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謝吟雪

RN, BSN,前紐約長老教會哥大教學醫院腫瘤專科化療師

我回答說：「不必吧！我的大老闆（Big Boss）會

神的計畫

替我安排。」我在天上的父神就是我的大老闆 ，

我所服務的紐約哥大教學醫院 ，在 2006 與 2007

十多年前我就將退休生涯放在禱告中 ，求祂替

年均是醫院全美最佳排名第六名。神讓我在腫瘤護

我安排 ，因我相信祂所安排的 ，一定比我自己

理專科（Oncology Nursing）服務 ，雖然我本來想在

計劃的更好。

器官移植專科。三十年前 ，美國腫瘤護理學會召開
大會時 ，大約只有二百人參加 ，但目前參與會員大
會的每次至少都有七 、八千人 ，可見腫瘤護專科的

退休計畫

重要。這個十分受人重視與需要的護理專科工作 ，

十多年前 ，有位病人告訴我：「美國真是個好的

讓我得到病人 、家屬 、護士與醫師們的讚許 ，而神

移民國家 ，讓許多優良人材 ，跟你一樣來此服務我

所賜與的各種才能及敏銳的心 ，讓我能在病人處於

們 ，讓許多病人得益處。」那時我已開始為退休生涯

人生最艱難的時刻 ，（面臨到最大的危機大多是死

計劃。美國有許多金融機關 ，積極提倡如何過美好
的退休生活 ，鼓勵大家提早存款 ，當退休時才有足

亡），幫助他們減少許多心靈痛苦。在這當中 ，我獲
得許多有意義且有價值的報酬（金錢以外的）
，使我
前大半生過得滿足而喜樂。

夠經濟能力維持退休後的生活 ，也有餘錢享受退休

這份腫瘤護理專科工作 ，讓我的退休生涯 ，不

前沒時間享受的樂趣 ，如旅遊 、渡假。但神的恩典

僅獲得「真好用」（台語）物質生活（有退休金），更

讓我還沒退休 ，在就業三十多年中 ，已經實現了一

獲得「真好用」的經驗 ，若有人的親友得癌症 ，都

般人所想望的旅遊夢 ，周遊了五十至六十個國家 ，

會需要這方面的專業幫助 ，不僅身體 ，心靈更是需

（退休後兩年內 ，達到六十三個國家 ，還環遊世界三
次）。因此我的退休生涯並不是以旅遊玩樂為大目標
與計劃。大家重視「老本」，而我因著神的恩典 ，在
同一家醫院任職三十四年之久 ，醫院給我退休金。
我如果活到九十歲時 ，總共可領超過一百萬美金的

要。

父神是大老闆
退休前 ，我居住在美國三十四年 ，全家都移民
到美國 ，數年才回台一次 ，有時是去東南亞 ，順道
回台拜訪親朋好友。台灣這三十年來的變化 ，令我

退休金 ，但若只活到七十五歲 ，就只能領五十萬

這「老美」如鄉下佬進城 ，需要有人帶路 ，否則就會

了。

迷路呢！真不知道我退休後 ，可以到何處做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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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 張 境 界
我也想分享經驗 ，但不知台灣的護理界是否真有需

所缺的生活。她引以為傲的兒子們—三個弟弟都在

要 ，（台灣已經有許多博士 、碩士學歷的護理人員 ，

教會內擔任長老 ，忠心盡職。二弟四十八歲 、小弟

而我只有大學畢業的學歷）。退休前 ，醫院裡有位從

五十二歲在專業上退休後 ，開始學習做神的工人。

台大到美國進修的詹醫師建議我 ，要請 AMBC 的美

老母的故事對我來說 ，真是「上天亦講這故事 ，永遠

國有力人士替我寫介紹信 ，才有份量。AMBC 是美

新的故事 ，思念愛我的主」。

國的一個基金會 ，早年曾設立獎學金 ，提供台灣醫
護人員到美國進修用 ，在台灣還是很有名氣。我回
答 說：「不 必 吧！ 我 的 大 老 闆（Big Boss）會 替 我 安
排。」我在天上的父神就是我的大老闆 ，十多年前我
就將退休生涯放在禱告中 ，求祂替我安排 ，因我相
信祂所安排的 ，一定比我自己計劃的更好。事實證
明 ，神早已一步步為我安排。2003 年 10 月 ，透過北
美路加傳道會 ，我參加短宣 ，回台兩周參觀門諾 、
台東 、恆基 、屏基 ，有機會了解陌生的台灣醫院。
而年歲滿足的老母 、老父 ，在這幾年當中 ，蒙

神

憐恤順利平安的返回天家。

心懷台灣宣教
2006 年 12 月與楊宜宜傳道 ，兩週時間到台灣的
「五」福－鄉福 、台福 、基福 、客福 、工福 ，與十個
教會觀摩從世界各地回台宣教的短宣隊。神感動楊宜
宜傳道 ，賜她智慧 、能力 、勇氣與異象 ，創立「台
灣宣教基金會」，許多人認同 、支持並加入。
基金會希望鼓勵 、支持 、連絡在美國各地關
心台灣的神的百姓 ，讓他們能回台灣做二至三週或
二至三個月的長 、短宣教。感謝神 ，讓我在春夏季
時 ，有機會參與此聖工 ，學習在各教會 、團體分享

