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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個禮拜近乎山頂的日子
Sarah Wanyu Hsieh
耶和華吩咐摩西說:「…明日早晨你要預備好了，上西乃山，在山頂上站在我面前。
誰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耶和華在雲中降臨，和摩西一同站在那裡，宣告耶
和華的聖名。～出34:1-5

這些日子帶著行李，離開了台南，離開了台

啡時間裡，想辦法幫 她 變出黑咖啡。在預備課程

北的家，到了陌生的地方，開始一段接待講員、

中，她照著課程框架訓練我們，若有錯誤便會當

助教、處理行政庶務，但又更像是退修會一般的

面指正我們一點也不拐彎抹角。說了這麼多感覺

生活。

有點麻煩的原則以外，每天唯一對我們的要求就

在四月底時我去了一趟上海，接受<國際生

是早睡，在每次練習和講課的要求就是禱告，她

理 食 鹽 水 International Saline Training>訓

堅信著只有運行在神的話和聖靈裡才有力量，並

練，這是一套教導醫務工作者，如何在職場成為

且能鼓舞人成為光成為鹽，在她身邊跟前跟後的

鹽、成為光、並成為見證人的課程，很感謝在那

我 ， 一 天 總 聽 到 不 下 十 次 〝 Wonderful〞 ,

個時候蕙婷姐、Lina姐，還有姵宇姐姐將這樣的

〝You are precious〞不斷鼓舞著身邊的人，即

訊息告訴我，並為我禱告，才能因為在那裏的訓
練有這一次服事的機會。
主啊，求你來倒空我，讓我可以謙卑來服事
他、尊榮他，他所有的我都想要學到……
就從這樣一個禱告，開始了我們七天和講員
二十四小時同在一起的生活。在上海時她是老師
們的教練，現在來到台灣她成為我們的教練，在
上海很少聽到她講些什麼話，對她並不是很熟
悉，光想到要服事她就夠緊張了，還要講整個禮
拜的英文，真的有點惶恐，但在實際相處過程
中，發現她是一位溫柔有耐性，但相當有原則的
人，生活方面，吃得清淡，又不喜歡吃豬肉，總
要想辦法變出水果和蔬菜來，並在上午十點的咖

便遇上棘手的人及事，都很有耐性去處理，並且
向待在身邊的我說明，她從不迴避探討真理，也
滿有愛心幫助人解決問題。除了這些以外，我們
生活吃住在一起，她不時和我們談論著生活，說
著過去一個人去北京宣教的故事，和我們聊家
庭、聊婚姻、聊使命，天南地北的聊，總讓我從
她身上看到一位屬靈前輩的好榜樣。這是我第一
次這麼貼身在講員身邊，用著眼睛和我的心去體
會一個神的僕人，如何在她的生活中與神同行，
超過聽一場場精采的講道，透過和她一起生活所
散發出來基督化品格，讓我知道神是如此貼近在
我們的生活中，並且知道所有的服事，都是由與
神同行而來的，而我們所切慕聖靈的同在，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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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生命是否結出那九種果子便能曉得。

