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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國界的愛
長庚大學張心遠同學
從來沒想過自己會到海外參加營隊，一方面受

經驗不同的是，Camp並沒有特別安排一個輔導帶領

到暑假來台灣參加亞洲大會的香港一行人的感動，

每一個小組，而是讓我們自己拿著長沙島的地圖和

一方面 神也在挑戰我，是否願意為祂擺上為期不

靈修教材去安排行程。於是乎我們或坐在石頭上望

長的寒假。回想起來，真的很慶幸自己接受了這個

著日落入海、或抬頭看著雲朵延天際移動、或僅是

挑戰，我才有機會在這趟旅程中得到遠超乎原本所

躺在操場上讓太陽曬著，享受著造物主的奇妙，並

想像的收穫。

全然安靜在祂面前。我體會到把麥克風還給

神，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約一4:9)。在香港

用更多的時間單單聆聽，過去有時我會一股腦兒，

我們深切感受到，這裡的弟兄姊妹們對彼此、和對

把想告訴祂的一口氣說出來，但其實祂早就知道、

我們的愛，他們的熱情就像上帝的愛一樣不分國界

也早已看顧了我們的需要。就像營隊這次的主題人

也不分晝夜。不只是在WWW Camp，從入境開始，我

物─門徒彼得，

們一行人就受到無微不至的照顧。九天裡他們幾乎

弱，也替他祈求不失了信心─我們的跌倒與爬起皆

陪伴了我們在香港的每一天，記得某次到了晚上12

在祂手中，因這一切乃是本乎祂而生的！

神在他犯錯之前就已看到他的軟

點送我們回到住宿處，他們馬上就開始幫我們計畫

營隊中也有許多臨床醫師回來與學生分享工作

隔天的行程，對於認識不久的我們，毫無保留的奉

上的經歷，他們願意委身帶領後輩的心，讓人著實

獻自己的時間。我曾問Leo牧師：我們難道不會耽

感動，我想醫學生團契最重要的，就是有上一代經

誤到他原本要忙的事情嗎？他很篤定的回答說：照

驗的傳承，我也以此期許未來，自己能夠成為有心

顧我們就是他要忙的事情，一點猶豫也沒有。還有

也有能力帶領後輩的醫師。特別感謝營隊中第四組

一次，我們突然沒有可住宿的地方，一早拖著行李

的每一位同學，他們總是主動為我翻譯，甚至全都

在商場，想辦法聯絡各個旅館是否有空房，沒想到

用普通話分享，只為了讓我聽懂，臨走最後一天還

幾分鐘後就接到電話告知：Meimei歡迎我們到她家

推掉所有事情，與我們到東九龍走廊道別。猶記得

借宿，連寄放行李的地方都幫我們連絡了一個牙科

跨完年那天，大家一起聊天到4點，6點再一起去等

診所！感謝

神的安排，我們憂慮的一切祂都早已

日出，真的很難相信，我們才認識不滿60小時，但

看顧。不分年紀，他們一致堅決為主擺上的心是讓

祂的愛超越了時間、語言、與空間，在主裡我們感

我最為感動、也最想學習的地方。

覺就像一家人！

在WWW Camp裡，除了我們還有來自溫州的朋

最後感謝TCMA的鼓勵讓我有機會可以參加這個

友，同樣都被分配到不同的小組裡去，和香港當地

營隊，我在香港又一次遇見了

的基督徒醫學生們一同進行討論與分享。與我過去

以逐列，就感謝上帝吧！

神。太多的感謝無

香港WWW Camp 心得
Sarah Wanyu Hsieh
“Walk with God, Wrestle with God, Work with

有什麼關係？「耶穌說：你來吧。彼得就從船上下

God”這三個W與神同行的行動，是WWW Camp名字的

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穌那裡去；只因見風甚

由來，也是串連著一整個營會，和自己每一個決定

大，就害怕，將要沉下去，便喊著說：主啊，救

的三個W，幫助我在二○一三年年初，再次選擇與

我！耶穌趕緊伸手拉住他……(太14:29-31)」，在

神同行。

營會中分享的經節，而我彷彿看到自己正如彼得，

在營會開始之前，我的心情是很矛盾的，覺得
自己太自不量力了，竟然在實習期間還敢跑出國參

在面對實習好比風浪，看風浪大，而無法走到耶穌
面前……。

加營會，難得的四天連假，應該要在家裡好好補

耶穌卻趕緊身手拉住我，祂確實透過這次的營

眠，一股作氣把實習報告寫完，然後好整以暇的迎

會拉住我，過去我總把實習擺成我生命中的第一

接下一個禮拜的實習，但心裡還是有點期待參加

位，但這次實習期間卻不小心參加了WWW Camp，在

營會的，就是這樣焦慮與快樂參半的心情，但老實

這三天無暇為實習焦慮，卻重新檢視了自己生命的

說，焦慮還是多了一點。

次序，知道自己有許多需要神來撥亂反正的，也

帶著這樣的心情，開始了營會，我還是向

期許自己在二○一三年新的開始，要把自己最害怕

神禱告，求祂來幫助我挪去我裡頭的重擔，使

的實習擺在最靠近神的位置，讓祂來掌管，也把每

我可以在這段時間裡，好好享受與祂親密的關

天的生活要交給神，與神同行，與神摔跤，與神同

係，也不枉已經花了時間來到這裡。神是信

工。

實而且慈愛的，從在碼頭遇上了組員開始，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

我已無暇顧及作業了，開始和組員們一起敬

置在世人心裡。然而上帝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

拜、一起靈修、一起分享神話語的三天生活。

參透。(傳3:11)」

在這三天裡，每當大夥人一起敬拜時，唱著
「我並不完美，也並不特別，但你卻是為我捨棄生
命的主」、「主你要往哪裡走，我就跟你走」，看
到這麼多的年輕人同心將自己的心舉向神，並且願
意讓神來帶領生命的方向，讓我特別的感動，並且
深深被他們激勵。而在跨年夜最後倒數時間裡，我
們輕聲唱著詩歌“In His Time”一邊禱告著，讓
我們想著主耶穌活在世上短暫的33年，是如何把握
時間，每一分每一秒為神而活，那我們自己的生命
呢？
我回想起最初營會開始前的情緒並最近的實習
生活，甚至每一次的實習生活，正是我最需要神，
也最應該與神同行同工的時候，卻最常因為忙碌，
或各種藉口而放棄了原本的靈修禱告生活，甚至無
法好好的吃飯休息，除了實習什麼事也做不來，我
平時所信仰、所倚靠的神呢，我的生活、工作與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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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消息
1.TCMA第47屆基督徒醫療人員研修會暨年會將於三
月2-3於龍潭渴望會館舉行，會中也將召開第十
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請會員踴躍出席。
2.去年2012年度之奉獻收據於二月下旬寄出，若有
問題請洽TCMA辦公室。

