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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醫療工作為天職為主服務
門諾醫院院長吳鏘亮醫師
◆採訪整理：蔡惠玲 路加傳道會執行編輯
◎照片提供：門諾醫院

在

疫情期間，醫院承載非常大
的醫療量，醫護人員執行第

一線醫療工作、疾病篩檢、進到隔
離病房都有染疫的風險，且配合防
疫政策為民眾大量施打疫苗，醫療
人員的工作份量也加重。門諾醫院
院長吳鏘亮醫師表示，醫療人員對

將醫療工作視為天職
吳醫師表示，1918 年，發生西班
牙流感，因為當時醫療防護沒有那麼
好，醫護人員仍要去照顧染疫的病
人，醫護人員的死亡人數佔相當高比
例。

於染疫也同樣會感到害怕，但是，

而在門諾醫院有同仁主動願意進入

若以信仰的角度來看待，把醫療工

隔離病房照顧確診及疑似個案，他很

作視為上帝給予的天職， 醫療人

佩服這些同仁，並不是每個人都願意

員仍然願意面對風險去執行醫療照

如此做，因為進到隔離病房，要承擔

護的工作。

染疫的風險。但是在門諾醫院中，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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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相同價值觀的同仁，願意堅守崗
位，承擔第一線照護的責任。
他說，在醫院管理方面要提供醫護
人員足夠的防疫配備，及規劃好病房
或防護裝備，減少同仁發生染疫的風
險；也要保護醫院本身發生院內感染，
保護醫療人員及住院的病人、家屬，
或是來看診者，不要在醫院內被感
染。

醫療傳道是福音撒種
▲吳鏘亮醫師為病人看診

對於身為醫師要向病人傳福音，

公平的。他相信上帝對於基督徒醫師

吳醫師認為基督徒醫師，可以營造一

的呼召主要是在提供病人好品質的醫

個環境，讓病人對這個信仰有渴慕的

療照護，並在醫療的過程中呈現上帝

心，讓他心更柔軟，讓福音容易進入

的慈愛。

病人的內心，願意接受福音，就是醫
療傳道的鬆土及撒種。

所以，基督徒醫師要做的就是站在
病人的角度體恤病人的慌亂與無助，

吳醫師以兩點來說明為何醫療傳道

多做一些說明讓病患瞭解，提供醫療

是福音撒種，而不是直接傳福音。一、

的選項，例如：醫療如何進行、後續

醫病關係：因為醫病關係本來就不對

有甚麼情況，也願意為病人多走一哩

等， 病人的認知與瞭解，並沒有辦

路，提供轉介或社福的服務，而不是

法跟醫師一樣，醫療專業的養成需要

急著在病人及家屬尚未了解醫療的內

接受長期訓練。病人來看診，是希望

容及可能的結果之下，要他們馬上接

從醫生得到診斷及治療，若是將福音

受醫師的醫療決定。

成為醫療的附帶品，或是醫療成為福
音的附帶品，對病人並不公平。即是，

2

二、醫師的誓詞：希波克拉底斯

若是病人會擔心有沒有接受福音會影

（Hippocrates）醫師誓詞也提到「我

響自己的醫療，這樣對病人來說是不

鄭重地保證自己要奉獻一切為人類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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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人員為民眾施打疫苗

▲醫療人員進到隔離病房

務。 我將要給我的師長應有的崇敬

創辦門諾醫院的薄柔纜醫師，在花

及感戴； 我將要憑我的良心和尊嚴

蓮行醫逾 40 年，將一生歲月都奉獻

從事醫業； 病人的健康應為我的首

給東台灣，更透過信仰的傳遞讓患者

要的顧念；……我將不容許有任何宗

得到心靈上的醫治。他將自己毫無保

教，國籍，種族，政見或地位的考慮

留給台灣，是像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

介於我的職責和病人間。」

樣式，離鄉背景，親自與東台灣的百

確認醫病關係是單純的「求醫」跟
「疾病治療」，這是保護病人不會因

姓同在。「給」不是件易事，更何況
是「給出自己」。

為信仰或是其他因素來影響他的醫療

吳醫師身為院長、帶領醫院往前邁

過程。若是醫病關係中，存在病人接

進，也在疫情期間配合防疫中心的政

受福音，醫師才給予治療，這種有條

策，在 1999 年，他領受上帝的呼召，

件的醫療已經影響醫師的天職，也違

從彰基來到門諾醫院已經超過 20 年，

反醫師的誓約。

同樣是「給出自己」，為何他願意如
此？

價值觀決定生命的優先順序

他表示，若是思考上帝對基督徒在
職涯的呼召，不論是否在偏鄉或是都
會區，或是某個特定的職位，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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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醫療人員進行採檢

回應上帝的呼召就是委身。1999 年，
吳醫師從彰基轉換跑道到門諾醫院，
是因為上帝的呼召及感動，而願意在
門諾醫院服事長達 20 年之久，是因
為在吳醫師的內室禱告中，並沒有領
受上帝要他離開門諾醫院，去到其他
地方，所以吳醫師仍然持續在門諾醫
院的工作。
吳醫師說，神經外科醫師的工作時
間非常長，除了例行的日常醫療工作
之外，常在下班時間接到需要神經外
科醫師緊急會診的通知，或是因為病
人病情需要在半夜回到病房處置病人
或進行緊急手術，這些臨床必須完成
的工作大大的影響陪伴家人的時間；
他很感謝在醫療傳道的使命上，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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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診病人出院

家庭的接納與支持。
每個人每天都只有 24 小時，身為
門諾醫院院長不僅要看診，且要負責
帶領醫院。吳醫師認為，只要尊主為
大，就會分別時間出來，以敬畏神的
態度來服事神，因為價值觀會調整生
命裡對事情的優先順序，可以去完成
上帝所交付的使命。 CCMM

