國度一個在最荒涼的士師時期引進復興和大衛國度一個在最荒涼的士師時期引進復興和大衛國度一個在最荒涼的士師時期引進復興和大衛國度一個在最荒涼的士師時期引進復興和大衛國度

一位是耶穌基督的救恩先鋒銜接舊約引進新約一位是耶穌基督的救恩先鋒銜接舊約引進新約一位是耶穌基督的救恩先鋒銜接舊約引進新約一位是耶穌基督的救恩先鋒銜接舊約引進新約

兩位先知都有虔敬愛神又能活出榜樣的好母親兩位先知都有虔敬愛神又能活出榜樣的好母親兩位先知都有虔敬愛神又能活出榜樣的好母親兩位先知都有虔敬愛神又能活出榜樣的好母親

都有一位都有一位都有一位都有一位祈禱的母親祈禱的母親祈禱的母親祈禱的母親



以法蓮山地的拉瑪瑣非有一個以法蓮人以法蓮山地的拉瑪瑣非有一個以法蓮人以法蓮山地的拉瑪瑣非有一個以法蓮人以法蓮山地的拉瑪瑣非有一個以法蓮人，，，，
名叫以利加拿名叫以利加拿名叫以利加拿名叫以利加拿，，，，…。。。。他有兩個妻他有兩個妻他有兩個妻他有兩個妻，，，，一名哈拿一名哈拿一名哈拿一名哈拿，，，，
一名一名一名一名毗尼毗尼毗尼毗尼拿拿拿拿。。。。毗尼毗尼毗尼毗尼拿有兒女拿有兒女拿有兒女拿有兒女，，，，哈拿哈拿哈拿哈拿沒沒沒沒有兒女有兒女有兒女有兒女。。。。
毗尼毗尼毗尼毗尼拿拿拿拿見見見見耶和耶和耶和耶和華華華華不使哈拿不使哈拿不使哈拿不使哈拿生育生育生育生育，，，，
就作她就作她就作她就作她的對的對的對的對頭頭頭頭，，，，大大大大大大大大激動她激動她激動她激動她，，，，要要要要使使使使她生氣她生氣她生氣她生氣。。。。
毗尼毗尼毗尼毗尼拿拿拿拿仍仍仍仍是是是是激動她激動她激動她激動她，，，，以以以以致她哭泣致她哭泣致她哭泣致她哭泣不不不不吃飯吃飯吃飯吃飯。。。。

((((撒撒撒撒上上上上 1:11:11:11:1----2 ,2 ,2 ,2 ,1:61:61:61:6----8)8)8)8)

哈拿心哈拿心哈拿心哈拿心裡愁苦裡愁苦裡愁苦裡愁苦，，，，就痛痛哭泣就痛痛哭泣就痛痛哭泣就痛痛哭泣，，，，祈禱耶和祈禱耶和祈禱耶和祈禱耶和華華華華，，，，哈拿心哈拿心哈拿心哈拿心裡愁苦裡愁苦裡愁苦裡愁苦，，，，就痛痛哭泣就痛痛哭泣就痛痛哭泣就痛痛哭泣，，，，祈禱耶和祈禱耶和祈禱耶和祈禱耶和華華華華，，，，
許願許願許願許願說說說說，，，，萬萬萬萬軍軍軍軍之耶和之耶和之耶和之耶和華阿華阿華阿華阿，，，，
你若垂顧婢你若垂顧婢你若垂顧婢你若垂顧婢女的女的女的女的苦情苦情苦情苦情，，，，眷念眷念眷念眷念不不不不忘婢忘婢忘婢忘婢女女女女，，，，
賜賜賜賜我一個兒子我一個兒子我一個兒子我一個兒子，，，，我我我我必必必必使他使他使他使他終身歸終身歸終身歸終身歸與耶和與耶和與耶和與耶和華華華華，，，，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剃頭刀剃剃頭刀剃剃頭刀剃剃頭刀剃他的他的他的他的頭頭頭頭。。。。
哈拿在耶和哈拿在耶和哈拿在耶和哈拿在耶和華面前華面前華面前華面前不不不不住住住住地祈禱地祈禱地祈禱地祈禱。。。。(1:10(1:10(1:10(1:10----12a)12a)12a)12a)



哈拿哈拿哈拿哈拿回答回答回答回答說說說說，，，，我是心我是心我是心我是心裡愁苦裡愁苦裡愁苦裡愁苦的婦人的婦人的婦人的婦人，，，，清酒濃酒清酒濃酒清酒濃酒清酒濃酒
都都都都沒沒沒沒有有有有喝喝喝喝，，，，但但但但在耶和在耶和在耶和在耶和華面前傾華面前傾華面前傾華面前傾心心心心吐吐吐吐意意意意。。。。(1:15)(1:15)(1:15)(1:15)

耶和耶和耶和耶和華顧念華顧念華顧念華顧念哈拿哈拿哈拿哈拿，，，，哈拿哈拿哈拿哈拿就懷孕就懷孕就懷孕就懷孕。。。。日日日日期期期期滿足滿足滿足滿足，，，，
生生生生了一個兒子了一個兒子了一個兒子了一個兒子，，，，給給給給他他他他起起起起名叫撒母耳名叫撒母耳名叫撒母耳名叫撒母耳﹝﹝﹝﹝說說說說，，，，﹞﹞﹞﹞
這是我從耶和這是我從耶和這是我從耶和這是我從耶和華華華華那那那那裡裡裡裡求求求求來來來來的的的的。。。。(1:18(1:18(1:18(1:18----20)20)20)20)