新年禮物
長庚大學劉泰然同學
喜歡朋友常常講的一句話：「我們的上帝是很

天中，到底得著了什麼？路加福音11:9～10：「我

漂亮、很美麗，天天都送我們禮物的上帝。」真

又告訴你們，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

的！再次回顧亞洲大會的照片，你們是上帝給我的

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因為，凡祈求的，就

大禮！

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

其實不知道該說這是香港行的心得？還是參加

我知道上帝聽了我的禱告，因為就在最後一天的早

WWW camp的心得？因為實在跟你們相處太久了，而

上，我找到了。印象最深刻的是營歌「勇敢走出

且每天都有從神而來的感動。還記得我在大一還是

去」和營訓「彼得前書2:21。」

大二參加完某營隊後說的話：「我以後再也不要參

我並不完美，也並不特別，而祢卻是為我捨棄

加營隊了，因為每次都很累，每次都有schedule要

生命的主；我時常軟弱，也許會迷惑，但祢是道路

配合。」不過自從我大三參加大靈班後，我就把握

真理和生命。主祢要往哪裡走，我就跟祢走，領我

機會參加了很多的營隊，我想上帝永遠不准我說

走到世界盡頭，一生不再回頭；讓世界聽到我們敬

never！

拜，我們的禱告，讓復興從我們開始，將主愛帶到

其實這次出發前有點緊張，除了前面有很多天
要出去玩，來不及規畫好的行程，匆匆忙忙在期末

人群中。縱然有許多的問題，我也不放棄，祢大能
賜給我勇氣，我會勇敢走出去。

考後收拾行李，還有回來後要面對剩不到一個月的

直到現在想起這首歌還是很感動、忍不住想

國考，我當初到底是怎麼覺得自己有辦法，回國後

哭，因為我知道祂完全了解。2012後半年進入臨

邊上臨床課邊念基礎書的？雖然現在依然擔心著國

床，是痛苦的開始，我很努力的想去面對我一直不

考，但是我不後悔參加WWW camp，因為我的上帝實

想面對的問題：「why be a doctor? 」我真的很

在是超乎我所求所想，豐富的上帝！

軟弱、很迷惑，真的不想要當醫生，有時候很難只

雖然在營隊開始前已經在香港待了幾天了，也

憑信心繼續走眼前看不見的道路，但祂告訴我，祂

知道在camp同組中有我認識的朋友，不過在等待上

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最後一天在唱的時候，突然有

船的時候，聽到身邊一大群說著我聽不懂的語言的

種心被撕開的感覺，是放下自己不想放下的東西很

人，突然感到有點害怕，不想走出自己的comfort

痛的感覺。雖然在唱的時候，真的很沒有信心跟祂

zone，不想要認識新朋友。不過神是「耶和華以

說：「主祢要往哪裡走，我就跟祢走。」但我知道

勒」的神，祂完全知道我的需要，賜給我一群很熱

無論路再難走，祂都是在旁邊給我依靠、給我力量

情、很健談也很體貼的組員。

的主，我知道祂完全懂得我的痛苦、我的掙扎。事

在營隊中有很多可以安靜、單獨會主、親近神

後回想起來，我知道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從11、

的時間，我也很想要專心跟上帝約會，不過我還是

12月開始，我就陸續跟一些人分享進入臨床，不想

必須誠實的說我實在太想睡覺了，真的是腦袋當機

當醫生的掙扎，也聽到很多人的回應，得到很多的

無法思考！感覺跟周公約會的時間比較多，甚至覺

幫助和鼓勵。結果在營隊第一天中的問題分享就是

得這次是參加營隊中最不配合的一次。在營隊最後