偏鄉醫療專題

神永恆的計畫 - 偏鄉醫療的呼召
◆蘇振泰醫師

偏

永生牙醫診所院長

鄉醫療事奉對我而言是一個呼

是一條孤單的窄路，有些人想走上這

召。我一直深信在神永恆的計

條路， 但撐不久，因為沒有團隊。

劃中找到自己的角色，而且忠實地扮

那天祂呼召我走偏鄉醫療傳道的路，

演那個角色，這是最幸福而有意義的

我回應主，並求神將來為我預備一個

人生。

團隊，也求主裝備我，有一天我也願

我在台北醫學院一年級時，信了耶
穌。1978 年的那個暑假，我參加了北
醫團契的醫療福音隊，到苗栗縣三灣
鄉，一方面擔任靈修同工，而在事工

意去祢要我去的地方，那次的與神相
會大大地影響我以後人生的每一個層
面。
這是我在台北開業第三年有次查看

編組方面則參加公衛訪視組作個人佈

我的靈程日記，暮然發現 10 年前與

道。那一次的事奉給了我終生不可抹

神有立了這個約。我再次留淚向 神

滅的印象，不但是我第一次有結果子

感恩 , 是衪的權能和信實幫助我守住

的個人佈道，更是在傳福音的過程裡

這個約。我趕緊抓住機會與神續約。

頭真實而且清楚的經歷主那神聖的同

這次不是 10 年之約，而是永生之約。

在。

在台北自行執業六年之後，第七年

那次的事奉不但挑旺我傳福音的心

(1990 年 ) 開始，主帶領我先將自己

志，也激發我在神面前更深的委身，

診所關閉後，加入另外兩位牙醫，成

並且第一次從神領受異象。在一次守

為一個牙醫團隊，期盼能開展牙醫專

望禱告中，主給我一個清楚的意念，

業團隊事奉的空間。至 1998 年發展

我想起很多優秀愛主的畢契學長姊，

到聯合經營診所共六間，共同經營團

在進入職場後，因著現實的無奈，雖

隊之成員共有 11 位。在這當中我有

仍是好的醫者，卻失去了回應神的動

機會被成全和裝備，包括生命個性的

力。我感受到主內心的憂傷，不禁為

磨塑，專業能力的提昇，經營管理的

自己也為主痛哭。

學習，牙醫宣教事奉的實際操練，同

同時主也讓我看見，偏鄉醫療這

時也在教會中服事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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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99 年，我們整個團隊做了一
個很重要的轉型，為了異象的落實，
我們精簡為北區團隊 (2 個診所分別
在台北的北區和南區 )，和東區團隊
( 在玉里新建永生牙科 )，在玉里的
診所由陳醫師和我兩個人負責，我們
兩個家庭分別從台南和台北移栽到花
蓮玉里。從我畢業後在台北執業歷經

道夫妻接棒。
多年來我一直是雙職事奉，牧會兼
牙醫 ，過去這 13 年，我確實將「牧
會」擺在我服事的第一優先，牧會是
需任勞又任怨，每一次我學習為教會
捨己，我就能夠更加體會到基督愛教
會的心腸，從而跳脫自憐的思維。

16 年之後，終於以團隊事奉的模式開
始我在玉里的偏鄉醫療事奉。

家庭團隊才能深耕服事

在專業服事方面 除了在玉里市區
的診所提供整個地區完善的牙醫診療
服務之外，也例行的到更偏鄉的小學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妻兒們願意跟

作巡迴醫療服務 . 甚至常態性的投入

隨我從台北遷居到玉里應許之地，神

海外醫療短宣。

帶領我們在那裏事奉祂，我們全家就
在那裏生活安居。特別要感謝太太忠

在地區的福音工作方面 我們結合

心順服的跟隨，她的付出和擺上是比

教會的人力資源共同開展校園福音工

較隱藏的，相信主全然知道且要加倍

作，以及區域性的以家庭為本的青少

的紀念她的辛勞！ CCMM

年事工，後來幾年也為教會和社區的
長者，開辦了樂齡事工。

在地方教會的服事方面

2007 下半年，主帶領我開始去協助
在地一間較弱小的教會，帶領剩餘的
同工轉型並更新教會的體質，2008 年
初被按立為傳道人，開始牧養這間教
會 . 2015 年正式按立為牧師。2020
年 10 月屆齡退休，教會已有一對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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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醫院「偏鄉醫療」的新異象
◆周恬弘

嘉義基督教醫院社區副院長

果說教會醫院是台灣偏鄉醫療

如

崇高與最具代表性的表揚，過去 30

的象徵，我相信絕對不為過。

屆約有 319 位得獎人和團隊，其中有

醫療宣教師在 19 世紀將現代醫療帶

教會醫院與信仰背景的得獎者高達

進台灣，並設立新樓、馬偕和彰基三

149 位，幾乎佔一半，更凸顯出教會

家教會醫院，當時整個台灣都是醫療

醫院過去長久以來在偏鄉醫療所扮演

的「偏鄉」。

的獨特角色。

二次大戰後有更多的基督教教派與

在偏鄉醫療扮演獨特角色

天主教差會陸續在台灣偏鄉展開醫療
服務，成為現在的教會醫院，如門諾、
羅東聖母、屏基、埔基、恆基、聖馬

只是在全民健保署 1999 年底開辦

爾定、嘉基和東基等。在經歷 70 年

「全民健康保險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

代醫療與經濟快速發展之後，許多教

付效益提昇計畫」( 亦稱 IDS 計畫 )

會醫院所在處已不再是醫療偏鄉，但

之後，山地、離島等傳統上的偏鄉醫

是這些醫院仍然不忘初衷，在鄰近的

療進一步被納入國家醫療服務的體制

山區、離島、無醫村等偏鄉設立診療

內，每一個偏鄉都有一家區域醫院或

站或提供巡迴醫療，在全民健保開辦

醫學中心做為主責醫院，去結合當地

以前，教會醫院依然是偏鄉醫療的代

的醫療院所，提供一般科與專科的連

名詞。

續性醫療服務，滿足當地的基本醫療
需求。

從 1990 年起舉辦的「醫療奉獻獎」
是對國內長期奉獻於偏鄉和基層醫療

因此嚴格來說，國內的醫療偏鄉

的醫師、護理、醫事、公衛與醫管人

已不復存在，從事山地與離島醫療的

員、以及特殊貢獻的個人與團隊，最

院所也不再非教會醫院莫屬；更根本

Sep.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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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改變是，過去教會醫院的偏鄉醫