既斷既斷既斷既斷了了了了奶奶奶奶，，，，就把孩就把孩就把孩就把孩子子子子帶帶帶帶上示上示上示上示羅羅羅羅，，，，
到了耶和到了耶和到了耶和到了耶和華華華華的的的的殿殿殿殿。。。。就領孩就領孩就領孩就領孩子到以利子到以利子到以利子到以利面前面前面前面前。。。。到了耶和到了耶和到了耶和到了耶和華華華華的的的的殿殿殿殿。。。。就領孩就領孩就領孩就領孩子到以利子到以利子到以利子到以利面前面前面前面前。。。。
婦人說婦人說婦人說婦人說，，，，主阿主阿主阿主阿，，，，從從從從前前前前在在在在你你你你這這這這裡站裡站裡站裡站著祈求耶和著祈求耶和著祈求耶和著祈求耶和華華華華
的那婦人的那婦人的那婦人的那婦人，，，，就就就就是是是是我我我我，，，，我祈求為我祈求為我祈求為我祈求為要得要得要得要得這這這這孩孩孩孩子子子子。。。。
耶和耶和耶和耶和華已將華已將華已將華已將我所求的我所求的我所求的我所求的賜給賜給賜給賜給我了我了我了我了。。。。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我我我我將將將將這這這這孩孩孩孩子子子子歸歸歸歸與耶和與耶和與耶和與耶和華華華華，，，，
使他使他使他使他終身歸終身歸終身歸終身歸與耶和與耶和與耶和與耶和華華華華。。。。
於是在那於是在那於是在那於是在那裡裡裡裡敬敬敬敬拜拜拜拜耶和耶和耶和耶和華華華華(1:24(1:24(1:24(1:24----18)18)18)18)



哈拿禱告說哈拿禱告說哈拿禱告說哈拿禱告說，，，，我的心我的心我的心我的心因因因因耶和耶和耶和耶和華快樂華快樂華快樂華快樂。。。。我的我的我的我的角因角因角因角因
耶和耶和耶和耶和華高舉華高舉華高舉華高舉。。。。我的我的我的我的口向仇敵張開口向仇敵張開口向仇敵張開口向仇敵張開。。。。我我我我因因因因耶和耶和耶和耶和華華華華
的救恩的救恩的救恩的救恩歡欣歡欣歡欣歡欣。。。。只只只只有耶和有耶和有耶和有耶和華華華華為聖為聖為聖為聖。。。。除除除除他以他以他以他以外沒外沒外沒外沒有有有有
可可可可比比比比的的的的，，，，也沒也沒也沒也沒有有有有磐石像磐石像磐石像磐石像我們的神我們的神我們的神我們的神。。。。

耶和耶和耶和耶和華眷顧華眷顧華眷顧華眷顧哈拿哈拿哈拿哈拿，，，，她就懷孕生她就懷孕生她就懷孕生她就懷孕生了了了了三三三三個兒子個兒子個兒子個兒子，，，，兩兩兩兩
個女兒個女兒個女兒個女兒。。。。 (2:21)(2:21)(2:21)(2:21)

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長長長長大了大了大了大了，，，，耶和耶和耶和耶和華華華華與他與他與他與他同同同同在在在在，，，，使他所說的使他所說的使他所說的使他所說的
話話話話，，，，一一一一句句句句都不都不都不都不落空落空落空落空。。。。從從從從但但但但到別是到別是到別是到別是巴巴巴巴所有的以所有的以所有的以所有的以色色色色
列列列列人人人人，，，，都知都知都知都知道道道道耶和耶和耶和耶和華立華立華立華立撒母耳為先知撒母耳為先知撒母耳為先知撒母耳為先知。。。。
耶和耶和耶和耶和華華華華又在示又在示又在示又在示羅顯現羅顯現羅顯現羅顯現。。。。
因因因因為耶和為耶和為耶和為耶和華將自己華將自己華將自己華將自己的的的的話默話默話默話默示撒母耳示撒母耳示撒母耳示撒母耳，，，，
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就把就把就把就把這這這這話傳遍話傳遍話傳遍話傳遍以以以以色列色列色列色列地地地地。。。。(3:19(3:19(3:19(3:19----21)21)21)21)



流涙度日的哈拿流涙度日的哈拿流涙度日的哈拿流涙度日的哈拿

不能生育不能生育不能生育不能生育
丈夫再娶丈夫再娶丈夫再娶丈夫再娶
對頭羞辱對頭羞辱對頭羞辱對頭羞辱

流淚禱告的哈拿流淚禱告的哈拿流淚禱告的哈拿流淚禱告的哈拿

情詞迫切的直求情詞迫切的直求情詞迫切的直求情詞迫切的直求
向神專心的祈求向神專心的祈求向神專心的祈求向神專心的祈求
求神賜給她兒子求神賜給她兒子求神賜給她兒子求神賜給她兒子對頭羞辱對頭羞辱對頭羞辱對頭羞辱

煎熬度日煎熬度日煎熬度日煎熬度日
佳節愁雲佳節愁雲佳節愁雲佳節愁雲
美食無味美食無味美食無味美食無味

求神賜給她兒子求神賜給她兒子求神賜給她兒子求神賜給她兒子
許願獻兒子給神許願獻兒子給神許願獻兒子給神許願獻兒子給神
持久不住的祈禱持久不住的祈禱持久不住的祈禱持久不住的祈禱
傾心吐意的祈禱傾心吐意的祈禱傾心吐意的祈禱傾心吐意的祈禱



