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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醫醫社系 孫慶玲
見習第一天大清早，帶著忐忑的心情從高雄出
發，一路上禱告主能讓我有特別的經歷。在抵達新
竹馬偕院牧室拿到課程表的那刻起，忐忑變成期
待、興奮，我知道我會度過很精采的五天。

不是一昧的用我們的方法去解決我們所謂的「問
題」。
第二個是醫院中社會服務工作的介紹，課程內
容與我就讀的醫社系有很大的關連。透過社工分享

雖然我就讀醫學大學，也常在醫院中穿梭，但

的許多實際遇到的案例還有真實的物件讓之前在課

這是第一次在醫院中這麼長一段時間，因此總是睜

堂上從老師口中、課本文字中的理論活了起來，變

大雙眼、撐大耳朵想多認識這個既陌生卻又熟悉的

得生動且容易理解，也更能感受到：即使現在社工

環境。這次見習共有五天，每天都是早上、下午兩

在醫院中仍不太受到重視，但卻擔任著相當重要的

堂課，由不同科別醫生或人員一對二授課，其中一

角色，而我也更應該堅持在我的專業上！

天至五峰鄉參訪馬偕醫療站。課程內容談及台灣的

最後一個也是最特別的：五峰鄉醫療站及關懷

醫療史、生涯規畫、健康不平等、病房關懷、復健

站的參訪。我們搭著送物資大哥的車至新竹縣五峰

醫學及長期照護、醫療資源的城鄉差距、醫院中社

鄉的桃山部落，一個半小時的車程，從市區平坦的

服工作的介紹、醫事檢驗專員的生命分享等。除此

柏油大路到蜿蜒崎嶇的山路，途中有幾處因颱風肆

之外，我們也參與了馬偕醫院每週二早上舉行的全

虐而崩塌正在搶修，最後行經一條又窄又陡又長的

院員工禮拜。

斜坡抵達關懷站時，映入眼中的是一間有點破舊的

在這幾天中，有三個課程令我特別印象深刻，

低矮房屋，在裡頭聚集了約二十位長輩在進行樂齡

第一個是精神科醫生吳易澄主任及他談及的健康不

大學的課程，在房屋前頭的是忙著幫長輩測血糖、

平等。吳易澄主任年輕、活躍並積極關注時事，具

血壓的常駐護理師及穿著都市感有點格格不入的衛

有很強的批判思考能力，對於社會議題有深入認識

教老師。桃山關懷站除了早上到中午樂齡大學的課

及獨到的見解，並有一顆柔軟、樂於付出的心，渴

程外，還有提供中餐、送餐及居家關懷的服務。下

望能「真正」的幫助社會弱勢：透過長時間的相處

午時我們到關懷站下方設點在桃山長老教會的醫療

及觀察了解弱勢真正的需求，釐清我們觀念中的

站。醫療站裡只有簡單的人力：三位常駐護理師，

「問題」對於該弱勢是否真的是「問題」，再憑藉

一位台北馬偕的醫師。一個下午只來了一個外地來

著對弱勢的了解規畫出真正能改善問題的方法。而

此辦營隊不慎指甲外翻的教會青年，其餘的時間我

們在小路上穿梭，和當地的居民聊天，一位雜貨店

過院牧室安排的豐富課程，認識醫院中不同的科

的奶奶很熱情的邀請我們還送了我們許多零食，並

別、聽見不同醫生對於疾病、醫療甚至信仰的分

講了自己年輕時的故事。我們也和在醫療站常駐的

享、看見不同地區的醫療資源差距，我強烈感受到

護理師談及在桃山這類偏遠地區醫療資源及他們的

在一間醫院當中，信仰會是多大的支持力量，可以

生活狀況。在這裡體會到和城市完全不同的景觀及

帶來多大的盼望及拯救。
感謝主，給我這個難忘的經驗，讓我在還是學

感受，看到對我們而言或許不足、或許落後，但對
當地居民而言卻習以為常的生活。

生時可以擁有如此多資源、學習到學校中沒有教的

馬偕博士的一生貢獻給台灣，透過醫療將神的

事物、感受到許多衝擊。期望這些經驗、獲得的能

福音傳遍台灣各地，而馬偕醫院也為紀念、傳承馬

力及觀察到的事物，能在接下來的人生中帶來許多

偕的精神而設立。「寧願燒盡，不願朽壞」馬偕醫

益處，也能充分的使用在正確的事情上，成為一位

院秉持著這個信念及藉著神的力量提供醫療幫助，

榮耀主名的人。

拯救無數人的生命。在馬偕醫院見習的這五天，透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 仇德恩
這次到荷蘭參加ICMDA的國際大會無論對於我