響程度並沒有想像得那麼高。根據美

療是不計回報的事工與使命，但是在

國的一份研究 1，導致民眾年老前死亡

IDS 計畫之下，已經變成是依照健保

(early deaths) 的原因，40% 來自不

給付政策執行的服務方案。

良的健康行為與生活型態，三成來自
基因遺傳，社經條件佔 15%，環境不
佳佔 5%，缺乏適當的醫療僅佔 10%。

在社會與醫療環境經歷很大的改變
之後，教會醫院有必要重新思考以下
的問題，重新定義「偏鄉醫療」的意

神託付的事工恩典夠用

涵：
以往的偏鄉醫療，大多是被動式
教會醫院還需要從事偏鄉醫療嗎？
偏鄉需要的只有醫療嗎？
偏鄉醫療一定只在離島與山區嗎？
偏鄉醫療只需要醫師嗎？

地提供就醫診療，醫師與病人的接觸
很短，對病人的了解也很片面，上述
影響健康九成的因素並不在醫療的
範圍內。當許多醫院都在從事偏鄉醫
療時，教會醫院可以比其他醫院更用
心去與當地病人建立更密切的關係與
連結，透過完善的健康管理與居家醫

我相信「偏鄉醫療」仍然是教會醫
院很重要的使命之一，在醫療資源相

療，或運用遠距醫療或照護科技，成
為他們健康守護者與夥伴。

對缺乏的地區，教會醫院持續有發揮
的空間。只是我們不應被健保署的給
付所侷限，而是切實地了解當地民眾
的健康與醫療需求，盡力以有效的方
式去提供診療與照護，即使會有所虧
損，也無須斤斤計較。神所託付給我
們的事工，祂的恩典一定夠用。

我們都曾聽過”We may not cure
(a disease every time), but we
always can care (a person).”這句
話對偏鄉醫療也很貼切。現在的偏鄉
普遍的健康問題是無法治癒的慢性疾
病和衰老，最需要的是照顧和陪伴。
1

J. M. McGinnis, P. Williams-Russo and J. R.

Knickman. (2002). The Case For More Active Policy

現在山地和離島的健康需求並不只
有醫療，事實上醫療對民眾的健康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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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雖然有了基本的醫療，但青壯人

院和基督徒醫事人員來說，自己有負

口外流，原有鄰里功能的式微，對照

擔的地方，願意用上帝的眼光和生命

護的需求卻比以前來得更加迫切。

去耕耘的場域，就是「偏鄉」，所做
的就是上帝所喜悅的「偏鄉醫療」。
特別在某些容易被汙名化、忽略、冷

多家教會醫院如嘉基、門諾、耕莘、

門、非主流的醫療照護領域，如愛滋

東基、埔基、聖馬爾定和屏基從 20

病與性病、精神疾病、新興傳染疾病、

多年前就看到台灣長照的需要，開展

失智照護、菸害防治、特殊個案保護、

並建構長照服務體系。他們在偏鄉提

自殺防治、意外事故防治、遊民 / 街

供的是醫療與長照的整合服務，像嘉

友扶助、居家與社區醫療照護、安寧

基在阿里山南端三個村除了執行 IDS

臨終療護等，都是能夠彰顯信仰價值

計畫之外，也結合雙福基金會和公部

的「偏鄉醫療」。

門的資源開辦文化健康站、失智據
點、微型日照、原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和早療故事屋，為當地住民提供全人
關懷照護。

這些醫療照護事工，不能只靠醫師
一人單打獨鬥，而是需要更多各領域
人員所組成的團隊，包括醫師、護理、
照護、治療師、社工、牧靈、醫管、

此外，我們也不必將眼光侷限於國
內，海外仍有許多真正的醫療偏鄉，

公衛等專業，合作無間地長期投入，
才能發揮綜效成就善工。

是台灣教會醫院可以服事的對象。多
年來嘉基、屏基、彰基、埔基、馬偕、
台安等醫院都跨出國境，前往第三世

對教會醫院來說，「醫療偏鄉」不

界國家或邦交國從事國際醫療與宣

僅沒有消失，反而是擴大。關鍵在於

教。此外也有許多基督徒醫事人員加

我們是否用神的眼光和心意去看待與

入各種海外醫療隊，實踐偏鄉醫療，

實踐這些「偏鄉事工」。願神持續將

這是讓我們效法與回應過去醫療宣教

新的偏鄉醫療異象賜給所有的教會醫

師到台灣實踐宣教呼召的具體行動。

院，擴張我們的境界，實踐與眾不同
的信仰價值！ CCMM

史懷哲醫師說：「每一個人心中都
有自己的蘭巴倫！」，因此對教會醫

Sep.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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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台東馬偕的日子
◆潘稀祺牧師 前台東馬偕醫院院牧部主任

耶

穌說：「因為我餓了，你們給
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

流落異鄉，你們收留我；我赤身露體，
你們給我穿；我害病，你們照顧我；
我坐牢，你們來探望我。」馬太 25：
35-36 現代中文譯本
回顧在醫院服事的歲月，肩負院牧
部主任及社工主任之重責，時常禱告
能看見後山人的需要，幫助人們走出
病痛悲傷的幽谷，得到心靈的真平安

