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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屆TCMA韓國龍仁市ACMWSEP會議心得
花蓮鳳林榮民醫院急診護理師 莊家豪

前言

心的感受，因為沒有時間去沉澱就有另一個病人等

「白色巨塔正逐漸崩壞，許多醫師及護理人員

待治療。在醫院多的是傷痕累累的心，如果沒有一

不斷流失，五大皆空拉著警報，而步入高齡化的台

個信仰可以讓人寄託，那會是怎樣的一個狀況？」

灣，你我的健康未來將會由誰來把關？」在剛入醫

南丁格爾在她的手札上也寫到，若沒有一個信仰倚

院的新手護理人員，雖然新聞報導訴說著似是而非

靠，我們將比病人更可憐。有時候面對這如同出埃

的標題，但一位發過誓、決過志的白衣天使，仍囫

及的曠野中，身心俱疲下也需要休息吧！今年暑假

圇吞棗吃著剛買好的早餐，努力學習病房的照護，

前，在我向神祈求安息年的當中，CCMM（路加傳道

希冀能在每一天活出神所喜悅的護理人員生活。時

會）、TCMA（台灣基督徒醫學協會）每一年推出的

間飛逝，從100年5月到102年的5月，整整兩年的試

暑期醫療傳道見習營當中，看到了亞洲基督徒交流

練，從滿心希望到心力交瘁，喜樂的心志到迷失

會議，而神的靈感動我報名。爾後第十二屆青年宣

屬神的方向，雖然還是想努力下去，但總是力不從

道的感動後，我帶著炙熱的心志，來到桃園機場。

心。
「主啊，我如何為祢而活？」這個問題困擾著
我，在這些輪三班、日夜顛倒的日子裡。為了遵守
神的話語，就算上夜班也要撐著疲累的身子到教會
聚會，兄弟姊妹總是見我疲勞的神情及聽道中打盹
的情形，雖然他們能體諒我的工作不得已，給我很
多實質上的幫助。但對於一個時時刻刻想要活出基
督的人，卻常常碰釘子甚至失了焦、走偏了路，沒
有固定的靈修生活，而轉身看到自己的工作環境多
麼的惡劣，就忘記了自己當初的呼召。好像，成為
屬神的護理呼召已變成沉重的枷鎖。
曾經在一篇實習醫師所寫的文章中看到：「我
們常常經歷到許多的生離死別，卻無法表達自己內

預備
前兩次的會前預備，因為工作的關係，讓我遲
到了，但會面的學員及Lina姊都很體諒我的不足，
只是稍微提醒搭飛機時別再遲到了。第一次與會時
聽著Tim（郭哄志）說著第一次參加第39屆韓國舉
辦的大會時，既期待又有點焦慮，因為第一次「自
願」出國的地方就是一個非英語系國家，雖然是整
團行動，但仍會擔心自己的英文程度是否能應付的
了？心裡甚至有點嘲諷自己，參加了非能力所及
的活動，頻頻的想打退堂鼓，但每當我如此想時，
心裡的平安及喜樂卻更加的鼓舞我向前行，期待克
服恐懼害怕，弟兄姊妹的陪伴讓我更勇敢面對。再

者，每一年的Culture Night（文化之夜，分享各

教士終其一生，因為翻譯聖經過勞而葬送生命，當

國的文化或節目），都讓與會的學員大傷腦筋，但

中有一段話：「你是否願意將一切獻上給主？」讓

當我們還在構思如何呈現今年台灣代表的Culture

我想到詩歌的一段詞句：「為你我命曾捨，你捨何

Night時，我突想到一個美好的圖畫。

事為我？」（頌主新歌502首，救主全捨）。

過去台灣很多宣教士帶著醫療委身在台灣各個
村莊及部落，他們用醫療專業帶領很多人歸主。尤
其我看一齣短劇，有關宣教士如何幫助原住民部
落，藉著醫療傳道改善他們的生活品質，更讓原本
未聽聞福音的部落得著神的救恩。因此，我自薦想
請大家一同完成這個創舉（過去沒有做過的，以一
個歌舞劇的方式演一齣醫療宣道的短劇），原以為
工程浩大會讓大家望之卻步，但當天的學員每個人
都贊成這個提議，也提名我當負責的組長。面對這
個事工及這個活動，我也無法再推諉，因此我憑著
信心相信神會保守這個準備活動的進行。