蒙神垂聽的祈禱蒙神垂聽的祈禱蒙神垂聽的祈禱蒙神垂聽的祈禱

相信神凡事都能相信神凡事都能相信神凡事都能相信神凡事都能
明白賞賜的是神明白賞賜的是神明白賞賜的是神明白賞賜的是神
體會神需要器皿體會神需要器皿體會神需要器皿體會神需要器皿
獻兒子歸神所有獻兒子歸神所有獻兒子歸神所有獻兒子歸神所有

聽哈拿祈禱的神聽哈拿祈禱的神聽哈拿祈禱的神聽哈拿祈禱的神

神顧念哈拿神顧念哈拿神顧念哈拿神顧念哈拿、、、、使她懷孕生子使她懷孕生子使她懷孕生子使她懷孕生子
神感動哈拿神感動哈拿神感動哈拿神感動哈拿、、、、她歡呼稱頌神她歡呼稱頌神她歡呼稱頌神她歡呼稱頌神
神賜福哈拿神賜福哈拿神賜福哈拿神賜福哈拿、、、、再賜三子二女再賜三子二女再賜三子二女再賜三子二女
神抬舉哈拿神抬舉哈拿神抬舉哈拿神抬舉哈拿、、、、向撒母耳說話向撒母耳說話向撒母耳說話向撒母耳說話



哈拿成了所有信哈拿成了所有信哈拿成了所有信哈拿成了所有信徒徒徒徒的榜樣的榜樣的榜樣的榜樣、、、、她將等頭她將等頭她將等頭她將等頭的的的的羞辱羞辱羞辱羞辱
攻擊攻擊攻擊攻擊都都都都帶帶帶帶到到到到主面前主面前主面前主面前、、、、而而而而不不不不去去去去以以以以血氣爭鬥血氣爭鬥血氣爭鬥血氣爭鬥。。。。
她她她她不不不不灰灰灰灰心心心心、、、、不不不不分分分分心心心心、、、、誠誠誠誠心心心心而懇切而懇切而懇切而懇切的的的的
向向向向神神神神「「「「傾傾傾傾心心心心吐吐吐吐意意意意」」」」的禱告的禱告的禱告的禱告。。。。
她她她她從從從從長久深長久深長久深長久深入的禱告中入的禱告中入的禱告中入的禱告中、、、、
她更她更她更她更加認加認加認加認識識識識神神神神、、、、更更更更能能能能體貼體貼體貼體貼神的心神的心神的心神的心,,,,
心心心心甘情愿甘情愿甘情愿甘情愿的的的的把相把相把相把相信信信信要得要得要得要得到的兒子到的兒子到的兒子到的兒子((((長長長長子子子子))))獻給主獻給主獻給主獻給主心心心心甘情愿甘情愿甘情愿甘情愿的的的的把相把相把相把相信信信信要得要得要得要得到的兒子到的兒子到的兒子到的兒子((((長長長長子子子子))))獻給主獻給主獻給主獻給主
使使使使主主主主在百在百在百在百姓姓姓姓任意任意任意任意而行而行而行而行的的的的日日日日子子子子、、、、神有合用之人神有合用之人神有合用之人神有合用之人。。。。

她藉苦難她藉苦難她藉苦難她藉苦難認認認認識識識識了神了神了神了神、、、、敬敬敬敬畏畏畏畏神神神神、、、、愛神愛神愛神愛神、、、、信信信信靠靠靠靠神神神神
她得她得她得她得了兒子了兒子了兒子了兒子、、、、沒沒沒沒有有有有抱抱抱抱在在在在懷懷懷懷中中中中懊悔懊悔懊悔懊悔不不不不舍舍舍舍。。。。
她也沒她也沒她也沒她也沒有有有有因因因因以利老以利老以利老以利老邁邁邁邁、、、、無所無所無所無所作作作作為為為為
兩個兩個兩個兩個祭祭祭祭司兒子無司兒子無司兒子無司兒子無惡而惡而惡而惡而不不不不作把作把作把作把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留下留下留下留下。。。。