▲捐助活力早餐

與喜樂。

投入八八風災的募款及心靈關
懷

2009 年 8 月 6 日至 10 日莫拉克颱
風侵襲台灣，造成大淹水、山崩與土

家園，使災民在神與人的關愛中感受
到溫暖。

籌建急重症大樓，募款三億獻
上感謝

石流。台東縣都集中在太麻里、金峰、
達仁、大武及知本等受災區。

10

為了提升台東的醫療品質與設備，

災難發生當下，我帶領心靈關懷團

醫院興建急重症大樓。硬體建設加上

隊進入災區，提供生活物資、帶領災

購置新的醫療設備，需耗資九億元。

民禱告、唱詩，撫慰他們哀傷的心靈。

我受指派擔任募款主席，三年內舉辦

透過院內員工幫忙捐款、募款，總所

了幾百場的活動，包括：義賣、美展、

得約 240 多萬元，全數協助災區重建

演唱會、訪問詩歌隊… 動員院內員

No.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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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共同參與，感動許多愛心人士共襄

不孤單。

義舉，終於達到三億元的募款金額，
使「急重症大樓」順利興建竣工。
2004 年 5 月 1 日舉行大樓落成典禮。

點燈計畫，關懷獨居老人

捐贈營養早餐助學童健康成長

在台東的偏鄉部落，仍有學童因為
家庭因素，沒錢吃早餐。這對孩子的
健康和學習有不良影響。透過出書募

自 2008 年 4 月，醫院針對弱勢銀

款，及愛心人士的捐獻，推行「提供

髮族執行點燈計畫，每月透過志工，

貧困學童在校活力營養早餐之社區關

將假日餐包送到台東各鄉鎮（包括蘭

懷計畫」。

嶼）獨居老人家中。這些長期物資的
費用，都是院內員工每月從薪資中樂
捐，及其他愛心人士奉獻而來。

每年五、六月，由我領隊到台東市
郊的建和國小、知本國小捐贈「營養
早餐費」，委請校方篩選 4--6 位家

點燈計畫每月關心 300 位獨居長

庭貧困的學童，每位可獲得一年的早

者。我曾親自帶隊到蘭嶼，挨家挨戶

餐費用。期盼學童們都能健康長大。

探訪獨居老人，為其禱告，致贈重陽
節禮物，讓獨居長者因眾人的關愛，

CCMM

▲捐贈關山療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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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國小送書

無償捐出教堂水彩畫印製義賣
捐關山療養院

▲醫院九樓宣教牆解說

都是忙碌的，無論是動態的活動或是
靜態的展覽：手創卡片募款、創作本
土歌曲、舉辦「李庥牧師宣教尋根之
旅」，推動台東在地文化、醫院內打

在台東我花費 5 年的時間，遍訪白
冷會神父、修士的宣教足跡。用心地

造宣教牆、設置馬偕銅像、法拉福音
牆、出版醫療宣教書籍……，

將台東各鄉鎮共 86 間天主教堂，以
水彩呈現其原有的建築之美，並編印
成冊。

感謝上帝讓我有能力去完成所交
付的許多任務。雖然因規定須自醫院
退休，只要有機會，仍願意繼續為主

關山療養院聖十字架修女會 50 年
的愛心，讓我深受感動。2018 年 7 月
舉辦「美麗後花園的小白屋─潘稀祺
教堂水彩畫展」及義賣，為療養院照
顧重症病患所需的護理開銷籌措經
費，共募得 52 萬元。

過去、現在、未來祈願天天為
主而活

十五年在台東馬偕的日子，天天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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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用。誠如馬偕的精神：「寧願燒盡，
不願朽壞」。

CCMM

健康園地

睡 眠 與 失 眠(三)
◆卓良珍 醫師

七、異型睡眠（REM
Sleep）：占睡眠 20％ ( 圖 12)

路加傳道會董事長

了情緒與社會資訊互動的精細程度而
調解及處理複雜情緒，療癒傷痛。
2. 增進辨識及理解能力，做出正確

1. 大腦的休息，恢復精神的
疲勞，以交感神經為主要的異化
（Catabolic）作用，消耗熱量。
2. 新陳代謝旺盛、呼吸急促、心跳
快、血壓高、胃酸多、陽具勃起。
3. 淺眠期、易醒、作夢、靈感、創
意、啟發，解決困難問題、療癒傷痛
心情。
4. 失眠而欠缺的異型睡眠債，隔日

的決定。
3. 幫助新學習的資訊妥善轉換至腦
皮質層及固化，且與整個人生自傳的
目錄融合一起，整合及連結新舊長期
記憶，而引發了創意，解決棘手問題。
》雅各書第四章 13-17 節「有人說：
「今天或明天，我們要到某某城去，
在那裏住一年，做生意，賺大錢。」
可是，聽我說，你們連明天還活著沒
有都不曉得！你們不過像一層霧，出

會彌補 30％，約需一週才能完全彌補

現一會兒就不見了。你們應該這樣說：

回來。

「如果主願意，我們就可以活著，做

5. 多日失眠累積了異型睡眠債，彌

這事，做那事。」可是，你們竟那麼

補的時候引發惡夢、交感神經反彈厲

驕傲自大；這樣的驕傲全是邪惡的。

害，容易導致心臟病、腦中風、胃出

所以，那知道應該行善而不去行的就

血等意外。

是罪」。我們要謙卑、及時行善，知
道有那裡需要我們去幫助、扶持、安
慰、關懷、鼓勵、憐憫、支援的地方，

八、異型睡眠的益處：

要即刻去行，因為我們不知道還有沒
有明天。

1. 修復及重整神經網路訊息，加強

一夜 8 小時睡眠中約有 10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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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的異型睡眠，若三天三夜完全沒有睡