爾後，我們在附近餐館有個晚餐後，由韓國的

而我們的神真是豐富的神，能幫助我在完全沒

醫學生John帶著我們遊首爾附近的街道及夜晚城市

有劇本的情形下，兩個禮拜就生出10分鐘的劇本，

橋下的居民聚在河堤旁（下圖），一起分享輕鬆的

在我媽媽（徐姊妹，阿美族服飾工坊負責人）的幫

時光，我也和John聊到這和台灣高雄的愛河相同

助下，提供我們服裝可以帶到韓國去表演用，賜給

的情形，提供了市民工作後放鬆身心的好去處，

我智慧能製作出背景音樂，給我靈感去抓住每個演

也許因為這樣的設施，可以減少很多人因為壓力無

員斷落的感覺。總而言之，每個階段都有神奇妙的

處抒發，導致很多精神疾病的產生，雖然沒有相

恩典，如同聖經說的，我所行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關研究，但我們樂觀其成。最後，我們駐紮在女

八月6日

傳道會館（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Korea

在桃園大園親戚家醒來的第一天，互道再見
後，我搭著計程車領著每個祝福，首先來到了桃園

Presbyterian Women），彼此分享今天的領受，並
在禱告中安歇了我們的第一天。

中正機場第一航廈。與大家會面後，進入候機室等
待，與大家一同分享此刻的心情及昨晚睡不著的感
受，我們是多麼期待能在活動中有所領受。抵達了
仁川機場後，韓國的醫學生Stan、Jung、Jay等，
及領隊、副領隊Dr. Sun Joon Moon的接待下，我
們互相了解及短暫的聊天後，台灣、日本、香港
的學員一同坐上了活動的巴士，來到了第一站－
Yanghwajin Foreigners’ Missionary Cemetery
（楊花津宣教士墓地，如右上圖），這一大片的墓
園及安葬的宣教士訴說著，過去神如何恩待韓國這
個地方，將福音廣傳在這片土地上。尤其讓我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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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7日

動容的是，墓園旁的影像館中播放著宣教士畢生為

第二天早上一覺醒來，貼心的領隊為我們準

著翻譯聖經而努力，從抄本到整本聖經的完成，宣

備了不辣的湯，也許體貼我們這些外地來的弟兄

姊妹，未來必須面對許多酸辣的日子讓我們的腸

志。這深深的影響著我不只是對醫療宣教的想法，

胃能休息一會吧！之後我們搭上巴士來到了DaIL

而是對未來人生中跟隨耶穌的路程。

Community，這是一個社區非營利的小餐館，每天

八月8～10日

中午都會有一群志工及弟兄姊妹願意擺上自己的時
間，協助準備餐點供附近許多弱勢族群及遊民享用
低消費一般品質的中餐，來餵飽這些需要的人，有
些遊民每天只能吃到這一餐。而我們每個學員在當
中一同參與服事（下圖），也意外的認識來服事的
附近教會的青少年，大家雖然來自不同地方，但因
為看見別人的需要而一同做工，因為～我們是作在
主身上的，也因此一同喜樂的分享著領受的感動。

在龍仁市DMD育樂中心開始為期三天的醫療人
員及學生的大會，從早上的晨更及講堂的領受豐
富我對醫療呼召的眼界。這次的主題為如何成為
一個好的醫療工作者（Who Are Good Christian
Medical Worker）?如何回應神對自己的醫療呼
召？這正是我此次來的目的。
Chin Y. Pak宣教士在第一天早上用「在開
發中國家作醫療傳道」（Medical Miss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分享了非洲國家的醫療
宣教的狀況，如今，在這個地方有很多人因為沒有
足夠的醫療資源而死亡，更別說在有生之年聽到福
音，這片廣大的禾場挑旺了現場許多學生的心，也
希冀能有更多的醫療宣教士在這些地方為主而作。
Peter J. Saunders醫師分享「知道這世代的
任務」（Understanding The Time）中，強調我
們正存在一個多元挑戰的年代，許多族群及需要正
等著基督徒去回應神的愛。歷代志上12:32「以薩
迦支派，有二百族長，都通達時務，知道以色列

下午活動來到了DaIL Angel’s Hospiptal，
參觀了用醫療專業服事一群需要的人，創辦這個
醫院和上午社區餐館的牧師，因為看到一個街友
倒在街上的場景，因此回應神的呼召，感動他
從小的快速爐備餐給1～2個街友，到現在成立許
多DaIL Community分店，及一間DaIL Angel’s
Hospiptal，讓更多需要卻無力負擔的人，能因著
神的愛免費享用，達到seek balance between the
love for God and our neighbors.（愛神與行動
達到平衡）。
有時候不知道如何活出基督來的生命，但到了
這裡，我看到了真真實實的活出基督愛貧乏人的表
現。路加福音4：18-19節說：「主的靈在我身上，
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
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
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基督他就是服事
貧窮人的模範，凡出於他的，就能像他有同樣的心

