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回安息、從新得力—
參加2010護福全國會員及契友退修會感言
■ 文

熊德筠

RN, MSN, 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系講師

我從民國七十年初開始參與護福 ，之後因某些
個人因素離開了神 ，曠野流浪近二十年；然而 ，神

與肌肉放鬆的愉悅 ，並且有了一夜的好眠。

是好牧人 ，尋找迷羊 ，近幾年重新回到上帝面前 ，

4. 自然生態寧靜和諧的美感

飽嚐神的慈愛！今年六月參加了護福全國退修會 ，

三育強調對生態環境的尊重與自然和諧 ，不

經歷非常豐富的饗宴與大家分享。

噴灑農藥的綠草地上吸引著各種不知名的小蟲與生

一、 群山環繞綠意盎然的三育基督書院～人間
的伊甸園

物 ，時時有可愛的飛鳥棲息 ，燦爛的野花似乎述說

當車子進入退修會場所三育基督書院 ，彷彿進

聲 ，交織出上帝創造的交響樂章 ，我們的說話聲似

著上帝賦予他們的美麗與神氣 ，蛙鳴 、蟬叫與鳥

入了上帝應許之地 ，那流著牛奶與蜜的迦南美地 ，

乎反而顯得吵雜。

整個人安靜了下來 ，大片的綠地 、交疊的山巒 、青

5. 具教誨啟示的美麗建築

蔥的樹林與草地上不知名的小野花 ，都讓人眼目一

書院中的建築與造景經過整體的規劃與設計 ，

新 、身心舒暢 ，好一個美麗境界 ，在此二天一夜的

建築棟棟有不同的風格 ，彼此間有著相當的巨哩 ，

生活特色安排有：

可以有很好的視野與採光 ，沒有壓迫 ，行走其間非

1. 清晨的健走與伸展操

常享受 ，各建築物以聖經的書卷人物命名 ，更啟發

清晨六點中以晨操展開了身體與一天的開始 ，

人深思 ，例如在但以理樓時 ，我想著獅子 、患難與

晨曦中沿著書院的小徑行走 ，清新的空氣 ，寧靜中

信心仰望 ，以及神大能的護庇 ，這真是個充滿驚奇

充滿了希望 ，隨著筋骨的活動與伸展 ，整個人也隨

的地方。

之振奮起來 ，新的開始新起點 ，新造的人 ，是的！

二、 生命靈糧的飽足與愛的團契

在主裏我們都是新造的人。
2. 生機營養與健康飲食
三育健康中心的供餐是精心設計的健康素食 ，

在二天一夜的活動中 ，經歷了神的同在 ，聖靈
的澆灌 ，與神同行好得無比。
1. 神的話—腳前燈與路上光

沒有任何肉品 ，少油 、少鹽 、少糖 ，多蔬果多纖

天地將要過去 ，神的話卻常存 ，「草必枯乾 、

維 ，由各類的蔬菜穀類所搭配出的營養生機飲食 ，

花必凋殘；唯有我們上帝的話語必永遠立定！」人活

再配搭特別調製的美味醬汁與五榖麵包 ，二天一夜

著需要地上的糧 ，更需要生命的糧 - 神的話。聖經是

下來 ，腸道都輕鬆了起來 ，許多人也訂購了各種很

神的話 ，而聖靈是導師 ，具有護理人員背景的綺芬

有特色的產品帶回去與親友共享。

傳道介紹歸納式研經法 ，以腓立比書為例 ，教導大

3. 晚上的熱敷 、按摩與紓壓

家如何透過觀察 、整理 、呈現的步驟來熟讀並思考

晚上的活動結束後特別安排開放中心的養生設
施 ，有各類的按摩設備與熱敷。我選擇了足部的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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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話 ，好將神的話語深藏在心中 ，作為腳前燈 、
路上光 ，活出生命！