新穎的方式，混合新舊記憶的基本材

覺，則欠缺 300 分鐘的異型睡眠債，

料，深入探觸存在腦中的大量知識，

第四天入睡會補償 30％即 90 分鐘的

從中萃取出首要的規則和共通點，即

異型睡眠債，加上第四晚的異型睡眠

「要旨」，於醒來時獲得新修訂版（創

100 分鐘，總共會產生 190 分鐘的異

意）的全腦資訊網而解答了問題。

型睡眠，不只容易造成恐怖、可怕的
噩夢連連，交感神經也加倍地興奮反
彈，而引起血壓高、腦中風、胃出血、
心臟病，甚至致命的意外事件。

3. 夢境的療癒：
(1) 記住：將腦皮質新存入的記憶
重要細節與既存的舊知識整合，放入
自傳式景觀中。

九、夢境的益處：

(2) 忘卻：從失敗挫折中學習，內
省式的生命回顧，不被痛苦的情緒包
袱所拖累，使得杏仁核產生痛苦感覺

1. 夢的形成：REM 期視丘的閘門打
開讓情緒、動機、新舊長期記憶等訊
息在視、聽、運動、感覺等腦皮質的
大銀幕上演出。
2. 夢境的啟示 ( 靈感 )：以抽象且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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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緒中心降低，消除內心的痛苦負
荷，而療癒心靈的傷痛。
4. 公元 1869 年 2 月 17 日門得列夫
的夢帶來了元素週期表。 ( 圖 13、
圖 14)

健康園地

5.Otto Loewi 夢到兩隻青蛙的心
臟，證實了神經細胞 Neuron 如何透
過神經傳導物質跨越突觸間際而互相
溝通，非電流溝通。
6. 夢境所帶來的靈感、繆思引燃了
文學構想及長篇鉅作。
7. 缺乏異型睡眠無法精確解讀周遭
的社會與情緒互動，導致不適當的決
策及行動。
8. 創傷壓力 PTSD 阻擋進入夢境，
而無法脫離創傷的記憶。

▲圖 13

頭瘦弱的母牛和那七個枯瘦、被東風
吹焦了的麥穗都代表七個荒年。就像

》夢境中有靈感、啟示與創意。

我剛剛奉告陛下的，上帝已經把自己

神有時候會藉著「夢」啟示給我們解

要做的事預先指示陛下了。埃及全境

決困難的問題，或是藉著「夢」賜給

將有七個前所未有的豐年，接著有七

我們靈感 Inspiration、異象來表明

個荒年。饑荒將毀壞埃及全境，使人

祂的心意，指引我們走在祂的道路當

忘記從前有過豐年；饑荒嚴重得使人

中。例如：

再也記不起從前的豐年。陛下重複做
了兩個夢，這表示上帝決意在不久的

(1) 創世記第 40 章 8 節：他們回答：

將來實現他的計劃」。

「我們兩人各做了一個夢，可是沒有
人能替我們解釋夢的意思。」約瑟說：

第 35-36 節「命令他們在將要來臨

「解夢的才能是上帝所賜的。請把你

的豐年期間收集五穀，在各城儲備糧

們的夢告訴我吧！」第 41 章 25-32

食，派人管理。在接踵而來的荒年期

節「約瑟對王說：「其實這兩個夢可

間，這些囤糧可以供應全國人民，使

以當作一個夢解釋，有相同的意思。

人民不至於餓死」。神藉著約瑟解釋

上帝已經把自己要做的事預先告訴陛

了對埃及法老王夢境的啟示，拯救了

下了。那七頭肥壯的母牛代表七年，

埃及的飢荒，也成就了約瑟的父親雅

那七個飽滿的麥穗也代表七年；這兩

各及 10 個哥哥的家族到埃及買糧的

個夢有相同的意思。接著上來的那七

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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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2) 但以理書第四章 4-9 節「我舒

夢境中也有奧秘的啟示，但以理從

適地住在我的宮裏，享受榮華富貴；

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的夢中獲得聖

可是我在睡眠中作了一個惡夢，看見

「靈」的「感」動，勸解、提醒巴比

了恐怖的異象。我召巴比倫王室所有

倫王遵行神的旨意來治理國家。 CCMM

的顧問到我面前來，要他們為我解
夢。所有的占卜家、巫師、術士，和
占星家都來了。我把我做的夢告訴他
們，他們卻不能為我解釋。後來但
以理進來，他有至聖神明的靈跟他
同在。所以我把夢告訴他，對他說：
占卜家的首領伯提沙撒啊，我知道至
聖神明的靈跟你同在，你明白所有的
奧祕。這就是我做的夢，請你替我解
明」。
第 27 節「所以，陛下啊，請聽我
的勸告：不可再犯罪，要秉公行義，
憐憫窮人；這樣，你就會繼續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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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基督教醫院
招募：1. 婦產科 ( 不孕症 )、精神科、一
般外科、心臟外科、感染科、神經內科基
督徒醫師。
2. 精神科護理師。
聯絡人：莊俊德
電話：05-2765041 轉 8559
地址：嘉義市忠孝路 539 號

從原文看聖經 > > > 每月一辭 (351)

從原文看聖經

hV'’_ail. Ÿ~yhiól{a/ hw"”“hy> •!b,YIw;
接著耶和華神就建造成一位妻子
◆簡肇明醫師

【經文】創世記 2:22「耶和華

恆春基督教醫院董事長

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個女人領

他到那人跟前。」
【希伯來文】
xq:ïl'’-rv,a] [l’²'Ceh;-ta,( Ÿ~yhiól{a/ hw"”“hy> •!b,YIw:

WTT

Genesis 2:22

`~d”(' a'’h'’(-la, h'’a,Þbiy>w: hV’_'ail. ~d”Þa’'h’('-!mi
【N.A.S. 英譯】 And the LORD God fashioned into a woman the rib which He had
taken from the man, and brought her to the man.
今天我們來探討一下在創世紀神造萬物時的情形，1:24 說：「地要生出活
物來，各從其類，牲畜、昆蟲、野獸各從其類，事就這樣成了」，1:25「於是
神造出野獸，各從其類，牲畜各從其類，神看著是好的」這裡的「造」原文是
用 hf'’['‘，英譯為 do，而到了 1:26 節「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
樣式「造」人，這裡的造也是 hf'’['‘，使他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