人所當行的，他們族弟兄都聽從他們的命令。」
以這一節經文告訴我們要警醒去聽神對這世代的
心意。而若是基督他會怎麼做呢？主耶穌的宣道
不外乎在傳福音Preaching（To preach good news
to poor）；醫治Healing（Recovery of sight
for the blind）；宣告得自由Deliverance（To
proclaim freedom for the prisoners）；釋放被
壓制Justice（To release the oppressed）。
第二天上午我們參觀了韓國教會歷史博物館、
Christian Martyr Memorial和Sorae教會，下午到
了韓國民俗村體驗古時代韓國人民的生活，我們共
同度過了許多美好時光。尤其特別的事，在當中我
遇見一位弟兄和我一樣是護理師Chi Man Song，我
們共同了解台灣跟韓國的護理環境。然而，好像我
們的處境一樣艱辛，但能靠著神的恩典站立，而且
Song也準備到英國學習當一位RN（國外的註冊護
士）。我們彼此互相鼓勵，也希望未來能將所學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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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鄉里，更能為神而用。

西洋名曲（夜來香等），第三個由台灣表演原住民

晚上Gene

Rudd醫師分享「回轉」

的歌舞短劇－里信的願望：一個醫療傳道的故事。

（Repent），我們需要在每一天，每件事上反省，

之後由香港學生的詩歌、照片分享，日本代表的民

懂得回轉向神（抑或是向神悔改）。並教導我們如

俗歌曲欣賞及蒙古的民歌分享，讓大家彷彿步入不

何做悔改、將生命的主權交給神（已決定的計畫放

同的民族內，體驗不同的文化內涵。最後韓國弟兄

棄由神來安排）、活出信仰。正如馬太福音18：3

姊妹用蠟燭作燭光傳遞的方式，讓大家一同點燃，

所說的：「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變成

唱一首My peace I give unto you（我將平安賜給

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別為了生活的忙

你），彼此鼓勵互道再見，真希望永遠停留在這一

碌、工作的盲目而忘了花時間與神交通，因為懂得

刻。領受了這些，最重要的就是去，如同大使命說

順服的人才是把根基建立在磐石上，當狂風暴雨時

的一樣：「使萬民做我的門徒」。

才能站立的穩不被吹倒。

對於這次的文化之夜，台灣代表的歌舞劇在歡

第三天令我印象深刻，學生的field work上台

笑及感動中結束，所有的與會人員一致表示有所領

報告，各個國家的學員因著這幾天的體驗及領受分

受，覺得我們能在這麼短促的時間當中完成不可能

別上台報告。而讓我印象深刻的是TCMA賴文儀分享

的任務。Dr. Moon會中休息時也向我分享，在劇中

的蔡茂堂牧師，用呼吸系統解釋屬靈的意義，其中

領受到神對他的感動，讓他在近期安息的一年中，

的經文以賽亞書30:15讓我心有戚戚焉，使我知道

能有不同的看見。而我要說，感恩神在其中的奇妙

自己要謙卑領受恩典（吸入）、歸回平靜安穩（屏

作為，也要感謝台灣的學生們一起的配搭、背後的

息）、認罪得到赦免（呼出），不斷地重複這個循

家人朋友的贊助，因為大家的付出，讓神的工作得

環。有時候只記得呼出忘了吸入，或吸入後忘記屏

以彰顯吧！

息，都是不正常的呼吸（屬靈），就呼應了前一天

結語

Gene Rudd醫師所說的，回轉可即時改善（如同插
氣管內管給予立即呼吸支持）。
下午我們採分組方式，和長輩們一同探討如何
成為好的跨文化醫療人員。我們彼此分享了各自的
學習對象（Role models），並討論出一個結論：
如何成為好的（跨文化）醫療人員，好的不如是合
神心意的，因在聖經馬太福音裡耶穌對少年官說良
善的只有神，我們不可能會是好的，只能盡力做到
好，能蒙神悅納就是我們的目的。再者，我們應該
尋找對的目標（Searching for right goal）作為
我們的禾場，這是第一步；第二步察驗這是否是神
的心意；最後採取行動。

最後，如何成為好的基督徒？如何回應神對我
們醫療人員的呼召呢？我歸納出三點與大家分享：
1.遇到任何事都要回轉，在神那裡重新得力；2.努
力尋求神的心意，用神的眼光看這個世界；3.作
一個合神心意的醫療僕人，而非世俗認為好的僕
人，只向神交代不管結果如何。如同馬太福音25：
23說道「主人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在這個黑暗扭曲的
世代，我們要珍惜時光，為我們的神做鹽作光，願
更多的人因我們的行為而認識主，在福音未及處傳
揚祂的救恩。因此，我要在我的破口處，也就是大

八月10日 Culture Night(文化之夜)

會所領受的，向神祈求成為我的禱告。最後，感謝

這次的文化之夜，果真讓我見識到了。開場由

TCMA給予我機會，參與這次在韓國龍仁市舉辦的交

韓國弟兄姊妹呈現傳統歌舞表演後，一位醫師吹奏

流會議。

薩克斯風，配合著背景音樂演出了兩首經典東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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