影響我更深刻的一點是與各國醫護人員的彼此

的基督徒生命，或者醫學生的角色來說，都是一項

交流。有這麼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醫護人員齊

極大的挑戰。無論是基督徒的大會(青宣等等)或者

聚一堂，彼此分享，真的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

偏向醫學生的活動我都有參加過，但同時兩者兼具

聆聽著他們訴說著自己國家發生的事情，或者自己

的我還是第一次參加，同時也是我第一次前往歐

的見證，原本遠在天邊的事情彷彿變得近在咫尺。

洲，因此我可說是期待已久。

如此廣闊的地球，似乎變得更迷你，更溫暖。

這次大會的大會主題是Serve、Share、

期盼下次ICMDA大會我仍然能夠參加，與世界

Shine，但第一天的主題最主要還是圍繞著：在基

各地的基督徒醫療人員齊聚一堂，彼此激勵，實現

督裡我們的身份是甚麼？基督對我們來說是怎樣的

基督徒的彼此相愛，實在是一件再美不過的事情

意義？先知道這一些問題的答案後，我們才能繼續

了。

回答:那麼我們做為一個基督徒醫護人員，我們要
如何以我們的身份來Serve、Share 、Shine?
當我們知道我們最高的身分是基督徒後，我們
就會知道，基督要我們成為一個忠心的僕人，而非
是個成功者。因此我們的心態就會很重要。我們的
目標應該是將「看顧」帶入醫療之中，並且使人與
人，人與神重新連結，恢復關係。我們的目標應該
擺在天上，而不是地上的成功。在這之後，我們才
能如大會歌所說的，做一個誠信的，有關懷的，有
服事的基督徒，為我們的國家與土地帶來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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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