「為什麼想當醫生？」所以我又只好再講一遍故

一天心裡也蠻著急的，我一直在想我這次來香港，

事，還記得講完後輔導說：「講了三遍，應該是愈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來參加營隊，但是自己在這三

講愈清楚喔！」但是我自己覺得，每次講都是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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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更加的模糊，我想是神在讓我學習放下自己

一大堆行李走到目的地？這時候，我突然看到我的

吧！

同伴們以跑百米衝刺的速度，穿越人群，飛奔來幫
而營訓彼得前書2:21：「你們蒙召原是為

我提行李，真是讓人感動得快痛哭流涕了！上帝用

此；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給你們留下榜樣，叫

了這個畫面提醒我，在我徬徨無助的時候，祂沒有

你們跟隨他的腳蹤行。」也一直提醒著我。我被召

拋棄我，不是慢慢看著我自己走，等到我快不行時

做門徒的目的，也會受痛苦，並且身邊有很多很多

再來幫助。而是當我沒有能力時，祂也是這樣飛奔

的同伴和見證，這些都是讓我最後能繼續跟隨祂的

前來救我的，而我應該把行李通通丟給祂，而不是

腳蹤行！

一直自己扛著！

而上帝對我的幫助沒有在營隊結束後就停止

每年的開始我都會給自己訂個新希望、新目

了。在離開香港的當天，因為某些原因我有一小小

標，今年好像沒什麼具體的想法，不過我跟上帝

段時間是要提著很多行李走路的，那時真的是很無

求，請他給我用不完的愛，去面對周遭的人事物，

助的走在擁擠忙碌的大街上，心裡想說我的同伴們

我真的很需要「愛」，不然我真的覺得路走得很痛

到底知不知道我在哪裡？我到底能不能順利提著這

苦！

代禱事項：

感謝您的支持（至1/31止）

TCMA第47屆基督徒醫療人員研修會暨年會，三月2

1.為經常費捐款—

～3日在渴望會館舉行，至截稿為止，已有百人將
出席，請為以下事項代禱：
1.請為合宜的天氣

陳恆常、王貞乃各參仟元整、趙榮發 伍仟元正
2.指定捐款--為阿里山尼希米行動--陳恆德 伍萬元整
3.指定捐款--JAMES工作-- 趙榮發 肆仟伍佰元整

2.人員出入交通安全
3.活動進行順利
4.與會者有收穫和感動
5.講員有用心預備和分享
6.經費上的需要

KMU of TCMA Group 高雄地區學生工作
有十名高醫學生體驗背包族自我挑戰，完成六天五夜(1/27-2/1)火車環島行程，重點如下：
☆1/27Sun. 主題：特殊農鎮體驗之旅 ─ 員林(1)拜訪鄭明仁醫師\下午參觀農場體驗鄉村生活型態。
☆1/28Mon. 主題：台北&九份之旅 ─ 台北(2)拜訪TCMA前輩\北部TCMA醫學生等（合影如上圖）
☆1/29Tue. 主題：宜蘭冬山河之旅 ─ 羅東(3)拜訪林逸民醫師
☆1/30Wed. 主題：太魯閣之旅 ─ 花蓮 (4)拜訪廖榮彥醫師等
☆1/31Thu. 主題：東海岸巡禮 ─ 台東 (5)拜訪顏國順醫師
☆2/1Fri. 主題：南台灣巡禮&慶祝完成台灣鐵路之旅 ─ 台南(6)拜訪林教授清澤醫師
以上行程已平安順利完成，感謝各位前輩的接待和鼓勵。／消息提供Angel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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