神立撒母耳作為先知神立撒母耳作為先知神立撒母耳作為先知神立撒母耳作為先知

神向撒母耳顯現說話神向撒母耳顯現說話神向撒母耳顯現說話神向撒母耳顯現說話

神立撒母耳作民士師神立撒母耳作民士師神立撒母耳作民士師神立撒母耳作民士師

哈拿有份於神的計劃哈拿有份於神的計劃哈拿有份於神的計劃哈拿有份於神的計劃

神立撒母耳作民士師神立撒母耳作民士師神立撒母耳作民士師神立撒母耳作民士師

神藉撒母耳使民悔改神藉撒母耳使民悔改神藉撒母耳使民悔改神藉撒母耳使民悔改

使以色列全就傾向神使以色列全就傾向神使以色列全就傾向神使以色列全就傾向神

神悅納撒母耳的呼求神悅納撒母耳的呼求神悅納撒母耳的呼求神悅納撒母耳的呼求

神驚亂擊敗非利士人神驚亂擊敗非利士人神驚亂擊敗非利士人神驚亂擊敗非利士人



引進神的喜悅和同在引進神的喜悅和同在引進神的喜悅和同在引進神的喜悅和同在

帶進神的顯現和話語帶進神的顯現和話語帶進神的顯現和話語帶進神的顯現和話語

帶領以色列家歸向神帶領以色列家歸向神帶領以色列家歸向神帶領以色列家歸向神

扭轉歷史的偉人撒母耳扭轉歷史的偉人撒母耳扭轉歷史的偉人撒母耳扭轉歷史的偉人撒母耳

帶領以色列家歸向神帶領以色列家歸向神帶領以色列家歸向神帶領以色列家歸向神

除盡假神單單事奉神除盡假神單單事奉神除盡假神單單事奉神除盡假神單單事奉神

引進神的引進神的引進神的引進神的手手手手打敗打敗打敗打敗仇敵仇敵仇敵仇敵

膏膏膏膏立大立大立大立大衛衛衛衛作以色列作以色列作以色列作以色列王王王王



學習學習學習學習哈拿哈拿哈拿哈拿的的的的榜樣榜樣榜樣榜樣
作作作作個好個好個好個好母親母親母親母親、、、、成為兒女的祝福成為兒女的祝福成為兒女的祝福成為兒女的祝福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與與與與對頭相對頭相對頭相對頭相爭爭爭爭、、、、而是向神呼求而是向神呼求而是向神呼求而是向神呼求

化苦楚化苦楚化苦楚化苦楚眼淚為禱告向神傾心吐意眼淚為禱告向神傾心吐意眼淚為禱告向神傾心吐意眼淚為禱告向神傾心吐意化苦楚化苦楚化苦楚化苦楚眼淚為禱告向神傾心吐意眼淚為禱告向神傾心吐意眼淚為禱告向神傾心吐意眼淚為禱告向神傾心吐意

從從從從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委屈委屈委屈委屈需要明白神的需要需要明白神的需要需要明白神的需要需要明白神的需要

從從從從向神向神向神向神為自己為自己為自己為自己求到求到求到求到求求求求祂祂祂祂的的的的國國國國和和和和義義義義

以生以生以生以生命榜樣塑造命榜樣塑造命榜樣塑造命榜樣塑造兒女的美兒女的美兒女的美兒女的美好品好品好品好品質質質質



當猶太王希律當猶太王希律當猶太王希律當猶太王希律的時的時的時的時候候候候，，，，亞比雅班裡亞比雅班裡亞比雅班裡亞比雅班裡有一個有一個有一個有一個祭祭祭祭司司司司，，，，
名叫撒名叫撒名叫撒名叫撒迦迦迦迦利利利利亞亞亞亞。。。。他妻子是他妻子是他妻子是他妻子是亞倫亞倫亞倫亞倫的後人的後人的後人的後人，，，，名叫以名叫以名叫以名叫以
利利利利沙伯沙伯沙伯沙伯。。。。他們二人他們二人他們二人他們二人，，，，在神在神在神在神面前面前面前面前都是都是都是都是義義義義人人人人，，，，遵行遵行遵行遵行
主主主主的一的一的一的一切誡命禮儀切誡命禮儀切誡命禮儀切誡命禮儀，，，，沒沒沒沒有可指有可指有可指有可指摘摘摘摘的的的的。。。。只只只只是是是是沒沒沒沒有有有有
孩孩孩孩子子子子，，，，因因因因為以利為以利為以利為以利沙伯沙伯沙伯沙伯不不不不生育生育生育生育，，，，兩個人又年兩個人又年兩個人又年兩個人又年紀紀紀紀老老老老
邁邁邁邁了了了了。。。。((((路路路路 1:51:51:51:5----7)7)7)7)

天天天天使對他說使對他說使對他說使對他說，，，，撒撒撒撒迦迦迦迦利利利利亞亞亞亞，，，，不不不不要害怕要害怕要害怕要害怕。。。。因因因因為為為為你你你你的的的的
祈禱祈禱祈禱祈禱已已已已經被經被經被經被聽見聽見聽見聽見了了了了，，，，你你你你的妻子以利的妻子以利的妻子以利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給你沙伯要給你沙伯要給你沙伯要給你
生生生生一個兒子一個兒子一個兒子一個兒子，，，，你要給你要給你要給你要給他他他他起起起起名叫約名叫約名叫約名叫約翰翰翰翰
你必歡喜快樂你必歡喜快樂你必歡喜快樂你必歡喜快樂，，，，有有有有許許許許多人多人多人多人因因因因他出他出他出他出世世世世，，，，也必喜也必喜也必喜也必喜樂樂樂樂
他在他在他在他在主面前將要主面前將要主面前將要主面前將要為大為大為大為大，，，，淡酒濃酒淡酒濃酒淡酒濃酒淡酒濃酒都不都不都不都不喝喝喝喝，，，，
從母從母從母從母腹裡就腹裡就腹裡就腹裡就被聖被聖被聖被聖靈充滿靈充滿靈充滿靈充滿了了了了。。。。 (1:13(1:13(1:13(1:13----17)17)17)17)



他他他他要要要要使使使使許許許許多以多以多以多以色列色列色列色列人人人人回轉回轉回轉回轉，，，，歸歸歸歸於他們的神於他們的神於他們的神於他們的神。。。。他他他他
必必必必有以利有以利有以利有以利亞亞亞亞的心的心的心的心志志志志能能能能力力力力，，，，行行行行在在在在主主主主的的的的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叫為叫為叫為叫為
父的心父的心父的心父的心轉向轉向轉向轉向兒女兒女兒女兒女，，，，叫叫叫叫悖逆悖逆悖逆悖逆的人的人的人的人轉轉轉轉從從從從義義義義人的人的人的人的智智智智慧慧慧慧。。。。
又為又為又為又為主豫備主豫備主豫備主豫備合用的百合用的百合用的百合用的百姓姓姓姓。。。。(1:13(1:13(1:13(1:13----17)17)17)17)

