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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神獻上最好的自己～莊家豪護理師專訪
TCMA同工簡英慧

來自原住民傳統家庭

鈕被開啟的時候，他變得不夠積極，服事的心態也

在台北出生莊家豪護理師，幼年已隨著父母遷

跟著變樣，失去的信仰的熱誠。一直到高中之後，

回花蓮，是一位阿美族的青年。傳統的阿美族家庭

因為一件事情徹底的翻轉了他對信仰、對自己的態

互動方式，母親擔起家裡的生活及規劃大計，經營

度，也讓看見了一個基督徒應該有的樣子。

了專業的原住民服裝工作坊，設計原住民的衣服，

內在生命的翻騰

媽媽與妹妹擔任設計師，他則是負責網頁的維護，

從小在班上，他安靜沉默，不表示意見，是班

發揮原住民藝術創意的天性。

上沒有存在感的人，他不會在眾人前說話，更沒有

教會生活

人知道他是基督徒。高中時期，有一個同學因為瘋

小時候，因為父親愛喝酒，帶給家中緊張的氛

世足賽，常常熬夜看電視轉播，導致抵抗力降低引

圍，常常讓他有害怕的感覺。他喜歡到教會參與禮

起猩紅熱，昏迷送院急救，住進加護病房。當班導

拜和活動，因為教會給他不同於家庭的氣氛，他覺

紅著眼眶走進教室，流著眼淚問大家：「你們中間

得自己被愛、很安全。從國小六年級開始事奉，

有誰是基督徒？到我這邊來我們一起禱告。」他心

擔任很多服事，就是不想待在家裡。他不會拒絕

裡有個聲音一直催促他，「去禱告去禱告」，這個

教會的請託幫忙，因為他怕拒絕了以後，自己會不

聲音像暖流一樣流動他的心房，但是出於習慣性

再被喜歡了。他的積極，也得到傳道、兒主老師的

的隱藏，他也一直對這個聲音抵抗。可是這個聲音

正向回饋，被稱讚、被肯定，讓他的自信心大增，

越來越大，他心想：「反正我就舉手去禱告，也不

也彌補了負向的家庭生活互動方式。但久而久之，

會怎樣，因為對我來說，他也不是我的什麼人。」

生命沒有繼續成長更新，服事變成是一種形式、一

他舉了手，要去幫同學禱告，可是卻引來側目的眼

種利益交換的互動方式，慢慢地，他失去了服事的

光，大家覺得這個很奇怪的人，居然是一位基督

初衷，高中之後，開始會思考，因為教會當時人很

徒。禱告完之後，他心裡面又有一個感動，覺得應

少，他在教會的「地位」也變成不可被取代，服事

該要去看看這位同學，但是又陷入一個交戰：「這

成了一種經驗導向的服事，而不是一種發自內心、

又不是你的什麼人。」「你還是去看看他好了，也

從禱告出來的服事。那時候反而越服事越空虛。來

許可以賺一個好名聲。」要知道，這一步對一個善

參與教會的小朋友，通常家庭都有某種程度的問

於隱藏自己的青少年是多麼不容易啊？隱藏讓他有

題，所以需要給予更多的愛與關心。但是因為他本

安全感，但是上帝卻一步步地把他推出去。就在他

身也是來自於一個問題的家庭，當他負面情緒的按

內心交戰的時候，有一位同學跑過來問他要不要去

加護病房看一下昏迷的同學？這一問就推開他的猶

地拔掉了。之後，同學恢復健康，又回到了學校，

豫，於是他們相約一起來到加護病房。

他的心裡覺得非常感恩。後來，他問這位同學說：

加護病房的新生

「你知道我有去看你？也為你禱告嗎？」可是那位

當時在加護病房的隔離衣只剩一件，他先進

同學居然渾然不知。可是同學跟他說：「我發現你

去，那位同學先在外面等候護理長再拿一件進來。

不一樣了，你怎麼會突然想跟我講話？」這件事情

當他看到病榻上的同學，心裡非常震撼，並不是沒