說故事的人

「台灣宣教咱們可以做什麼」及「抗癌的最佳武器」。

我如願在 2006 年 1 月中旬滿六十歲退休。2006

回台後到各處分享 ，祈求神開更多的門戶 ，讓我能

年 11 月回台實現了我多年的願望—為期半年秋冬

使尚未信主的人 ，從知道抗癌的常識 ，更進一步了

季回台的長宣計劃。神讓我在這三 、四個月中 ，跑

解最佳的抗癌武器－神的話語。「有主賜的平安 ，在

遍台灣 ，不僅享受久違的山光水色 、風土人情 、各

主裡的喜樂 ，因信而得的盼望 ，及永生的應許」才是

處名產美食 、豐富的青菜水果 ，以及台灣的一切美

最佳的抗癌武器！

好。我又參與許多機構的活動 ，得以見識學習 ，不
僅在護理界 ，神更賜給我機會能在各種場合 ，與不
同的對象 ，分享我的信仰 、人生經歷及腫瘤護理職
涯的故事。我不是專業的「演講者」
（Speaker），也無
法想像自己能在眾人面前（五人至四百人之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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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路由神開
2006 年神開路 ，讓我能到嘉基院牧部兩週 、
2007 年四週擔任志工。在這之前 ，我對嘉義全然陌

怯場地分享生命中許多的見證與故事 ，但這真是聖

生。2006 年 6 月在加州參加北美路加退修會時 ，遇

靈親自作工及引導 ，讓我的故事感動不少人 ，激勵

到來自台灣的一對夫婦—翁瑞亨醫師。我聽說他曾

他們想聽故事的興趣。

在嘉基擔任院長十多年 ，後來到衛生署擔任要職 ，

老母生前最愛吟一首歌—「我真愛講這故事」，

又 念 神 學 院 ， 現 回 嘉 基 擔 任 院 牧 部 主 任。 我 離 台

我最愛與人分享我母親的故事 ，尤其是年輕媽媽

三十五年 ，對台灣的大人物都不認識 ，但見這位大

們。老母因敬畏耶和華而得著屬靈的智慧 ，年輕時

醫師十分謙卑 ，滿臉笑容 ，完全沒有「大人物」的樣

以屬靈的智慧教養我們七位子女 ，她晚年過著一無

子 ，激起我的好奇心 ，於是向他表明有意到院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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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摩。神的安排總是好的 、超乎我想像！在嘉基這

這兩個月中 ，因台大護理系恩師的推薦 ，我有

屬靈大家庭中 ，我到學習許多屬靈功課 ，大家代禱

機會到台大護理系的週會中分享「靈性護理」
，我與

與祝福 ，我在近三十次分享的機會中 ，接觸到嘉基

在台大住院的病人家屬也有互動的機會 ，而那最吸

83% 未信主的員工 ，希望藉著神的恩典 ，我能將福

引人且觸動我心的病人家屬故事 ，未來有機會也要

音種子灑在他們心田 ，願神親自收割。陳進成牧師

與人分享。

帶我到護理之家 ，與七十歲以上坐輪椅的長輩們分
享。陳牧師說：「世間的人不愛聽到『死』，最好不要
談到『死』。」我看這群老人們缺乏精神的眼光 ，他們
坐在那兒好像只在那兒等「死」的來臨 ，心裡想著：
「我能跟他們分享什麼？」

盼望在神
聖靈親自作工，陳牧師先用手風琴彈奏歌

屬靈的家
在嘉基這兒還有許多事工可以做 ，像是阿里山
上的戒酒會 、兒童們的課餘輔導 、美語教學 、社區
衛教等 ，都是回台宣教可做的工作。同時藉此在阿里
山「度假」，欣賞山間美景與大自然 ，享受山上的野
菜野食—烤豬 、烤魚 、香菇等 ，更在主裡安靜的休