這些這些這些這些日日日日子以後子以後子以後子以後，，，，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以利以利以利以利沙伯懷沙伯懷沙伯懷沙伯懷了了了了孕孕孕孕，，，，就就就就這些這些這些這些日日日日子以後子以後子以後子以後，，，，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以利以利以利以利沙伯懷沙伯懷沙伯懷沙伯懷了了了了孕孕孕孕，，，，就就就就
隱藏隱藏隱藏隱藏了了了了五五五五個個個個月月月月，，，，說說說說，，，，主主主主在在在在眷顧眷顧眷顧眷顧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日日日日子子子子，，，，這樣這樣這樣這樣
看看看看待待待待我我我我，，，，要把要把要把要把我在人我在人我在人我在人間間間間的的的的羞恥除掉羞恥除掉羞恥除掉羞恥除掉 (1:24(1:24(1:24(1:24----25)25)25)25)

以利以利以利以利沙伯沙伯沙伯沙伯一一一一聽馬聽馬聽馬聽馬利利利利亞問安亞問安亞問安亞問安，，，，所所所所懷懷懷懷的的的的胎就胎就胎就胎就在在在在腹裡腹裡腹裡腹裡
跳動跳動跳動跳動，，，，以利以利以利以利沙伯且沙伯且沙伯且沙伯且被聖被聖被聖被聖靈充滿靈充滿靈充滿靈充滿。。。。



孩子孩子孩子孩子阿阿阿阿，，，，你你你你要稱為要稱為要稱為要稱為至高者至高者至高者至高者的先知的先知的先知的先知。。。。
因為因為因為因為你你你你要要要要行行行行在在在在主主主主的的的的前面前面前面前面，，，，
豫備豫備豫備豫備他的道他的道他的道他的道路路路路。。。。

叫他的叫他的叫他的叫他的百姓百姓百姓百姓因因因因罪得赦罪得赦罪得赦罪得赦，，，，就知道就知道就知道就知道救恩救恩救恩救恩。。。。叫他的叫他的叫他的叫他的百姓百姓百姓百姓因因因因罪得赦罪得赦罪得赦罪得赦，，，，就知道就知道就知道就知道救恩救恩救恩救恩。。。。
因因因因我我我我們神們神們神們神憐憫憐憫憐憫憐憫的心的心的心的心腸腸腸腸，，，，
叫叫叫叫清晨清晨清晨清晨的日光的日光的日光的日光從高從高從高從高天天天天臨臨臨臨到到到到我我我我們要們要們要們要照亮黑暗照亮黑暗照亮黑暗照亮黑暗
中中中中死蔭裡死蔭裡死蔭裡死蔭裡的人的人的人的人。。。。
把我把我把我把我們的們的們的們的腳腳腳腳引到引到引到引到平安平安平安平安的的的的路上路上路上路上。。。。(1:76(1:76(1:76(1:76----79)79)79)79)



以利沙伯以利沙伯以利沙伯以利沙伯

年紀老邁年紀老邁年紀老邁年紀老邁了了了了

是亞是亞是亞是亞倫倫倫倫的的的的后后后后人人人人

在神在神在神在神面前面前面前面前是是是是義義義義人人人人在神在神在神在神面前面前面前面前是是是是義義義義人人人人

遲延遲延遲延遲延蒙蒙蒙蒙應允應允應允應允的禱告的禱告的禱告的禱告

素來素來素來素來被稱為不生育的被稱為不生育的被稱為不生育的被稱為不生育的

他們的祈禱蒙神的垂聽他們的祈禱蒙神的垂聽他們的祈禱蒙神的垂聽他們的祈禱蒙神的垂聽



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施洗約翰施洗約翰施洗約翰施洗約翰的母親的母親的母親的母親

是是是是曠野曠野曠野曠野呼呼呼呼喚喚喚喚的的的的聲音聲音聲音聲音

是是是是耶穌基督耶穌基督耶穌基督耶穌基督的先的先的先的先鋒鋒鋒鋒

在母在母在母在母腹腹腹腹中中中中聖靈充滿聖靈充滿聖靈充滿聖靈充滿

生下生下生下生下來來來來作拿作拿作拿作拿細細細細耳人耳人耳人耳人

使以色列人使以色列人使以色列人使以色列人轉轉轉轉向神向神向神向神

為為為為主預備合用百姓主預備合用百姓主預備合用百姓主預備合用百姓



以利以利以利以利沙伯沙伯沙伯沙伯有最有最有最有最顯赫尊貴顯赫尊貴顯赫尊貴顯赫尊貴的的的的身份身份身份身份、、、、
有無可指有無可指有無可指有無可指責責責責的美好的美好的美好的美好品性品性品性品性,,,,

夫夫夫夫婦二人一婦二人一婦二人一婦二人一生生生生敬虔敬虔敬虔敬虔忠忠忠忠心的心的心的心的事奉事奉事奉事奉神神神神,,,,
實實實實在是敬在是敬在是敬在是敬畏畏畏畏神的榜樣家神的榜樣家神的榜樣家神的榜樣家庭庭庭庭。。。。
聖經聖經聖經聖經記載記載記載記載、、、、只只只只是是是是沒沒沒沒有有有有孩孩孩孩子子子子、、、、

兩人又年兩人又年兩人又年兩人又年記記記記老老老老邁邁邁邁!!!!