榮我的權柄，並能在生活瑣事上服事他們，即便

在謝師餐敘上，我們和路加傳道會退休的董

回到生活中，在教會裡我能尊榮服事牧師、師

倫賢牧師有一段談話，董牧師和我們說到傳承，

母、輔導，讓自己可以從屬靈長輩們的身上學

他向我們說過去站在台上的是他們（前輩），而

習，透過生活的榜樣，雕塑自己也有基督化的品

現在即將要站在台上的就是我們這個世代了，我

格。

們要勇敢接下傳承的棒子，讓我們還能站在他們

在最後一天，老師要離開台灣前，她告訴我

的蔭下，接受保護，也接受造就，這段談話讓我

「以利亞的外衣已經披在你身上了」，有無盡的

有非常非常多的感觸，對我來說，董牧師對台灣

感動湧上心頭，感謝神在這一條路上，一直調整

的醫療宣教就像是一根柱子一樣，不論什麼時候

我，並且賜給我機會可以好好向老師學習，讓我

看到他都是站在講台上，彷彿那就是理所當然的

知道生命影響生命的重要，也更多知道順服就是

一樣，從來我都沒有想過，有一天我們要接著他

蒙福的道理，在這次的服事經驗裡，學到了很

們的棒子，繼續把醫療宣教的火傳下去，真的從

多，真是一生也無法忘記的經驗。

來沒想過……。隔天我和講員一起出遊時，我便

最後分享一個短短見證，在這幾天早晨，我

把這些想法告訴她，她和我談到以利亞和以利

向神禱告求祂為我預備即將要去肯亞短宣的經

沙，便和我分享到她自己在年輕時，曾經去到菲

費，對於落地簽和當地的費用仍不太夠，就在餐

律賓服事一位年長的女牧師，就是每天生活在一

敘之後，我收到了一筆鐘點費，就是這個禮拜擔

起，為她打理家務、修理屋頂這些瑣碎的小事，

任助教的收入，這簡直是超乎我所求所想的供

一起生活三個月後，離開前請那位牧師為她祝

應，本來我只是帶著服事的心情來幫忙，因為

福，即使到現在，都相信當時跟在牧師身邊服事

TCMA已經供應了我們去上海的費用，本來就沒想

的生活，改變了她的一生，那時我想到，在我們

到還有鐘點費，這時的我除了感謝，還是感謝，

這個世代是否有以利沙呢？是否有願意隨侍在以

感謝神對我的供應並訓練。

利亞身邊的以利沙，而讓以利亞願意加倍的賜福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The Lord

呢？而我自己呢？我是以利沙嗎？我是否全心的

is my Shepherd [to feed, guide, and shield

尊榮她，並謙卑的向她學習呢？在這個時候，我

me], I shall not lack.這正是我們這幾天每天

悄悄的立下心志。

的宣告和禱告，正如我們的禱告，祂也如此以愛

我全心的希望，我可以成為以利沙，一心尊

回應我們。

生理食鹽水課程南投場次師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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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MA亞洲醫療工作者交流活動心得
陽明