東和外科
高醫醫社系 陳逸佳

今年暑假是我第一次參加醫療傳道見習營，起

是個有自然美景、歷史文化，族人樂活的地方，同

初是在學姊的推薦下，聽說了這個見習機會，而參

時也有很多的問題，像是經營者的破壞、核廢料的

加這個特別的活動。我對見習沒有特別的期待，因

威脅、地權不清……語氣中有時透露著回憶兒時的

為認為自己所學的專業未必能派上用場，所以真的

喜悅，有時也透露著無奈。我雖然是第一次來到蘭

是抱著「見」「習」的心情去參與的。

嶼，卻不是完全以觀光客的角度享受這裡的資源，

好久沒去的台東，好山好水依舊。中午顏醫師

而是認真思考我們到底做了什麼？能做什麼？也反

招待我們醫學生及開車載我到台東的爸媽一同到附

觀很多地方都有這樣的問題，不單是蘭嶼。只在這

近的餐廳用餐，為下午要出發往蘭嶼做準備。初見

裡停留不到三天兩夜，卻多了很多思考的方向，或

到彼此，我們都略顯害羞，但顏醫師的健談及親和

許這真的不是我們能做到的，但上帝掌權！

力化解了一切的尷尬，也在接下來幾天的見習中增
添了許多笑聲。

回想起剛開始本來還擔心原本能一起見習的學
姊因為實習時間衝突不能參與見習，所以這趟見習

頭一次到蘭嶼，映入眼簾的是主美麗的創造，

中我沒有任何認識的人，又到了新的陌生環境，可

大自然的美景。豔陽的炙熱，曬得我汗流浹背，搭

能會有點緊張。但這些擔心都是多餘的，「在主裡

配著微鹹的海風，這就是蘭嶼的熱情。看著眼前高

我們都是一家人」，在台東與蘭嶼的那段時間，我

聳的山、遼闊的海，心情特別放鬆，身體的感受好

深深的體會了這句話的意思。就像每次因為不同的

像就不是這麼重要了。在蘭嶼，我們共進行了兩次

事情而到不同教會聚會的時候，仍然會覺得教會就

義診，這也是我最貼近當地居民的時候。第一次幫

像我們的家一樣，那樣的溫暖與熟悉。即便到了不

忙配藥，看著患者從掛號、量血壓、排隊看診到領

同的環境，我們敬拜、信靠的仍是同一位神，就是

藥，即使等的再久他們也不會顯得不耐煩，反而在

這樣的連結讓我們在同工時有更多的向心力，面對

看診結束後都很感恩的離去。我在旁邊看著護理師

不同的環境時也不覺得陌生。

姐姐向患者們說明用藥的方法，偶爾遇到聽不懂國

除了感謝見習期間接待我們的張傳道一家人、

語的長輩，還需要有人翻譯，這一切看起來是多麼

顏醫師及東和外科的每一位同工，也很感謝TCMA提

的新奇啊！這塊島上的人們，和我們有著不同的文

供這樣的機會讓我們能到台東，甚至是我從來沒去

化。

過的蘭嶼見習。更感謝的是天父帶領！讀的是社工
看到來看診的多是長輩，走在路上看到的大多

系，卻選擇讓我進入高醫，具有醫學生的身分得以

也是長輩，不禁讓我思考，我們的義診真的有對他

參與見習。這是個很棒的經歷，讓我看到信仰與工

們帶來幫助嗎？我們開的藥最多是五天份，五天之

作連結、信仰與生活連結，還有身為一為醫者，不

後，有人會繼續關心他們的健康嗎？偶然看到東清

僅可以為人治療身體上的病痛，也能祝福人、透過

部落的長照中心，看似荒廢已久的門面，不知是否

關懷幫助人。短短的五天當中，有太多太豐富的感

還有人在使用？蘭嶼似乎也是個年輕人口嚴重外流

受與恩典，以我的文字能力可能記載不清楚，但那

的地方……在教會也能觀察到這種現象。此外，透

些所見、所聞、所得都會放在我心中。信靠主真的

過張傳道帶著我們遊歷蘭嶼，用土生土長的蘭嶼人

是什麼好處也不缺！

的角度跟我們介紹他的家鄉，讓我看見，這裡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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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支持（至103年12月31日止)

會務報告

1.指定捐款--阿里山尼希米行動

1.TCMA理監事會將於近期召開，並預定於春季舉行

林秀翦 壹仟元；卓德松 貳萬元

核心同工退修會，目前正由靈修小組籌備中，請

昱厚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伍仟元

代禱。
2.亞洲大會今年由台灣主辦，初步規劃和TCMA/

財團法人基督教中國佈道會 壹拾萬

CCMM年會合併，於八月在彰基舉辦，並有會前學

2.指定捐款－游藝學校
林芳迪 伍仟元；蔡明芳 貳仟元

生活動，請為籌備順利代禱，詳細日期如下:

財團法人基督教中國佈道會 壹拾萬

2015年8月4－7（週二至週五）Student Program

3.捐款

2015年8月7－9（週五至週日）Main Program

蔡麗蕙 貳仟元；潘文良 壹萬元；

部落游藝學校消息

林國川 貳萬元

部落游藝學校將於104年2月10至14日在阿里山茶山

4.會員常年會費
李蓉蓉、胡倖慈、張文信、劉青山、陳宏德、

村舉行，請為活動安全，課程進行順利代禱。
五天活動安排包含品格教育，詩歌，鄒族傳統技

田春生、謝安寧、陳盛煊、郭守仁、林秀翦

術、藝術文化歌舞等體驗學習，團康活動，心靈小

各壹仟伍佰元

站等課程，每屆需要補助20萬元的經費，歡迎支持

黃萬均(102-103)、李蕙如(102-103)、

奉獻。

郭俊逸(102-103)各參仟元
邱文達(101-103)、蔡宗樺(101-103)各肆仟伍佰元

月刊讀者變更地址
本會所發行之醫療與傳道月刊，屬贈閱性質，每個

5.團體會員費
門諾會醫院、馬偕紀念醫院台東分院、

月發行一次，讀者若因搬遷，工作異動，街道門牌

埔里基督教醫院、馬偕紀念醫院各壹萬元

整編等因素地址異動，請主動與本會聯絡，最近幾
個月常有退件的情形發生，造成郵誤罰鍰的損失。
變更收件地址可用電話或以電子郵件變更皆可，謝
謝您的合作。

2015年一至六月JAMES聚會表
主理

輔導

王仁邦醫師

專題分享題目
信仰與精神醫學：哀慟的人有福
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邱寗

劉泰然

02/28

浸神聯會主席
周宗倫牧師

醫療宣道：海外國內一樣重要

莊家豪

莊家豪

03/28

埔里基督教醫院
黃蔚 前院長

在職事奉的果效(暫定)

樊乃
嘉醫師

莊家豪

04/25

台大護研所 楊伊蓉

神對我的一生有計畫(暫定)

葉諭璇

蕙婷姐

05/23

JAMES 同工

蕙婷姐

06/27

魏大森醫師

JAMES 同樂會
耶穌為門徒洗腳-談足部生理與穿鞋的藝術

時間

講員姓名

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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