從從從從她她她她的的的的故事故事故事故事、、、、從從從從她她她她的的的的故事故事故事故事、、、、
清楚清楚清楚清楚看看看看見見見見神神神神揀揀揀揀選他們選他們選他們選他們
神神神神定定定定的時的時的時的時候還沒來候還沒來候還沒來候還沒來到到到到
他們他們他們他們更更更更是是是是完完完完全不知全不知全不知全不知道道道道
神神神神並沒並沒並沒並沒有不有不有不有不垂聽垂聽垂聽垂聽禱告禱告禱告禱告
神神神神沒沒沒沒有有有有忽略她忽略她忽略她忽略她的的的的愁苦愁苦愁苦愁苦
他們的虔他們的虔他們的虔他們的虔誠並誠並誠並誠並非非非非徒徒徒徒然然然然



祈禱的母親祈禱的母親祈禱的母親祈禱的母親
榜樣的母親榜樣的母親榜樣的母親榜樣的母親

神神神神喜悅喜悅喜悅喜悅的母親的母親的母親的母親
神使用的母親神使用的母親神使用的母親神使用的母親

兩位母親兩位母親兩位母親兩位母親

神使用的母親神使用的母親神使用的母親神使用的母親

有影響有影響有影響有影響力力力力的母親的母親的母親的母親
引進祝福的母親引進祝福的母親引進祝福的母親引進祝福的母親

是是是是仰望仰望仰望仰望神的敬虔婦女神的敬虔婦女神的敬虔婦女神的敬虔婦女
擁擁擁擁有不能有不能有不能有不能隱藏隱藏隱藏隱藏的的的的光輝光輝光輝光輝



慕迪的母親慕迪的母親慕迪的母親慕迪的母親Betsey Holton Moody是一個窮寡婦是一個窮寡婦是一個窮寡婦是一個窮寡婦，，，，四四四四
岁时岁时岁时岁时父親逝世父親逝世父親逝世父親逝世，，，，母親三十六歲母親三十六歲母親三十六歲母親三十六歲，，，，要獨自撫養九個孩子要獨自撫養九個孩子要獨自撫養九個孩子要獨自撫養九個孩子，，，，
慕迪的母親是是一位很敬虔愛主的婦人慕迪的母親是是一位很敬虔愛主的婦人慕迪的母親是是一位很敬虔愛主的婦人慕迪的母親是是一位很敬虔愛主的婦人，，，， 她低泣禱她低泣禱她低泣禱她低泣禱
告告告告，，，，俯首啼哭許久俯首啼哭許久俯首啼哭許久俯首啼哭許久，，，，拿起聖經拿起聖經拿起聖經拿起聖經，，，，隨手打開聖經隨手打開聖經隨手打開聖經隨手打開聖經。。。。擺在擺在擺在擺在
前面的乃是耶利米書前面的乃是耶利米書前面的乃是耶利米書前面的乃是耶利米書49494949章章章章11111111節節節節：「：「：「：「你撇下孤兒你撇下孤兒你撇下孤兒你撇下孤兒，，，，我必我必我必我必
使他們存活使他們存活使他們存活使他們存活；；；；你的寡婦可以信靠我你的寡婦可以信靠我你的寡婦可以信靠我你的寡婦可以信靠我。」。」。」。」她就哭泣着說她就哭泣着說她就哭泣着說她就哭泣着說：：：：
「「「「哦哦哦哦！！！！神阿神阿神阿神阿！！！！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是你把這些孩子給我的是你把這些孩子給我的是你把這些孩子給我的是你把這些孩子給我的，，，，若我若我若我若我
盡我作母親的責任盡我作母親的責任盡我作母親的責任盡我作母親的責任，，，，你必作他們的父親親自引導他們你必作他們的父親親自引導他們你必作他們的父親親自引導他們你必作他們的父親親自引導他們。。。。盡我作母親的責任盡我作母親的責任盡我作母親的責任盡我作母親的責任，，，，你必作他們的父親親自引導他們你必作他們的父親親自引導他們你必作他們的父親親自引導他們你必作他們的父親親自引導他們。。。。
」」」」她一面禱告仰望主她一面禱告仰望主她一面禱告仰望主她一面禱告仰望主，，，，一面日夜操勞一面日夜操勞一面日夜操勞一面日夜操勞。。。。就這樣她的孩就這樣她的孩就這樣她的孩就這樣她的孩
子們都被養大了子們都被養大了子們都被養大了子們都被養大了。。。。

在她的葬禮上在她的葬禮上在她的葬禮上在她的葬禮上，，，，慕迪說慕迪說慕迪說慕迪說：「：「：「：「如果人人都有像他這樣的如果人人都有像他這樣的如果人人都有像他這樣的如果人人都有像他這樣的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這世這世這世這世界界界界上上上上，，，，就就就就用不著監牢用不著監牢用不著監牢用不著監牢了了了了。」。」。」。」

她她她她死後死後死後死後，，，，在她的在她的在她的在她的墓碑墓碑墓碑墓碑上上上上刻著刻著刻著刻著：：：：
「「「「她所作的她所作的她所作的她所作的，，，，是盡她所是盡她所是盡她所是盡她所能能能能的的的的。」。」。」。」((((可可可可 14:8)14:8)14:8)14:8)



