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先啟後，與主同工—
參與「2010全國醫務人員退修會暨
醫學生退修會」
■ 文

劉成英

RN, 護福同工

護理人們台風穩健地一一上台 ，齊心同唱「…一

第一天晚上的培靈「剛強壯膽 ，主必同在」，

路上彼此照亮 ，扶持擁抱 ，我們的愛讓世界不

講員翁瑞亨醫師以約書亞記一章 5-9 節闡明神在不同

一樣…」

的時代 ，會興起不同的人來完成祂的工作。從摩西
到約書亞 ，一棒接一棒 ，過程不免緊張 、害怕與驚

彼此配搭，學習服事
同為醫療傳道的夥伴 ，護福參與了「2010 全國醫

惶 ，但我們應在神的應許上 ，剛強壯膽；在神的律
法中 ，剛強壯膽；在神的帶領下 ，剛強壯膽。

務人員退修會暨醫學生退修會」
，和路加傳道會與嘉

大會安排了醫療奉獻獎得主張健昌醫師 ，在台

義基督教醫院一同舉辦了這場一年一度的大會。護福

上主講「醫療傳道的動力」，他向我們呼籲 ，醫療傳

的同工雖然少 ，卻樂於在其中學習配搭 ，並期望與更

道的動力源自神的愛 ，主耶穌就是我們的楷模（太

多醫療院所 ，尤其是基督徒護理人員互相連結。

9:35-36）；張醫師語重心長要大家把生命投資在永恆

早在半年多以前 ，三個單位的同工 ，每月一次

中 ，為主得人。此外 ，張南驥教授也與我們分享 ，

聚集到嘉基開籌備會議 ，針對各樣的需要討論 ，更

他用生命去服事陽明與馬偕兩個醫學院的學生 ，扮

一起同心守望 ，隨著日期的逼近 ，更是緊鑼密鼓 ，

演亦師亦友的角色經驗。還有嘉基泰勞事工 、中華

上緊發條 ，預備迎接這場盛宴。

牙醫服務團 、怒江醫療服務團等的事奉分享 ，大大
開拓我們在醫療傳道方面的視野與境界。

放慢腳步，用心領受

有人的地方就有醫護的需要。我覺得身為基督

遠離喧囂 ，來到走馬瀨農場 ，自然而然地就被

徒醫護人員何等地有福 ，因為我們可以藉者專業 ，

提醒要放慢生活中匆忙的腳步。每天的清晨 ，我們

把神的平安康泰送給近處的人 ，同時也送給遠處的

用「小組晨更」來迎接新的一天 ，護福也被安排主領

人。

一個小組 ，成員中大半是護理人員。兩天中 ，大家
一起從「摩西與約書亞」、「以利亞與以利沙」的相關

同心敬拜，同聲獻詩

經文 ，再次思考自己的生命是否可以像摩西成為別

每一堂聚會均是以「敬拜讚美」開始 ，護福也負

人的榜樣？服事中最切慕的是否是神自己？是否也

責主領一場；由新樓醫院的麗芳督導帶領其他三位

俱備傳承的眼光？

姊妹 ，以及司琴共同組成「敬拜讚美團隊」，帶領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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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主 同 工
眾在聆聽專題前先預備心 ，並將榮耀頌讚歸給在會

理之路 ，是需要彼此連結與扶持的 ，就算心再堅強也

場中大大與我們同在的神！

不要落單獨自飛翔 ，尤其 ，不要忘了「護福」永遠是

在「專業分組」裡 ，負責「護理組」的台中護專

你我護理人員屬靈的家。

吳麗芬老師 ，與我們分享「同心合意的服事」專題 ，
她 以 腓 立 比 書 二 章 1-11 節 勉 勵 大 家 ， 要「放 下 身
段」、「對什麼人 ，像什麼人」、「完全擺上」，並「以
基督的心為心」作為服事的願景。