之後，他與班上開始有互動，改變了他的人際關

有看過人家插管，但是看到一個跟他年紀一樣的

係。他好像變成一個存在的實體，在團體中真實的

人，躺在病床上，什麼樣的管都插在他的身上了，

存在著。這件事情結束之後，他開始參與班上的事

那是一種非常真實、非常無奈的感覺。溫柔的感動

情，那時候已經開始準備考大學，大家也發現他不

流過他的心房，他起了惻隱之心，感同身受的想要

一樣，變得比較活潑、開朗的跟大家聊天。他並不

盡一份自己的力量來幫助同學。

知道這位同學後來有沒有信主，但上帝卻打開了他

當時有個聲音像打雷一樣，又有一種像山澗水

的心門。這是一個蠻奇妙的事情，上帝藉著另外一

流的聲音，兩種不同的聲響混合在他的腦海裡。他

個人，尋回他這隻羊，打開了他塵封已久的心門。

想要趴在地板上躲那個雷的聲音，可是又很想抓住

從那時候開始他就比較穩定的聚會，比較能夠喜樂

它、擁抱它，心裡面又有噴泉流出來的感覺湧上

的去看這個世界上或者是發生在他身邊的事情。

來的感覺，就那個聲音跟他說：「你為什麼不禱

人生道路的選擇

告」？他聽到這句話的時候，眼淚就開始流，當下

高三正值升學壓力之際，他也遇到了迷惘的選

他就順服開始禱告，好像被那個聲音感動了，當時

擇，幸好有導師的協助，請他先禱告，並且幫他分

身體出現了不一樣的反應，好像被電到了一樣，從

析他的人格特徵~溫暖、願意讓別人看見神、溫柔

心裡面湧出來一種熱流，這似乎是聖靈充滿的感

的特質。那時候的他還不是很了解信仰，也不了解

覺。他開口為同學禱告，說道：「99隻羊都會被主

什麼叫做尋求，但是他為讀護理的事情禱告的時

眷顧，祢會去找那個迷失的羊，祢一定會來尋找迷

候，心裡面有很多的平安。最後他選擇了護理這條

失的這隻羊。」那時候禱告的意思其實也不知道自

路。

己要說什麼，好像是那個同學是上帝要尋找的，而

在還沒有開始得救之前，他很喜歡跟別人比

自己也是那一隻迷失的需要被上帝尋回的羊。禱告

較，覺得自己出身很卑微，也不是一個很優秀的家

完了之後，另外一位同學才穿著隔離衣進來。那時

庭。小時候希望自己能夠成為一個心臟科醫師，因

候心裡在想，如果兩件隔離衣都同時在，也許他就

為母親心臟不好，但生命裡總有一些感動，上帝給

沒有那個勇氣開口禱告了，他感覺到也許上帝在冥

他一個藍圖~~有感於對原鄉部落的愛，藉著自己的

冥中安排。之後，在床上的這一位同學的手微微在

身分去付出，他看到他未來該走的路。所以他決定

動，連護理師都嚇了一跳。這時候護理師叫他們趕

往國外去求學，因為要有更好的裝備更好的訓練就

快先離開，因為她想確定一下這位病人的意識有沒

能夠有更好的服事。這件事讓他有一個新的領悟，

有回來。他回到家裡，無法敘述他內心的感動，因

如果他都不相信自己可以做到這些事，就像摩西遇

為心裡有一些掙扎、一些複雜的情緒在波動，雖然

到了神，雖然能力不足，但是只要靠著神，藉著神

他故作鎮定，但當他進入一個小房間，把房間門關

的雕塑，而成為上帝國貴重的器皿。他期許自己在

起來，在裡面哭了快一個小時，一直禱告一直唱詩

未來受完博士班的訓練，可以成為醫師與護理師，

歌，好像被上帝摸著，想把自己過去的一些痛苦與

甚至學界與業界的一個很好的溝通橋樑。在台灣做

掙扎，在上帝的面前一一陳述。

學術研究的困難在於，台灣太注重學術專業的研

星期一回到學校，知道這位同學的狀況有越來

究，而疏忽了臨床上的實用性。當一份花了時間去

越好，也從老師的口中知道他的管子已經一條一條

努力做出的研究，為何在臨床上不適用，是否能夠