慕迪慕迪慕迪慕迪，，，，十九世十九世十九世十九世紀紀紀紀最最最最偉偉偉偉大的大的大的大的佈佈佈佈道道道道家家家家，，，，曾向千萬曾向千萬曾向千萬曾向千萬人人人人傳傳傳傳福福福福音音音音、、、、
就在母親就在母親就在母親就在母親淚水淚水淚水淚水的的的的滋潤滋潤滋潤滋潤中中中中誕誕誕誕生生生生！！！！他他他他既既既既有這樣的有這樣的有這樣的有這樣的慈慈慈慈母而母而母而母而感感感感
到到到到家庭家庭家庭家庭的可愛的可愛的可愛的可愛，，，，就就就就從從從從母親母親母親母親學學學學到到到到呼喊呼喊呼喊呼喊神神神神，，，，和和和和守守守守信信信信諾諾諾諾的的的的美美美美
德德德德。。。。他他他他沒沒沒沒有有有有受過受過受過受過高高高高深深深深的教育的教育的教育的教育，，，，長長長長大以大以大以大以後講後講後講後講道道道道時常時常時常時常有有有有文文文文
法法法法上的上的上的上的錯誤錯誤錯誤錯誤，，，，但是他但是他但是他但是他甘願甘願甘願甘願把自把自把自把自己無條件己無條件己無條件己無條件的的的的獻獻獻獻給神給神給神給神，，，，所所所所
以以以以能蒙能蒙能蒙能蒙神大大使神大大使神大大使神大大使用用用用。。。。
他自告他自告他自告他自告奮勇地請求奮勇地請求奮勇地請求奮勇地請求教主日教主日教主日教主日學學學學。。。。後來後來後來後來他的他的他的他的學學學學生生生生增增增增到一到一到一到一千千千千
五百五百五百五百人人人人。。。。從不忽略從不忽略從不忽略從不忽略個人個人個人個人佈佈佈佈道道道道，，，，每每每每天起天起天起天起碼對碼對碼對碼對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講講講講耶耶耶耶五百五百五百五百人人人人。。。。從不忽略從不忽略從不忽略從不忽略個人個人個人個人佈佈佈佈道道道道，，，，每每每每天起天起天起天起碼對碼對碼對碼對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講講講講耶耶耶耶
穌穌穌穌。。。。林肯林肯林肯林肯發動解放黑奴發動解放黑奴發動解放黑奴發動解放黑奴的的的的戰爭時戰爭時戰爭時戰爭時，，，，他他他他去去去去到到到到軍隊裏軍隊裏軍隊裏軍隊裏面面面面，，，，
向士兵傳向士兵傳向士兵傳向士兵傳福福福福音音音音。。。。

Moody Bible Institute



父母生下我父母生下我父母生下我父母生下我，，，，看見看見看見看見我我我我沒沒沒沒有手有手有手有手，，，，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只只只只有一有一有一有一隻腳正常隻腳正常隻腳正常隻腳正常，，，，
就就就就丟丟丟丟下了我下了我下了我下了我離去離去離去離去。。。。因為因為因為因為哭哭哭哭聲太聲太聲太聲太大了大了大了大了，，，， 引引引引來來來來了了了了鄰居探鄰居探鄰居探鄰居探
詢詢詢詢，，，，隨隨隨隨後警察也來後警察也來後警察也來後警察也來了了了了，，，， 把我把我把我把我帶帶帶帶到了到了到了到了警察局警察局警察局警察局，，，，而一直而一直而一直而一直
都都都都沒沒沒沒有人有人有人有人認領認領認領認領，，，， 就就就就決定由醫決定由醫決定由醫決定由醫生生生生帶走帶走帶走帶走，，，，做為醫院做為醫院做為醫院做為醫院的的的的標標標標
本本本本。。。。這這這這時時時時六六六六龜龜龜龜育育育育幼院幼院幼院幼院的的的的楊院長楊院長楊院長楊院長((((牧師牧師牧師牧師))))聞聲聞聲聞聲聞聲而而而而來來來來，，，，指定指定指定指定
要我要我要我要我：：：：『『『『別別別別人人人人不不不不要的要的要的要的，，，，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因為因為因為因為這孩子這孩子這孩子這孩子將來無法將來無法將來無法將來無法自自自自

口足畫家口足畫家口足畫家口足畫家------------楊恩典的故事楊恩典的故事楊恩典的故事楊恩典的故事

要我要我要我要我：：：：『『『『別別別別人人人人不不不不要的要的要的要的，，，，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因為因為因為因為這孩子這孩子這孩子這孩子將來無法將來無法將來無法將來無法自自自自
己己己己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從此從此從此從此；；；；他就成了我的他就成了我的他就成了我的他就成了我的爸爸爸爸爸爸爸爸。。。。院長夫院長夫院長夫院長夫人人人人，，，，
是是是是媽媽媽媽媽媽媽媽、、、、老師老師老師老師、、、、廚師廚師廚師廚師、、、、工工工工人人人人…………早期早期早期早期；；；；媽媽常背著媽媽常背著媽媽常背著媽媽常背著我她我她我她我她
的的的的背背背背給我的給我的給我的給我的安全感安全感安全感安全感，，，，好好好好像一像一像一像一座山座山座山座山，，，，每當每當每當每當我我我我感冒感冒感冒感冒，，，，不會不會不會不會
醒鼻涕醒鼻涕醒鼻涕醒鼻涕，，，，媽媽媽媽媽媽媽媽就就就就用口吸用口吸用口吸用口吸我的我的我的我的鼻涕鼻涕鼻涕鼻涕。。。。 ！！！！
三歲三歲三歲三歲時時時時故故故故總統總統總統總統經經經經國先國先國先國先生生生生鼓勵鼓勵鼓勵鼓勵她她她她沒沒沒沒有手可有手可有手可有手可用足之後用足之後用足之後用足之後，，，，即即即即
以以以以足習足習足習足習書書書書法並繪畫法並繪畫法並繪畫法並繪畫。。。。於於於於1989198919891989年加入國際口足畫藝協會年加入國際口足畫藝協會年加入國際口足畫藝協會年加入國際口足畫藝協會。。。。