余俐瑩同學

這次的交流活動，從一開始的不知所措，到

最後一站在溪頭的活動，除了聽著長輩們報

之後美好落幕，真的很感謝天父，讓我能參與在

告在自己國家的服事，在休息時間或用餐時，仍

這次的活動當中。

舊可以和長輩們有交流真的很棒，能用比較輕鬆

原本只抱著趁開始工作前讓自己休息一下，

的對話來了解並且學習，此外也很感謝長輩們許

也趁這個機會看看基督徒醫療人員們，都在自己

多的提醒和忠告，他們真誠的分享和經驗的傳

的國家或崗位上做什麼，希望能以這些長輩們為

承，讓我更看見基督徒醫療人員，要用什麼樣的

榜樣多多學習，然而，這次活動的收穫，卻遠遠

心態來服事人群。對於即將踏進醫療工作的我

超出了我原本的想像。

們，能藉這次機會透過這些交流和分享，是很大

我們的第一站在茶山部落，有美麗的風景也

的鼓舞和提醒。但除了這些分享報告，最後一晚

有親切的安牧師、村長和部落的人們，雖有如此

的文化之夜也非常精彩，在那晚的表演中，看見

美好的開始，但我的心卻很焦慮，擔心我們接下

不同文化的美，也讓我真實的感受到，在神的國

來要帶的英文營和老人食堂等活動準備的不夠，

度裡，我們能夠不分你我相互扶持、一起分享也

也擔心接下來幾天需要英文對話的生活。但就在

一起同樂。

第一天晚上，安牧師分享了部落的經歷以及和

從一開始的緊張和未知，到七天後不捨的道

TCMA、陳醫師們的合作，那晚的分享很扎心，也

別，這短短的一週裡，有許多的感動和回憶，雖

深深的提醒了我，不是我們認為如何做最好，而

然我們來自不同的國家，使用不同的語言，但在

是要看見當地的需求，更讓我重新整理心情，以

我們當中沒有隔閡和障礙，每顆願意分享和互助

不一樣的眼光，來看待這次的體驗活動及英文

的心，都讓這次的活動更深刻也更美好，不論是

營。

每天早上會議中的報告，聽見長輩們在各地方的
在這次的體驗營中，我想我們付出的不多，

服事，或是每晚醫學生們的小聚會和分享，都讓

但得到的卻太多。不管是和孩子們相處、幫老人

我覺得天父安排我們每一個人，在不同的醫療崗

染髮或是做麻糬和竹筒飯等等，這一切的體驗都

位上，都有祂的美意，而透過這樣的機會，讓我

很新鮮，也讓我感受到愛在我們中間流動著。而

們都能看見祂在各地方的作為，並且讓我們聽

那晚上山取火的活動也讓我印象深刻，雖然夜晚

見，神放在我們彼此心中的感動。雖然不知道下

的漆黑，有時讓人害怕腳前的道路是否穩妥，但

次何時才能再見到彼此，但希望我們都能帶著天

大家彼此幫助，讓每支火把都能帶著火回到目的

父放在我們心中的旨意和感動，一同走前面的道

地，一路上也都是前面一支支火把，引領著後面

路。

人們的方向，在那一刻真的感覺到大家合一的
心。
而第二站在埔基的生理食鹽水教學，結合臨
床和關懷，又把信仰簡單的帶入，雖然看示範時
感覺好像不難，不過實際練習時就面臨許多困難
了，但我想這仍是個機會，讓我們可以學習與人
分享福音。此外，在埔基夜宿病房的體驗也很新
鮮有趣，以後如果有機會或許也可以體驗當病
人。

在溪頭之夜晚學生練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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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不 完 的感謝
長庚

張心遠同學

離開溪頭已經許多天了，坐在教室裡的我，

仰，並藉由討論來幫助我們，檢視自己所面對的

卻覺得心還留在南投的溪頭和阿里山上，我想過

困難在那裡。受到這門課的啟發，這禮拜我和泰

去這幾天留給我的，已經不僅是回憶，而是一段

然、建霖也開始了班上的超迷你禱告會，相信當

新的、不一樣的生活態度與眼光。雖然在出發之

我們奉著祂的名聚集在一起時，祂就必與我們同

前我完全沒聽過TCMA，對它舉辦的活動也未有耳

在！

聞。但這次的活動內容在人文、自然、歷史、服

第一次接機、第一次進入阿里山深處的部

務、信仰等方面上如此豐富，讓我好慶幸自己能

落、第一次幫老人染頭髮、第一次用英文在這麼

參與在其中。

多人前報告心得和司琴、第一次認識來自香港、
韓國、日本、蒙古、吉爾吉斯的朋友、第一次和
不同學校的醫學生聚集合作，對我來說好多的新
嘗試都在這週做到了！原本對自己沒什麼信心，
覺得不論是在醫學知識、英文能力、辦事能力、
社交能力、信仰生活上都不如大家，只想在活動
中扮演不要惹事的角色。但感謝神還是使用我，
祂讓我知道，祂看重的不是能力，而是我們的態
度和真誠的心，並且只要我們願意，在祂眼裡沒
有誰是沒有用的。
感謝TCMA，感謝神使用陳醫師、蕙婷姐、
Lina姐，感謝這幾天一起相處的每一位夥伴，我
好開心能認識你們！能夠和世界各國的基督徒醫
療工作者相聚在一起，彼此認識交通，為著同一
位

神和同樣的目標在努力真的很棒！原來我們

能一起做的事情那麼多，希望在未來工作時，我
們不僅能成為病人的幫助，也能成為彼此的幫
還記得在阿里山上的鄒族部落，有令我印象

助！

深刻的李村長和安牧師。他們用信心帶領部落走
出莫拉克風災，發揮創意幫助部落重建和文化推
廣，再用熱情留住了我們的心，並且謙卑的把榮
耀都歸給神。我很佩服安牧師在部落信仰敗壞之
時仍然順服神留在那裏服務，我們一行人短暫停
留能帶給部落的實質幫助可能不大，反而是他們
謙卑的態度和順服的心，成為我在阿里山上得到
的最大收穫。
一直以來對自己未來職業和信仰的連接上，
總是抱持著疑惑和矛盾的想法，食鹽水訓練課程
則用實際的方法告訴我們，如何在職場上結合信

Junior Medical Worker & Student分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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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 Field Work
TCMA 2012 尼希米行動 5th – 8th August
採訪者: Rev. Angel Wang

