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雨形

護理師

翻開大學歷年成績單 ，呈現幾個非常明顯的事

愛－祂所創造的人類 ，祂既創造 ，也必褓抱 ，這話

實 ，第一個是所有基礎醫學科目均慘綠一片（六十

是確實的。我想 ，人是上帝最後的創造 ，必定是最

幾分），因為老師的慈愛與上帝的憐憫 ，才免於被當

精緻而寶貝的 ，擁有神的形像 ，如今因著耶穌 ，神

退學的命運 ，另一個極端的事實則是 ，有關文學 、

的靈再次與我們同在。基督徒彼此為肢體 ，基督是

音樂等人文相關課目 ，卻屢屢高分。第三個事實 ，

頭 ，教會是身體 ，聖徒是神的殿 ，是神用重價買贖

則是屬於護理的主科 ，雖然一開始也慘澹經營 ，跌

的 ，這身體難道單指屬靈的身體嗎？或者只是一種

跌撞撞 ，迷糊琢磨中 ，也漸入佳境 ，畢業後還能在

譬喻或預表？不 ，雖然肉體會敗壞 ，但仍是神所看

嚴苛的腫瘤科病房中存活下來 ，我想這一切 ，真不

重與鍾愛的 ，因為這是祂的百姓們用來向祂表現愛

是我有何異能或毅力 ，而都是因為上帝堅守祂的誓

與讚美的形體 ，用聲音 、用舞蹈 、用盡心的服侍 、

約 ，以及對我的憐憫。堅守誓約是因祂的呼召與我

用愛愛人。說到這裡 ，或許還無法清楚說明我的意

的順服 ，憐憫是因祂的愛與恩典。

思吧。但我知道 ，我所要說的。

如今我要誇口 ，是為神誇口。我在 ，是為神

我在 ，為神召。因為學習解剖學 ，我嘗試了解

召 ，祂呼召 ，我順服 ，不清楚的時候 ，我就耐心

自己在這身體中的位置 ，是在骨頭嗎？還是血液？

等待 ，尋找與叩門。是啊 ，祂果真是信實施慈愛的

學習生理學 ，讓我思考 ，我在這身體位置的功能 ，

神 ，若我如今仍有半點遲疑 ，那我可就是得罪上帝

是幫忙移動身體 ，還是從肺中支取新鮮的氧氣供應

了 ，只是在起初的旅途中 ，仍難免疑惑與遲疑 ，但

身體？學習病理學 ，我知道這身體會何會敗壞 ，如

路會越走越明 ，因為神的話必做我們腳前的燈 ，路

何修復；學習藥理學 ，我知道藥物如何幫助治療疾

上的光 ，叫我們越走越清晰 ，越走越有信心。

病；學習生化 ，我知道上帝創造身體的精緻與巧妙；

原以為自己是奇怪的人 ，如今才知道 ，每個人

學習心理學 ，讓我知道人不是機器 ，而是神奧妙的

都是奇怪的人 ，與其說奇怪 ，不如說獨特 ，因為與

創造；微生物學與免疫學讓我知道人與環境的微妙

別人不同 ，所以會覺得奇怪 ，但神定意要每個人都

互動；營養學讓我知道 ，神如何供應人一切所需；

是獨特無二 ，基於此 ，是否有人願意跟我一樣 ，做

人類發展學讓我知道上帝讓我們一步一步成長 ，享

個奇怪的人呢？

受人生的美好；而護理學 ，是神照顧萬物與人類的

護理是上帝創造 ，最貼近祂計畫的工作 ，最

用心與奧秘 ，上帝如何照顧我們 ，我們也當如何照

容易窺見祂的智慧與奧秘 ，也能能體會祂是如何鍾

顧人 ，正如是因神先愛我們 ，因此我們也要去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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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在 ， 為 神 召
們周遭的人 ，並依眾人的需要 ，給予幫補；統計

音。你的步調很慢 ，自覺不適合步調快的加護病房

學 、行政 、管理 、研究 ，這些是無聊的科目嗎？

或急診嗎？這是神的旨意。你覺得對電腦比較有興

不 ，這是上帝用來讓我們知道 ，祂讓人類社會自由

趣 ，照顧病人雖不討厭 ，但資料的整理或許有趣

而美好運行的法則 ，我們知道了 ，照這去行 ，效法

點 嗎？ 這 也 是 神 的 旨 意。 你 很 喜 歡 畫 畫 ， 很 喜 歡

耶穌 ，遵行天國的律法。

送病人美美的卡片 ，或者你喜歡拍照攝影 ，為大

或許有人要說 ，醫師也學這些啊 ，他們的工作

家的人生留下美麗的畫面與回憶嗎？這更是上帝的

豈不更貼近上帝的心意嗎？是的 ，只是上帝賦予他

旨意。只是 ，步調慢 ，改行政好了 ，對電腦有興

們其他的工作 ，主要是診斷與治療 ，而將貼身照顧

趣 ，改念資訊處理好了 ，對攝影有興趣 ，改念廣

的工作交給了護理人員 ，上帝如何行 ，我們也當如

電好了。且慢 ，請再問一下上帝 ，真是要您轉換

何行 ，在上帝的眼裡 ，每一項工作

職業都彌足寶

跑道了嗎？若是如此 ，好的無比 ，因為您找到了

貝與尊貴 ，神說 ，你是我寶貝的兒女 ，是我眼中的

真正的道路 ，若不是如此 ，也是好得無比 ，因為

瞳仁 ，挪去一切自卑 ，看看我所賦予你的 ，所呼召

護理或許正是上帝對您的呼召 ，是或不是 ，只有

你的。這些工作上帝可以親自做 ，但祂定意要護理

上帝能給您確切的答案。這些的問題都不是問題 ，

夥伴們與祂同工 ，感受祂所感受的 ，做祂所做的 ，

因為手有手的功用 ，腳有腳的功用 ，神經傳導總

領略祂一切慈愛與憐憫。所有的工作沒有尊卑 ，若

有較快與較慢的。

有尊卑就是來自魔鬼的謊言 ，以及人錯誤的自傲與
自卑。

行筆至此 ，我想說 ，在神永無錯誤 ，在正確的
時間 ，神完成祂的旨意。你我只要切切尋求 ，多點

你很奇怪嗎？是的 ，因為你很獨特。你很獨

勇敢 ，多點堅持 ，多點嘗試 ，在確實知道神的方向

特 嗎？ 是 的 ， 因 為 你 是 上 帝 精 心 的 創 造。 你 擔 心

後 ，就勇敢的轉向吧 ，你我都奇怪 ，因為你我都獨

嗎？是啊 ，你該擔心 ，因為你會因與眾不同而憂

特 ，其他的 ，神必負責！而我 ，不過是比大家早一

心 ，不過 ，靜下心來 ，走到神面前 ，走到自己心

點點 ，一起努力趕上 ，但也不要作難 ，因為神的時

中的神的祭壇 ，聽聽自己的聲音 ，聽聽聖靈的聲

間表才是我們的時間表 ，夥伴們！

「我若展開清晨的翅膀 ，飛到海極居住．就是在那 ，
你的手必引導我 ，你的右手 ，也必扶持我。」
（詩一百三十九篇：9-10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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