嚴訓叼筆寫嚴訓叼筆寫嚴訓叼筆寫嚴訓叼筆寫字字字字 楊恩典楊恩典楊恩典楊恩典淚淚淚淚憶憶憶憶「「「「楊媽媽楊媽媽楊媽媽楊媽媽」」」」

六六六六龜龜龜龜育育育育幼院創辦幼院創辦幼院創辦幼院創辦人人人人楊煦牧師楊煦牧師楊煦牧師楊煦牧師的的的的妻妻妻妻子子子子楊楊楊楊林林林林鳳英鳳英鳳英鳳英6666日日日日病病病病逝逝逝逝，，，，
她是她是她是她是院童口院童口院童口院童口中的中的中的中的「「「「楊媽媽楊媽媽楊媽媽楊媽媽」，」，」，」，歷來照顧歷來照顧歷來照顧歷來照顧的的的的小小小小孩孩孩孩逾千逾千逾千逾千
人人人人，，，，出身出身出身出身六六六六龜龜龜龜的的的的口足畫家楊恩典口足畫家楊恩典口足畫家楊恩典口足畫家楊恩典說說說說，，，，楊媽媽楊媽媽楊媽媽楊媽媽像像像像蠟燭蠟燭蠟燭蠟燭
般般般般點點點點亮亮亮亮院童院童院童院童，，，，旺旺旺旺盛的生盛的生盛的生盛的生命力讓命力讓命力讓命力讓人人人人永難忘懷永難忘懷永難忘懷永難忘懷。。。。楊楊楊楊林林林林鳳鳳鳳鳳
英則英則英則英則是是是是原住民原住民原住民原住民孤兒孤兒孤兒孤兒之之之之母母母母。。。。



「「「「我很幸我很幸我很幸我很幸運運運運，，，，小時候遇見小時候遇見小時候遇見小時候遇見了了了了楊媽媽楊媽媽楊媽媽楊媽媽」」」」!!!!

楊恩典回憶楊恩典回憶楊恩典回憶楊恩典回憶說說說說，，，，她她她她先先先先天天天天沒沒沒沒有有有有雙雙雙雙手手手手，，，，楊媽媽嚴格訓楊媽媽嚴格訓楊媽媽嚴格訓楊媽媽嚴格訓
練練練練她她她她用嘴巴叼筆寫字用嘴巴叼筆寫字用嘴巴叼筆寫字用嘴巴叼筆寫字，，，，小小小小孩孩孩孩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大人大人大人大人也心疼也心疼也心疼也心疼，，，，
兩兩兩兩人人人人常抱頭痛常抱頭痛常抱頭痛常抱頭痛哭哭哭哭。。。。



1907190719071907年年年年，，，，有一位有一位有一位有一位名叫安娜名叫安娜名叫安娜名叫安娜．．．．賈維絲賈維絲賈維絲賈維絲的的的的美國美國美國美國女子女子女子女子，，，，
看看看看到許多在到許多在到許多在到許多在第第第第一一一一次次次次世大世大世大世大戰期間陣亡將士戰期間陣亡將士戰期間陣亡將士戰期間陣亡將士的母親和的母親和的母親和的母親和妻妻妻妻子子子子，，，，
孤孤孤孤苦無依苦無依苦無依苦無依，，，，景況淒涼景況淒涼景況淒涼景況淒涼，，，，就就就就發發發發起母親節起母親節起母親節起母親節運動運動運動運動，，，，以以以以讚揚讚揚讚揚讚揚並並並並
安安安安慰備慰備慰備慰備痛苦痛苦痛苦痛苦的母親們的母親們的母親們的母親們。。。。

賈維絲賈維絲賈維絲賈維絲的母親的母親的母親的母親死於死於死於死於1901901901905555年年年年5555月月月月的的的的第第第第二二二二個個個個星星星星期期期期日日日日，，，，
她她她她為紀為紀為紀為紀念念念念她的母親她的母親她的母親她的母親，，，，定定定定那天那天那天那天為為為為母親節母親節母親節母親節。。。。 母親節的母親節的母親節的母親節的康康康康乃乃乃乃

母親節的母親節的母親節的母親節的由來由來由來由來

她她她她為紀為紀為紀為紀念念念念她的母親她的母親她的母親她的母親，，，，定定定定那天那天那天那天為為為為母親節母親節母親節母親節。。。。 母親節的母親節的母親節的母親節的康康康康乃乃乃乃
馨馨馨馨。。。。這是這是這是這是賈維絲賈維絲賈維絲賈維絲在在在在慶祝慶祝慶祝慶祝第第第第二屆二屆二屆二屆母親節母親節母親節母親節時時時時所所所所選選選選定定定定的的的的。。。。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的的的的威爾遜威爾遜威爾遜威爾遜總統於總統於總統於總統於一九一四一九一四一九一四一九一四年正年正年正年正式宣式宣式宣式宣佈為國定紀佈為國定紀佈為國定紀佈為國定紀念念念念

日日日日，，，，而而而而正正正正式式式式成成成成立立立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