這個四天三夜的活動設計，是由台灣基督徒

對TCMA尼希米方案中的老人個案做家庭探訪。醫

醫學協會主導，所有國內外醫療工作者共三十多

學生除了參與國小英文教育營的推廣外，也藉由

位，涵蓋來自五個不同國家的醫師、醫學生(蒙

文化交流包括：營火晚會，民謠，原住民舞蹈，

古\香港\美國\韓國\吉爾吉斯)和TCMA理事、會員

以及在美麗的森林中欣賞與體驗日出而耕、日落

和家屬朋友等。雖然，在嘉義茶山體驗營已經結

而息的鄒族村民生活，和小學生及村民深度互

束；但是由TCMA發起的不定期前往【阿里山鄒族

動。

部落關懷活動】，大約一季一次，將繼續在週六

總領隊陳恆順醫師希望：對這次四天三夜的

日，招募國內國外醫師\護理人員\醫護院校學生

Field Work所有活動設計，能夠帶領TCMA台灣與

前往做個案訪視與探訪；參加者採自由奉獻，食

國際交流的醫護學生到偏遠地區（茶山部落），

宿交通自理。http://www.tcma.org.tw

不只是可以藉著國小的英文營教學；與對社區老

前進原鄉—念戀阿里山

人的訪視與服務經驗；從彼此深入的互動得到學

來自台灣大學醫學院的兩位教授（陳恆順醫

習，也能「蒙福的醫療工作者」成為對當地人的

師與陳恆德醫師），以本身多年醫者關懷的角

幫助與祝福。他期待所有參加的國內外青年學子

度，從對全人健康照護的模式設計；TCMA透過深

們，能成為TCMA【尼希米計畫】的繼續推動的種

度的教會互動關係與服務阿里山茶山村民，所做

子，在活動之後，回到所屬的團契／教會和朋

的原鄉部落之旅。

友，能夠去影響並喚起他們，更積極的互動與協

這些活動的報導如下：除了透過民宿活動的

助原鄉部落，讓鄒族人繼續成長。

機會，和部落智慧的長老們體驗大自然。也安排

那一個

可以說中文和非中文背景下的醫學生小組，採訪

仲夏之夜

有關基督徒信仰家庭健康史，特別是從三年前所

那一個

發生的八八風災之後，他們是如何度過這些艱苦

山中的長老和我們

的日子？一方面，對社區中的老人／長老提供實

不知道是 螢火蟲的亮光

際的服務，例如：洗頭、按摩、洗腳與剪腳趾甲

還是我們心中 那個愛唱歌的願望

和擁抱等等。另一方面，整個活動中，學員們除

是誰

了可以和教會的牧師長老，以及會友們一起用

尼希米的

餐。此外，活動中還邀請從小土生土長在阿里山

一首

接著

村落的居民汪明輝教授，以文化地理學的社會研

是誰

先開始

究角度與觀點，來介紹當地文化變遷。更有趣的

於是

是，還特別邀請在村落牧會的安牧師介紹鄒族教

有一首

祖先的曲調

一遍

再一遍

吟唱著

會史，對近代危機的信仰回應和經驗處理，以及

有一個

恆古的故事

一遍

再一遍

流傳著

他和他的家人們對原鄉部落未來的異象與夢想。

於是

醫師和學員也經由家庭訪視員的陪同下，針

仲夏之夜

先開始

天空下起綿綿的細雨
一起點起

長長的火炬

唱起

建城之歌
一首
跳起

一個腳步

鄒族的心靈舞曲
飛舞著

另一個腳印

我聽見

萬國 萬族 萬民

千千萬萬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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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原溪流 河畔岸
在山脈間 樹林間

有人 唱著

有人

在他鄉

都市叢林中

那一個

仲夏之夜

哼著

上主的讚美詩
鄒族的弦律

有人彈奏著

造物主

您我的音符

將星星變成

美麗的音符 寫在 您 我 的心中

He refreshes me!!
長庚
在這之前，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撐下去了，心
中想著要休息一年，國考也沒了動力，每天呼求

何建霖同學

Medical missionary，所以努力學英文，現在為
了跟他們分享，也成了我的動力！

神，神的確安慰我，但常常覺得自己一個人支

阿里山上的鄒族弟兄姊妹，待我們如家人，

撐，甚覺孤獨，我知道神給我的生命計劃，也必

Ｆield work中與大家及小朋友的互動中，讓我

使用我所學的，相信一切所有預備都是為祂的國

思考一粒麥子的意義，我是否可以委身在一個地

的緣故，但是每天就我一個人，假日到教會，聚

方呢？

會完更覺孤單，因為畢竟教會弟兄姐妹不了解我

Saline solution的教導何其寶貴，即將進

的狀況，自己在這樣的狀況下，也沒辦法清楚地

入臨床接觸病人，求神幫助我能為祂“Go!”將

分享，該做的事依舊，但就是冰冷冷地、搖搖擺

福音分享給貧窮人。

擺地做。
感謝神，祂聽了我的呼求，在這短短七天，
He refreshes me!!
在TCMA的JAMES group中，我真的很享受在
裡頭的時光，跟每個人的互動，分享，這真是上
帝所預備的團契，真的是求神保守及預備所需的
一切和同工，也願神將這份感動一直放在我心
中，可以常常為它向神禱告。
Senior醫師們的分享，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
的，甚至沒有說到話的，都是許多榜樣，讓我很
受激勵。
跟韓國及香港學生相處的感動現仍存心中，
真的很想念他們！原來我有一個感動是未來走