回頭再去告訴研究者，這樣的研究的問題在哪裡？

還要來得清澈，他們想實踐的醫療傳道夢，TCMA提

他期待當自己的能力被提升之後，能夠有一個高

供人力、物力與資源。訓練他們可以做醫療傳道的

度，把醫護之間溝通搭起更好的橋樑。每個人都有

能力。成為他們的支持。好的醫療人員要成為世界

生命特質，他的生命特質就是溫暖、願意傾聽、耐

的祝福。

心等候、善於溝通。這些生命特質運用在專業上，

獻上活祭

他期許自己可以扮演更好的醫護。學理之間的揉合
者，讓患者、醫、護都能得利。
為後山醫療的使命、男性護理師的角色與責

所以，弟兄們，我以上帝的慈悲勸你們，將身
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上帝所喜悅的，你
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羅馬書12章1節

任、還有醫療宣教的責任感，促使他踏上赴美留學

即將出國繼續深造，心裡還是有很多的擔憂，

攻讀博士班的路。因為他覺得，神值得讓人獻上最

未來狀況如何？也掛念自己的父母親。走在曠野的

好的自己，不是只說：「神啊！我在這裡，看祢要

時候，他會問上帝：「給我一點力量好嗎？」上帝

怎麼用？」其實，即使只是一般陶土，神也會使

卻回答他說：「你第一天認識我嗎？」這句話就給

用。但是若自己有機會成為金銀的器皿，為什麼還

足了勇氣繼續的走下去。要裝備自己，獻上最好的

要用陶土的方式來服事主呢？。要預備自已，某天

給上帝，朝著這個目標勇往直前，我們給予家豪護

有個神賞賜了機會，才會成為那個位置上合宜的

理師深深的祝福。

人。

在TCMA的服事
他在2008年來到TCMA，曾任理事，也擔任過
JAMES(Junior And Medical Student)的召集人。
JAMES的服事主要事工，包括與校園團契合作在大
專靈修營的醫療服務隊、生理鹽水的事工，以及帶
學生出國提高醫療服事的視野。TCMA在台灣醫療傳

雋永小語
我們必須接受失望，因為它是有限的，但千
萬不可失去希望，因為它是無限的。
We must accept finite disappointment, but we
must never lose infinite hope.
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
1929—1968）

道的貢獻，已經無法由其他教會或教會團體來取
代。這裡提供一個平台，讓有醫療宣教的學生有地
方可以被訓練來發揮抱負以及所學，訓練大家醫療
傳道的能力，加上還有醫療前輩的帶領，指引方
向，學生們提高了視野，這樣的功能在團契中是沒
有辦法做到的。年輕的生命，也許經驗不夠，但是
他們擁有理想的初衷與不同的創意與思維，比大人

感謝您的支持（3/10至5/20）
1.指定捐款--阿里山尼希米行動
弘廬基金會 100,000、陳芸芸 2,000、
雅歌基金會 150,000
2.捐款
周林惠琴 2,000、王榮德梁望惠 12,000、
林國川

6,000

3.會員常年會費
郭俊逸(108-109) 3,000
4.團體會員費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門諾會醫院、
馬偕紀念醫院、埔里基督教醫院、
屏東基督教醫院、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左起：莊家豪、鄭桂萍、高芷華、吳秉仲
於2020年TCMA春季夥伴靈修會