Sep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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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1:27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
是照著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這裡的「造」，原文是 ar'’B'’ 是創造的意思，表明人
的男女是與其他動物有不同，不只是這樣，男和女也是有不同，然而 1:26 神
的造人和 1:25 神造其他動物、活物的造都用同一個字 hf’'['‘ do，然而到了創世
紀 2:20，那時亞當 ~d’'a’' man 即先前所說的「人」需要配偶幫助他時，2:20 說「只
是那人沒有遇見配偶幫助他」原文是 AD*g>n<K. rz<[Eß ac’î'm’'-al{) ~d'”§a'’l.W 英譯為 but for Adam
he did not find a helper as his corresponder。原文直譯是 ｢ 只是沒有遇見幫助者作
為他的匹配 ( 即和她同負一軛的人 )」，因此，神再詳述，他如何為亞當造配偶，
就是我們今天要看的經節。
我們先看它的原文 Ÿ~yhiól{a/ hw”“'hy> •!b,YIw: 是接著神耶和華就…建造了」的意思，英
譯為 then the Lord God build。接下來 ~d”Þ'a'’h’('-!mi xq:ïl'’-rv,a] [l’²Ceh;-ta,( 是「用從亞當
取出的肋骨 ｣ 的意思，英譯為 with the rib which he took from Adam，接下來
hV'’_ail. 是成為 ( 他的 ) 妻子，英譯為 as his wife，最後 ~d”('a’h'’(-la, h'’a,Þbiy>w: 是「並且馬上
領她到亞當 ( 那裡 )」的意思，英譯為 and brought her to Adam，所以這一節原
文直譯為「接著神耶和華就用從亞當取出的肋骨為他建造成為 ( 他的 ) 妻子，
並且馬上領她到亞當那裡」這裡我們要特別注意的是神用 hn”'B’' 「建造」build
來造亞當的妻子，而不是像造其他動物一樣用 hf'’[‘' do。hf’'[‘' 和 hn'”B’' 是有區別的。
hn"”B’' 是要先規劃，要先設計妥當，才能施工建造，因為亞當的妻子夏娃是預表新
約的「教會」，她是預表基督的身體，而亞當是預表耶穌基督，在弗 4:12 說「建
立基督的身體」它是用「建造」而不說「造」，叫它是事先精心設計好，然後
才施工建造的。所以，在新約時代神才啟示，使徒保羅說教會是神在創世之前
就揀選了我們這信靠耶穌基督的人 ( 弗 1:4)，這是多麼的奇妙，並且這教會是
耶穌基督唯一的喜愛，沒有人能取代的，所以神說，「神所同負一軛的，人不
能分開，( 太 19:5-6)，接下來，下一次我們再來看亞當當時的反應如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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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MM

本會係超宗派、跨教會的福音機構，事工費用皆來自基督徒熱心的奉獻。感謝您關心及支持本
會財務上的需要，分享及推動本會「醫療傳道」的使命，祈求恩主親自報答您為本會所付上的
一切愛心、代禱及奉獻，更多賜福您及您的家人。
「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他的善行，耶和華必償還。」 箴言 19:17

□
□
□
□
□

人事費
經常費
文字事工費
醫療宣教基金
活動費

◎歡迎使用無摺存款，或銀行匯款
戶名：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路加傳道會
台灣銀行中工分行（代號 004）092-001-01514-3
兆豐銀行榮總分行（代號 017）083-09-00129-0

兆豐外幣帳號 083-53-01143-8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路加傳道會
110 年 6 月 -110 年 7 月收支報表
項目

6 月份收入

6 月份支出

6 月份盈虧

人事費
經常費
文字事工費
醫療宣教
退修會活動

28,000
305,620
19,260
149,820
10

166,975
52,238
39,900
282,408
12,000

報名費收入

0

0

17,228
519,938

0
553,521

其它及利息收入
合計

-138,975
253,382
-20,640
-132,588
11,990
-11,990
17,228
-33,583

7 月份收入

15,008
215,330
29,158
81,226
10
2,500
11,387
354,619

7 月份支出

100,069
34,937
77,936
259,644
0
0
0
472,586

7 月份盈虧

-85,061
180,393
-48,778
-178,418
10
2,500
11,387
-117,967

◎親愛的讀者平安：
為珍惜資源，若您想取消收到《路加》雜誌，請與我們聯絡，電話 04-24654936 或 E-mail
至 ccmmtaichung@gmail.com 或，line ID:0933453376，謝謝您！

Sep.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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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對路加的奉獻與支持！請於填妥下列表單後，傳真至 04-24629325，或郵寄至
本會（40763 台中市西屯區福雅路 166 號 14 樓之 1 會計部）
，請務必以電話 04-24654936
聯絡確認，裨益完成奉獻事宜。電子信箱：ccmmtaichung@gmail.com

路加傳道會信用卡專用奉獻付款單
（Domestic or Overseas）
）Donation for CCMM Credit Card Payment Form
※基本資料(Basic Information)：
持卡人姓名(Name on Card)：
身分證字號(ID)：
電話(Telephone)：

□□□-□□

收據地址(Donor Address)：
收據抬頭(Donor Name)(

□同持卡人姓名 As Card Holder)：

※信用卡授權資料(Authorization)：

□VISA □MASTER □聯合信用卡(United Credit Card) □JCB

卡別(Type)：

填單日期(Date of Filling)：________年(Year)________月(Month)________日(Date)
信用卡有效期限(Expiry Date)：________月(Month) ________年(Year)
卡號(Card No.)：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
簽名(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與信用卡上簽名一致 Same As Signed on Card)
※奉獻金額(Amount)：

□一次奉獻 One-off Donation：新台幣(NT$)____________________元
□按月奉獻 Monthly Donation：新台幣(NT$)ˍˍˍˍˍˍˍˍˍ元
自(Start From) ______年(Year)______月(Month)至西元(Till)______年(Year)______月(Month)

※收據：

□年度匯總寄發一次 □按月寄發 □免寄收據

※奉獻項目(Donation Items)：

□人事費(Personnel expense)
□經常費(General Expenditure)
□文字事工費(Monthly magazines and books)
□醫療宣教基金(Medical mission fund)
□活動費(Activity expense)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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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醫療專題