總之，謝謝所有陪伴的弟兄姊妹、長輩的支
持、感謝神奇妙的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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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乎所求所想
北醫 姜寶輝同學
在神奇妙的帶領中，我第一次參加了TCMA的

在會場裡跟每一位醫師的相處中，我完全沒

年度聚會。第一天，我是抱著很大的期望，上了

有因自己的不同而感到隔閡；只感覺到神的愛在

前往營會的巴士，在參加前我也向神禱告：求神

我們當中。也因神的愛，讓我可以認識到很多屬

預備我的心，讓我學習到祂要我學習的功課，也

靈上及學術上的榜樣。以前的我都只有教會的圖

讓我遇到祂要我遇到的人。而神是信實的神；在

書室裡讀到醫療宣教士的故事，但現在這些故事

這七天的營會中，我學習到的是超乎我所求所想

卻活生生地活在我眼前、讓我親眼見識到這些新

的。

一代的「馬雅各」及「史懷哲」。透過他們的分
我不只學到如何在自己的崗位上被神使用，

享，加增了我對我執業的使命和信心。此外，在

也了解到其他醫師，在世界各地的宣教工作。但

這營會中，神也賜給我職場上可以彼此代禱及分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近百人的會場中，包含了

享的屬靈同伴。神真的是信實及豐富的神! 在這

近十種不同文化，從十幾到九十幾歲年齡層的

七天的營會中，我是空空的來但卻是滿滿的回

人，他們都紛紛跨出了文化的差異和年齡的差

家！感謝主！

距，完全因著神的愛而聚集在一起，互相分享神
的恩典及大能。

第41屆亞洲基督徒醫療工作者暨學生交流會議
The 41st Asian Christian Medical Workers and Students Exchange Program
Aug. 9-12, 2012

Xitou,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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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支持（至8/15止）
5.指定捐款－阿里山尼希米行動

1.團體會員費（101年度）
埔里基督教醫院、花蓮門諾會醫院各壹萬元整
2.會員常年會費（100、101年度）
郭俊逸

王貞乃

壹仟元整，蔡正弘

伍萬元整。

6.為經常費
陳錦康、 林俊宏、施宗佑、施宗德、

參仟元整。

陳恆德、張朝樑、切膚之愛基金會各
貳萬元整，

3.指定捐款－學生工作
李安莉、陳宏德 各貳仟元整 ，

魏玉華、施教競、顏國順各參萬元整，

王貞乃

吳子卿、江明哲、 張正義、林佩蓉、

壹仟元整。

蘇經舜、張家築各壹萬元整，
黃敏生

4.指定捐款－亞洲大會
顏國順

貳萬元整、蘇茂仁

壹萬元整，

許文憲

拾萬元整，

羅敏智、張肇松 、李定國各參仟元整，
李信東

潘文良、董倫賢各伍仟元整，

伍萬元整，蘇世強
伍仟元整，李安莉

貳仟元整。

貳仟元整。

國際會議消息
第四十一屆亞洲基督徒醫療工作者暨學生交流會議相關活動，已於八月上旬在台灣舉行並圓滿落幕，
整個活動維持一週，分三階段進行：
8/6-8, 2012（週一至週三）Field Work

（阿里山茶山部落）有33人參加

8/8-9, 2012（週三至週四）Saline Solution Training （埔里基督教醫院）有40多人與會
8/9-12, 2012（週四至週日）Main Conference

（溪頭青年活動中心）有100人與會

計有台灣、日本、韓國、蒙古、美國、新加坡、香港、吉爾吉斯、印度、中國等代表與會，其中各國
醫護院校學生，參加人數總計有22位，是近年來最多的一次。溪頭優美的風景與宜人的氣候、舒適的
小木屋住宿等，都深獲國外友人之喜愛，在會議中大家討論熱烈，私下的分享或聚集更延伸至深夜，
久久不願散去。在溪頭四天三夜的活動，就在大家依依不捨中，相約明年韓國京畿道見，劃下休止
符。相關之文章將自本期起，陸續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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