曲 ，以孩童般的天真活潑笑容 ，引起老人們的興

息 ，這比一般的渡假更有意義與收穫！雖說在台灣

趣 ，教他們唱 ，或是唱給他們聽。唱三首歌及三

當志工 ，事實上卻享受不少 ，神讓我「四處有家」，

次的短講中 ，他選了「至好朋友就是耶穌」這首年

在台北有四 、五處家 ，新竹老家有不少親友 ，在彰

代久遠又令人耳熟能詳的歌 ，也是在美國父母輩們

化 、竹山 、埔里 、嘉義 、台南 、花蓮 、台東也都有

最愛唱的一首 歌。 藉 這 首 歌 的 內 容 ， 我 告 訴 他 們

可休息 、歇腳的家。神在嘉義為我所預備的家 ，是

「真 正 咱 有 大 大福氣 ，萬事攏可對祂求」。分享一

在 2006 年所認識的兩位護士提供的 ，玖容和家盈邀

位長輩的故事：年輕未信主前 ，丈夫娶「細姨」，

請我去她們的家住 ，讓我享受到家的溫暖 ，十歲的

在外人看來她是歹命的。但因信了主後 ，有主可祈

John 與三歲的小碧碧常給我「Big hug」，我也有機會

求 ，她每天虔誠地為三個兒子們祈求 ，三個兒子

能下廚。玖容的先生還在工作 ，但所有閒暇時間 ，

由「台灣頭找到台灣尾」，後來都討了乖巧 、秀美

都花在自家農田—糙米 、青菜花上！他佳里老家農

又賢慧的媳婦 ，也都跟著她信主了 ，她的晚年比
細姨好命多了。這個故事吸引老人家們的注意力及
興趣。當我講到「擲筊」時發音不正確 ，一位八十
多歲的阿嬤糾正我 ，另一位八十八歲的阿嬤伸出因
關節炎變形的雙手握著我 ，告訴我她都聽得懂我講
的故事 ，都有在注意聽 ，沒有打瞌睡。透過故事 ，
我將奶奶與外婆的過往：如何在無疾病痛苦中 ，平

田裡供應了無限量的糙米 、米茶 、米餅 、高麗菜 、
白 菜 、 芥 籃 、A 菜 、 菜 頭 、 混 色 菜 花 、 芋 頭 、 甜
萵…；又有婆家娘家來的自製芋丸 、虱目魚丸 、菜
種子 、桔子醬（及新鮮桔子所泡的茶）；菜市場內活
跳跳的魚 ，讓我不可抗拒地買下來當晚餐加菜；每
日的番石榴 、椪柑 、柿子 、葡萄柚 、文旦…，讓我

安順利 ，晚年時對永生天家（金城 、金牆的天堂）

體重無法減輕！所幸每日由「家」走到嘉基半小時 ，

的盼望 ，以喜樂的心等待迎接。台灣人常說：「無

可幫助我做點運動 ，還可觀察大街小巷的老百姓們

求好生 ，也要求好死。」我希望藉這故事 ，能幫助

如何過生活 ，十分有趣。我哪像在宣教 ，簡直是享

這些老年人來尋找真神及對永生的盼望 ，在離世前

受生活及渡假！無怪乎 ，韓師母訓我：「玩心太重 ，

有平安喜樂的心。

不夠宣教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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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願的禱告

的境界 ，常與我同在 ，保佑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 ，

神讓我四處有家 ，我才能在各處做工。嘉基工

神就應允他所求的。（歷代志上四章 10 節）」我相

作結束後 ，希望有機會到彰基 、埔基 、屏基 、台

信 ，只要我們每個人都能有擺上五餅二魚的心 ，神

南 、永和的教會 、阿里山的教會 、花蓮的門諾和台

就必會成全 ，供給數千人的需要。願大家互相鼓勵

東 ，與人分享見證。許多人問我是哪個機構替我排

及代禱。

這些行程呢？我想是神安排的吧！神藉著許多人的

「因此 ，我們常為你們禱告 ，願我們的 神 ，看

介紹 ，有些是自我推薦 ，讓我與更多人分享我所愛

你們配得過所蒙的召 ，又用大能成就你們一切所羨

的故事－最佳「傳講天頂奧妙」的故事。我知道 ，

慕的良善 ，和一切因信心所作的工夫 ，叫我們主耶

我無法照自己的能力 、經驗或學位做什麼大事 ，雖

穌的名 ，在你們身上得榮耀 ，你們也在他身上得榮

「我不能 ，但神能。」我甚願以雅比斯的禱告來求告

耀 ，都照著我們的神 ，並主耶穌基督的恩（帖後一章

神：「甚願祢賜福與我（Bless me indeed!），擴張我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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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節）。」

2008年護福北區春假研習會

題： 建造愛之窩
的： 為使護理人員在忙碌的職場中 ，如何能過神所設立的基督化婚姻與家庭生活 ，並學習如何更新自
己的婚姻。
期： 97 年 4 月 5 日
點： 中華福音神學院福音大樓 3 樓（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 101 號）
話： 02-2365-9151
時間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30
10:30~11:00
11:00~12:00
12:00~14:00
14:00~15:00
15:00~15:30
15:30~16:30
16:30~17:00

內容
報到！認識你真好！
清晨甘露．敬拜讚美
研習會介紹
專題一：天賜良緣
講員：韓吳期敏師母
茶敘：恩典分享時光
專題二：護士家庭與專業平衡
講員：黃彩雲師母
歡樂午餐團聚 休息
專題三：婚姻 家庭危機處理
講員：張宰金牧師
茶敘：恩典分享時光
疑難雜症家庭診斷
（事先收集問題）
講員：張宰金牧師．韓吳期敏師母．黃彩雲師母
畢會禮拜

講員介紹： 1. 韓吳期敏師母：護福創辦人 、迦南會大專團契輔導
2. 黃彩雲師母：現為華神網路老師 、華人福音普傳會同工
3. 張宰金牧師：現為華神專任教授 、華神教牧協談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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