▲北醫恩友社小家聚

▲三峽主恩社線上聚會

▲弘光科大佳音社線上送舊

▲門諾醫院醫師團契

▲署彰光鹽社臨時聚會

▲北榮新竹分院團契聚會

▲嘉基 PGY 結業第二小家實體 + 線上

▲慈濟大學觸愛團契送舊

▲成大醫務學生線上查經聚會

▲恆基

Sep.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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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醫療專題

▲中榮信望愛社 2 歡送 PGY 聚餐

▲小港安泰醫院贈送防疫物資

▲校園高醫線上介紹路加事工
▲奇美醫院愛加倍醫院線上聚會

▲林口長庚跨團契聚會
▲馬偕真道聚會

▲高雄長庚醫務團契
▲嘉義長庚科大學生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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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 805 醫院團契

▲ 803 醫務團契

消息與代禱

▲陽明大學信望愛社線上聚會

▲ 屏基馬可樓禱告會

▲高榮團契線上聚會

▲屏基擘餅聚會

▲嘉義長庚關懷住院醫師

▲鳳山長庚贈送路加雜誌

▲台大醫院愛心團契線上禱告會

▲嘉義長庚生命樹團契
Sep.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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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宣團隊大事記
（團契順序按首字筆劃排列。如有興趣參加未來活動或講座，請事先去電主辦單位詢問，謝謝。）

路加辦公室消息
1. 今年全國醫療傳道聯合退修會將在 10 月 15 日至 17 日於日月潭青年活動中心舉辦，可以
如期舉行，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警戒管制措施及防疫規定，透過視訊或實體方式主
裡連結，同心敬拜。目前報名活動仍在進行之中。
2. 台灣基督徒醫學協會（TCMA）、中華基督教路加傳道會（CCMM）與 10 所醫療院所（台
東基督教醫院、台東東和外科診所、恆春基督教醫院、屏東基督教醫院、高雄基督教醫院、
嘉義基督教醫院、台中育民診所、雙連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天主教耕莘醫院、天主教
輔仁大學附設醫院）合辦的 2021 暑假醫療傳道見習營──跟隨腳蹤，受疫情影響，除天主
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改為線上，嘉義基督教醫院及台東基督教醫院照常舉辦外，其餘醫院取
消辦理。
3. 疫情期間路加傳道會獲得青年執委李曉屏醫師捐贈防疫物資一批，提供偏鄉義診及防疫篩
檢行動使用。
4. 路加團隊已於疫情期間完成 3C 設備更新，並加強網路會議技能的演練，期望能適應未來
聚會「虛擬會議」與「實體會議」並存的新常態。

總幹事行程
1.9/12 總幹事吳牧師將至信義會崗山教會主日講台分享，並介紹路加傳道會事工，求主保
守疫情得到控制，弟兄姊妹在主裡得到安慰與勉勵。
2.9/17 將參加失智症共同照護會議，關懷社會醫療的問題。
3.9/26 將至台中基督教會主日講台分享，求主幫助弟兄姊妹能在主的話語中得到安慰與鼓
勵。
4.9/30 將至嘉義長庚演講全人照護的課題，讓第一線辛苦的工作人員，心靈得到釋放與慰
藉。

路加醫療傳愛
【怒江醫療服務團】代禱事項：1. 因配合防疫，台西事工及禱告聚會暫停，請為每位同工及
今年度與台西靈糧堂的繼續配搭代禱，能成為台西住民的祝福。2. 傾接緬北慕義之家師生在
疫情下，染疫及其他疾病急需藥品支援。醫療服務團緊急募集相關治療藥品及口罩，已委請
蘭潭教會寄送。請代禱物資平安順利送抵慕義之家，成為幫助。3. 請為尚在緬甸服事的宣教
士代禱，求主與他們同在心中有平安，免於戰亂、疫情的恐懼。

北部醫宣團隊
因疫情例行聚會改為 LINE 線上聚會，契友們仍積極地在線上
聯結分享近況，同心禱告，切求神在疫情中，賜台灣平安的度過。
三總信望愛團契 請代禱：弟兄姊妹與主有美好的關係，福音事工蒙主帶領。

三峽恩主公醫院主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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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與代禱