彰化基督教醫院各10,000

自製按鈕用防疫小物
本會陳恒理醫師手作「自製按紐用防疫小物」
身為牙醫師的他，手作能力強又精巧。他把裁切銅

1.使用美工刀在切割墊上裁切銅箔貼紙，切兩條長
形銅箔。

箔貼紙貼在橡皮擦筆前端，用於按電梯。疫情過後

2.將橡皮擦先切掉一小段。

不用時，很容易就可取下銅箔，繼續使用橡皮擦

3.將銅箔交叉貼至橡皮擦前端。

筆。也可繼續使用防止流行性感冒找上門。
據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學者日前在

這樣簡易又方便的防疫小物，是否讓您心動想
做一支試試看呢？恒理醫師有更詳細的製作方法

「新英格蘭醫學期刊」（The New England Journal

喔！請上網路連結：http://

of Medicine）發表研究指出，冠狀病毒附著在不

michelle916.pixnet.net/

同材質時，存活時間也有所不同；其中，冠狀病

blog/post/324539518，就可

毒在塑膠或不鏽鋼表面可存活長達72小時，也就

以自製出方便的防疫小物。

是整整3天；在硬紙板上最多可存活24小時，也就

不管是否在疫情時期，都可

是整整1天；在銅製品表面只能存活4小時。(取自

避免接觸大眾使用的電梯按

https://health.tvbs.com.tw/medical/323196)

鍵，對於自身健康也是一種

製作方式：手推式橡皮擦、銅箔貼紙(貼紙可在露

很好的保護喔！

天拍賣網站購得)

會務報告/會員動態
1.醫療傳道見習營跟隨腳蹤活動報名已截止，目

來。你們若要問就可以問，可以回頭再來。」守

前正分發中，請為暑假中報名參與的醫護院校

望者是說，「早晨會來，黑夜也會再來。」我們

學生有良好的學習與收穫代禱。也感謝提供見

要盼望光明，但是要對黑暗有儆醒。這個疫情會

習機會的醫院或機構，參與養成未來的基督徒

過去，但是新的麻煩還會再來，人生有限，在困

醫療人員。

難中要有盼望、有儆醒，願主的靈、主的真理在

2.5月15日晚間7點召開2020年ICMDA East Asia(EA)大

我們中間自由運行，呼召我們、差遣我們。

會籌備視訊會議，雖然目前台灣疫情趨緩，但世界

5.提醒您如果有月刊收件地址的異動，請記得通知

各國還未穩定，不確定的狀況，行程節目很難安排

本會修改，月刊也可以改為電子檔收件，請以收

掌握。求主賞賜智慧給籌備委員，討論出妥善的安

件的email信箱來信變更，或是email至

排，能集結ICMDA EA的夥伴朋友們，在這不易的時

tcma9710@gmail.com。

刻，能更深體會主恩與分享弟兄姊妹的愛。

6.請踴躍投稿參與「給你，親愛的醫務人員」的文

3.5月23日週六晚上TCMA 主持ICMDA EA視訊禱告會，

章蒐集。來稿請寄tcma2345@gmail.com。 字數

有八個國家或地區（布吉納法索、中國、香港、日

約400～600字，內容與醫療或生老病死有關，或

本、韓國、蒙古、台灣、英國）近30位參與，各國

是對醫療人員的鼓勵、期許、培靈等文章，現在

報告疫情，基督徒醫療團契已經做的和規劃要做的

離目標尚需約200篇的文章才能完書，請關心並

事工，提出代禱事項並一起禱告。

賜稿。

4.台灣新冠病毒(COVID-19)影響趨緩，但全球仍有
許多國家疫情仍嚴重，截至本期月刊截止日，全
球約有550萬人確診，35萬人死亡，確診與死亡
人數節節攀升中，尚無法控制。求主憐憫。以賽

7.本月刊長期缺稿，請投稿月刊，分享信仰見證或
生活小故事。
8.請關心協會事工，以實際參與關懷或奉獻，奉獻
收據可抵所得稅。

亞書21章12節：「守望的說：早晨將到，黑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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