護福這次也擔任醫務站的輪值 ，週六晚上 ，有
位嘉基的同工因為搬重物導致肩背拉傷 ，雖然是壯

值得一提的是 ，為了第二天晚上「路加之夜」的

漢一個 ，卻仍不免疼痛而皺眉；我在醫藥箱裏並未

獻詩 ，我們邀請號召與會所有護理人員參加 ，由於時

找到止痛貼布 ，只好拿出隨身的萬用藥膏幫他搓揉

間緊湊 ，我們僅能利用兩個專業分組中短暫的空檔稍

並禱告。第二天中午 ，他告訴我早上在會場中「突

微練習 ，並請大家在獻詩前提早到達會場排隊型。沒

然」遇見一位復健醫師 ，那位醫師幫他「喬」了之

想到 ，大家陸續提前半小時進場 ，有退休的 、在職的

後 ，很快便解決了他的病痛。感謝主！若有人服事

以及學校的護生老中青三代 ，四 、五十人齊聚一堂 ，

神 ，主必尊重他。

猶如屬神的護理軍隊 ，場面既熱鬧又壯觀 ，大伙兒

和路加 、嘉基攜手協辦這次的退修會 ，我看

一副訓練有術的架勢 ，很快便完成了排練！正式演出

到每位同工對主的忠心以及彼此間的合作 ，尤其是

時 ，待老中青三位代表依序讀出朗誦詞後 ，所有護理

幕後需要許多的預備與支援。每日的行程結束後 ，

同仁便齊心合唱「你和我是天父愛的創造 ，每個人有

眾同工當晚就聚集針對一天的流程立時檢討 ，同時

最美的夢想 ，一路上彼此照亮 ，扶持擁抱 ，我們的愛

在禱告中感恩與守望；其實整個大會的收支是虧損

讓世界不一樣…」
，儘管詩歌簡單 ，卻唱進每一個人

的 ，但為主卻願意不計代價的擺上。

的心坎裡 ，告訴大家 ，因為有基督的愛與智慧 ，所以
我們可以帶出不一樣的護理；同時也提醒大家這條護

■ 文

陳怡茜

願在醫療傳道的路上 ，我們能效法主 、效法前
人的榜樣 ，剛強壯膽 ，繼續向前。

台中護專一年級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向耶穌基督禱告 ，雖然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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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擺上，主必看顧