歸 回 安 息 、 從 新 得 力
2. 活在基督裡的豐盛

淇淋店 ，綠茶 、梅子以及各種以當地水果為材料的

「你 們 若 常 在 我 裏 面 ， 我 的 話 也 常 在 你 們 裏

各色冰品 ，大快朵頤。冰店老闆帶領大家到附近進

面 ，凡你們所願意的 ，祈求 ，就給你們成就！」秀

行的特殊地理生態導覽 ，見識了所謂「活溼地」；整

吟主任所分享的活出在基督裡的豐盛 ，以約翰福音

個溼地的土壤因具有強力的吸附能力 ，會吸附其上

的葡萄樹與枝子的比喻 ，勉勵大家的生命要經歷三

的物品 ，以致無法承重 ，無法於其上修築道路或任

個重要的階段 ，在主裏持續的潔淨與更新；在神的

何建築 ，泥土會往下沉而土地成活動狀態 ，是所謂

話語中深耕建造；要在善事上多結果子 ，活出生命

「活溼地」，並觀賞了許多特色農作物 ，增長了不少

的好品質。秀吟主任女兒優美動人的詩歌搭配 ，愛
的流露令人感動萬分。
3. 雲彩的見證分享與愛的團契
房理事長的見證「開到水深之處」，講述著護福
辦公室從三重搬家到台北現址的過程中 ，神的供應
與信心的鍛煉 ，並傳達傳福音的異象；而因著護福
季刊的發行與寄送 ，找回了在台中縣太平衛生所任
職護理長的主內姐妹 ，此次主動報名參加退修會 ，

見識 ，是兼具知性與美感的深度生態之旅。
3. 桃米村紙教堂的荷花與青蛙
週日下午的行程中安排了埔里桃米村紙教堂之
旅 ，參觀了在日本神戶大地震震後復原的臨時建築
紙教堂 ，台灣921 大地震的災後復原重建工作 ，師法
了日本的經驗 ，在埔里桃米村結合當地生態保育與
復原重建 ，做環境再造工程 ，有美麗燦爛的荷花池

並分享了令人交織眼淚與歡笑的感人見證。

與種類豐富的青蛙 ，配合空運來台的紙教堂 ，帶給

4. 護福詩班的成立與召喚

當地居民產業與經濟的復甦。

敏榕姊分享護福如何在前立委曾珍麗姐妹的追

4. 埔里酒廠的酒釀與香腸

思紀念會中 ，以護福的名義快速組成六十人「護福詩

在回程返家的路途中 ，埔里酒廠旁的迷人香

班」的獻詩過程 ，推動福音並見證神的榮美 ，當勇敢

腸與甜醉酒釀 ，帶給大家滿滿的飽足 ，許多姐妹買

的擺上時 ，實在令人讚嘆神自己的建造與成就。當

了各類產品帶回家與親友分享 ，其中酒釀是熱門商

下房理事長便正式宣佈 ，「護福詩班」正式成立 ，平

品 ，而遠近馳名的香腸更幾乎是人手一支 ，滋味無

日分北 、中 、南 、東分區練習 ，集合時就是「護福

窮也歡心滿足 ，對台北 、南部等遠程的姐妹來說 ，

詩班」，鼓勵大家加入。

更是重要的糧食補給站 ，謝謝同工們細心體貼的安

三、休閒遊玩的設計與配搭

排。

在退修會活動中 ，並安排了外展的遊玩 ，我
們去了三個行程 、四個景點 ，豐富且多元精心的安
排 ，令人回味無窮。
1. 日月潭湖邊步道健走
在週六黃昏時 ，大夥到書院鄰近的著名景點日
月潭遊玩 ，沿著湖邊的步道緩緩而行 ，湖面水量充
沛 ，波光潾潾 ，雲霧環繞 ，湖光山色 ，美不勝收 ，

四、 同工的精心安排與守望禱告
這樣豐盛細心安排的背後 ，處處可見同工們的
付出與守望 ，謝謝他們的擺上 ，求主記念。人的不
足 、缺乏與有限 ，有時反而顯出神的大能與完全 ，
整個過程我們有很好的天氣 、有熱心的同工 、有相
愛的姐妹 、有守望的禱告 ，於是神賜下合一的靈 ，

遇到許多的大陸遊客 ，日月潭的美與秀麗 ，果然名

神自己引導與建造 ，真是萬事互相效力 ，讓愛神的

不虛傳。

人得益處。預備了豐盛的筵席 ，請大家來赴宴 ，您

2. 生態活濕地與特色冰淇淋

赴宴了嗎？如果今年您錯過了 ，那麼明年千萬別錯

在日月潭附近有乙站公車站以「冰店」為名 ，是
當地居民自行研發了具特別做法與口味的冰棒與冰

過了！親愛的姐妹 ，護理同仁們 ，護福詩班成立
了 ，在召喚你 ，大家一起加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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