經歷禱告

不知道要說什麼 ，但有了一兩次的經驗後 ，我驚

這是我進學校佳音社後第一次參加校外的活

訝地發現自己的心情竟然會因為禱告而感到異常

動 ，雖然我不是基督徒 ，但因著這幾天 ，我得到許

的平靜 ，彷彿上帝就在身旁聽我說話一般。

多不同的體驗 ，感覺受益良多。例如禱告 ，這是我

2011年3月

No. 190

生平第一次向耶穌基督禱告 ，雖然一開始不知道要

的激動。之後我也欣賞其他團體的獻唱與表演 ，藉

說什麼 ，但有了一兩次的經驗後 ，我驚訝地發現自

著他們的歌曲 ，我沉浸在快樂的氣氛中 ，享受極

己的心情竟然會因為禱告而感到異常的平靜 ，彷彿

了！

上帝就在身旁聽我說話一般。
用餐時 ，我們會等所有人都到齊了 ，一同禱告

玩與學習

後才開始吃 ，藉著飯前禱告 ，我明白當我們擁有好

第二天傍晚 ，我們有一段自由活動的時間 ，可

吃的飯菜時 ，千萬不要忘了對上帝心存感恩 ，儘管

以在走馬瀨農場到處走走 ，在大會堂附近有一處供

這一切對我來說都很新鮮 ，但內心卻洋溢著滿足和

遊樂設施的地方 ，我與幾個同學在那裏玩了許久 ，
玩得不亦樂乎 ，之後 ，我們去商店找紀念品 ，我買

喜悅。

了兩隻玩偶送給妹妹 ，她們收到禮物後都非常地開
心呢！

路加之夜

這三天我從講堂中得到很多的收穫 ，例如我聽

週六晚上的路加之夜 ，我們學校有提供活動 ，

了許多關於聖經的故事 ，並且也知道學校佳音社創

必須在眾人面前表演 ，雖然這會讓我很緊張 ，但在

建的緣由與過程 ，希望自己未來可以更多地參與其

表演結束後 ，當我聽到從台下傳來如雷的掌聲 ，頓

中 ，透過參加許多有意義的活動 ，獲得更多寶貴的

時緊張感消失了 ，不但如此 ，心中還因此感到無比

知識。

■ 文

何思甄

台中護專二年級

藉由這一次的退修會 ，我希望自己能進一步認

故事 ，我認真思想自己生命中是否曾出現有如摩西

識上帝對我的愛……

一般的屬靈領袖提攜我 ，並且自己未來是否也能像
摩西一樣 ，成為他人生命中的榜樣等。大家彼此討

成為屬靈的榜樣
去退修會的這幾天 ，我聽到了許多醫師的經驗
分享 ，因為這些都是我素常沒有接觸的 ，因此感到

論著許多的問題 ，自己除了又多學習了一些事情以
外 ，同組同學間的情誼也在不知不覺中又加深了許
多 ，過程真是相當地愉悅呀！

特別有收穫。他們是一群把生命奉獻給主的醫生 ，
常常到各處人生地不熟的海外去做義診宣教 ，最令

不斷地經歷與學習

我驚訝的是 ，他們並非二 、三十歲的年輕人 ，而大

這次去 CCMM 全國醫務人員暨醫務學生退修

多數都已是上了年紀甚至逼近退休的老醫師 ，如此

會 ，雖然我是第二次參加 ，但還是有不同的經驗 ，

甘願奉獻自己的生命 ，不由得我敬佩萬分。

因為今年我不再是受人安排照顧的小學妹 ，相反

第二天晨更由學姊引領我們閱讀聖經 ，我非但

地 ，我已經成為幹部學姐 ，在帶領學妹參加的過程

不覺得枯燥反而有許多的省悟。藉由埃及王子摩西的

中 ，突然間我覺得自己像是帶小朋友出團的小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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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 ，我就是三年級了！回想一年級時 ，那年
的退修會是在台北劍潭舉辦的 ，這次則是在台南的

但每一個人的心中卻都充滿了喜悅 ，事實上大家都
好珍惜這幾天在一起相處的時間。

走馬瀨農場 ，兩年都帶給我豐富且美好的回憶 ，不

雖然我們家歷代以來都是信仰佛教 ，但我卻在

僅是知識上的學習 ，尤其有很多是在課本中學習不

這次活動中 ，好幾次被感動。我想儘管每一個宗教

到的。如果明年還有機會 ，我一定會再參加！

傳達的理念不盡相同 ，但對我們護理人員來說 ，最
重要的是心首先要被愛充滿 ，如此我們才能做對的

最大的是愛

事 ，並能進一步將愛傳給四周有需要的人。藉由這

最後一天中午 ，大家準備啟程賦歸 ，在車上

一次的退修會 ，我希望自己能進一步認識上帝對我

大夥兒開心地唱著詩歌 ，美麗的旋律加上輕快的節

的愛 ，這除了是大會講員一再提到的內容之一 ，其

拍 ，使得我們在回來的途中 ，雖然身體已覺疲憊 ，

實也是最讓我無法忘懷的一句話。

■ 文

劉佳郁

台中護專一年級

參加「醫療研習營」
，雖然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次經

心結合專業能力分送給需要醫療照護的人們 ，一直

驗 ，卻已在我的人生旅途中 ，增添了一道美麗的

以來是我心中的夢想 ，這讓我更確信 ，未來 ，我

彩虹 ，讓我對生命有更大的領悟。

不僅要做一位護士 ，更要做一位把愛傳播出去的好
護士。

上帝的安慰與鼓勵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醫療研習營 ，真的帶給我非
常多的收穫與感動。第一天晚上 ，翁瑞亨醫生在台

生命的領悟
我很感謝上帝 ，讓我能夠成為佳音社的一份

上與我們分享「剛強壯膽 ，神必同在」，當時我聽了

子 ，與其他夥伴共赴這次的活動 ，並在「路加之夜」

他的演講以後 ，心裡頭有很大的悸動。猶記得他說：

時 ，藉著唱敬拜讚美的歌曲 ，把溫暖散播給每一

「當我們遇到困難與挫折的時候 ，不必害怕和擔心 ，

個人。謝謝學姐和老師的帶領 ，讓我在活動的過程

因為天父的手永遠都不會放開 ，祂會永遠守護著我

中 ，還認識許多朋友 ，大家彼此扶持 、互相照顧 ，

們」，至今這句話仍安慰與鼓勵著我。

就像一個大家庭一樣。這次我真的是滿載而歸 ，不
但學習效法醫療傳道士們的精神 ，也期許自己在能

基督徒的見證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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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範圍內 ，要盡力去幫助與關懷別人。

接下兩天 ，仍有許多醫師向我們傳遞他們醫

參加「醫療研習營」，雖然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次

療傳道的生命經歷 ，藉著他們「愛的行動」，耶穌

經驗 ，卻已在我的人生旅途中 ，增添了一道美麗的

基督被傳到泰國 ，以及其他國家 ，能把自己的愛

彩虹 ，讓我對生命有更大的領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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