中興醫務團契 請代禱：團契慢慢恢復實體聚會及福音事工。
仁愛醫務團契 請代禱祈禱室的開放與福音事工。
台大醫院愛心團契 每週三傍晚的線上禱告會，同心為全球及台灣的疫情、台大醫院及
各分院的醫護現況禱告守望。
台大醫學院醫心社 9 月中旬開學後，新學期團契聚會的安排及同工們一起尋求神的心
意，請為未來團契運作的模式代禱。
台大醫學院教職員團契 採線上方式聚會查經，目前查考《約書亞記》、《士師記》、《撒
母耳記》，求主祝福每次的查經，讓神的話語使兄姊在真理扎根。
台北國泰醫院團契 團契 RPG 禱告會每週五傍晚進行，共同在禱告中聯結，彼此記念代
求，也為醫護職場祝福代禱。
台北榮總醫務團契 聚會時間由週四調整為週一晚上，因著疫情改為線上聚會，持續透
過《以賽亞書》的閱讀討論，彼此扶持建造。
台北馬偕醫師團契 因為疫情，實體聚會暫停。求主保守第一線醫療同仁的身、心、靈，
在基督裡得享平穩、安靜。
台北馬偕真道小組 每週二中午藉由線上視訊聚會，為第一線醫療同仁守望禱告。
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請為志工們仍在等待醫院的安排，能再有機會進入醫院服務有需要
的病人及家屬，請代禱求主開路。
北榮林華英小組 因為疫情實體聚會暫停，求主保守林華英夫婦全家和院內工作同仁，在
壓力中，有靠耶穌而得的喜樂、平安和力量來面對醫療環境。
北榮新竹分院團契 感謝神 ! 降級後恢復實體聚會，願神祝福團契的福音工作，更多員
工認識相信主。
北醫恩友社 新學期開始，團契新策工們將忙碌於新生的接觸及邀請工作，請為新學期在
校園內的福音工作，及每週四大聚會的安排代禱。
北醫附醫醫心社 感謝主！感動契友們能如願地報名今年在埔里舉行之全國醫務人員退
修會。
北醫實習團契 同學們陸續進入醫院見實習，請代禱：他們有積極主動學習的心，及同學
們能遇到樂意教導幫助他們的學長姊及醫師們。
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志工們仍在等待醫院的安排，能再有機會進入醫院服務有需要
的病人及家屬，請代禱求主開路。
忠孝醫務團契 請代禱：1. 恢復實體聚會，弟兄姊妹能再一同聚集。2. 阿嬌姨的中風復健
順利。
林口長庚大學光鹽社 請代禱：1. 新學期為契友們的參與和新任同工加入禱告，期待契
友們一同委身團契，關懷校內同學。2. 暑期社團迎新和新生關懷活動籌備，盼能切合新生的
需要。
宜蘭陽大附醫團契 因著疫情，取消實體聚會，改成週四晚上線上視訊聚會，彼此守望
與禱告。
桃園療養院團契 為疫情趨緩後，契友們禱告尋求合適每週聚集的方式，或採線上方式聚
會查經，求主帶領。
桃園國軍心靈協談室 請為醫院的福音事工蒙主帶領代禱。
基隆長庚百合團契 求主賜智慧與機會，能更有效關懷員工，將福音帶給每位醫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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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與代禱

婦幼錫安團契 請代禱：弟兄姊妹在工作、家庭中更多經歷神的恩典。
國防學生團契 請代禱：1. 新生關懷工作。2. 團契同工有美好的配搭服事。
陽明大學信望愛社 請代禱：1. 新學期由兩位醫學系陳彩衣、孫悅恩同學擔任主席，帶
領同工們齊心服事校內同學，願主保守看顧。2. 為暑期社團迎新和新生關懷活動籌備，盼能
切合新生的需要。3. 因著疫情變化，8 月鎮西堡服務隊能否成行，願有順暢溝通，彼此達成
共識。
新竹南門醫院團契 疫情之故，醫院的營運也深受影響，求主賜下智慧及合適的方式，
讓醫護及行政各項的工作不被影響，仍能持續地照顧在地的醫病需要。
雙和醫務團契 為藥劑部需要的人力，求主預備合適的人。

中部醫宣團隊
803 醫務團契 團契恢復聚會，7/27 由陳恩傑牧師主理《創世記》第十二章查經，願主看
顧契友恢復聚會的調適。
大里仁愛醫務團契 團契於 7/9 舉辦臨時線上聚會，由常德牧師 主理禱告會，為疫情期
間弟兄姊妹的出入代禱，求主同在。
台中榮總信望愛 2 中榮信望愛社 2 於 7/28 舉行歡送 PGY 聚餐，願主看顧 PGY 前面的
道路與契友的連結。
弘光佳音社 於 6/16 舉辦線上送舊活動，歡送今年應屆畢業生與團契輔導鄭老師退休，
願主記念與帶領。
部彰光鹽社 於 7/13 舉行臨時聚會，主題 : 禱告會，分享疫情期間的生活與代禱事項。
沙鹿光田醫務團契、中港澄清醫務團契：已恢復實體聚會。

嘉南醫宣團隊
成大教師團契查經團契 恭喜林政立醫師榮升骨科學科升等副教授。
成大醫務學生團契 歡迎身心科研究助理史牧群弟兄參加團契。
奇美醫院愛加倍團契 1. 恭喜小兒科部長周琪醫師榮獲教育部認定助理教授。2. 來自貝
里斯的護理師 Viviane Villas 即將結束 8 個月的學習生涯預計 8/18 回國，求神祝福 Viviane Villas 回國後的的道路。
雲林台大分院斗六團契 因雲林台大斗六院區是雲林縣唯一 ( 重度級 ) 急救責任醫院，醫
護契友因為施打疫苗及疫情防護，特別需要代禱，願神保守團隊一切平安順利。
嘉義大林慈濟醫院 大林慈濟團契因為疫情，院內規定須暫停，請為契友在醫院的工作代
禱，求神保守。
嘉義長庚生命樹團契 採線上聚會方式，也請為契友在醫院工作繁忙代禱。
嘉義長庚科大 喜樂泉學生線上小組，盼望這段時間透過靈修書籍分享，彼此了解近況互
相代禱。
嘉義長庚志工隊團契 線上聚會，透過分享靈修書籍，彼此造就關懷。
嘉義基督教醫院 代禱事項：1. 醫院智慧手術大樓興建工程順利。2. 醫院國際學生關懷
事工與教會的合作推展。3. 更多基督徒主治醫師加入醫院的團隊。4. 醫院衛星診所的福音工
作拓展。5. 醫師福音工作線上關懷不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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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屏醫宣團隊
小港安泰醫院 團契、讀書會、禱告會暫停，請為醫院禱，求主保守醫院營運順利，員工
身心靈健康平安。
6/9 熊安安傳道受邀至團契專講「人生的路，要怎麼走？」馬太福音第 9
章 35~38 節，並介紹路加傳道會事工，因為疫情採線上進行。
禱告會、職宣、家庭小組、查經班、擘餅聚會改採線上聚會，在疫情
屏東基督教醫院
中需要大家為醫院、契友工作及家庭代禱，求神保守醫院營運順利，每一位契友及家庭平安。
高雄長庚醫院 團契、晨禱、禱告會採線上聚會，在疫情中契友們的工作及家庭需要大家
的代禱，求神保守每一位契友平安。
高榮醫務團契 6/28 與社團法人高雄市榮恩基督教醫療傳道會舉辦「愛在高榮 ~ 關懷醫
護行動」捐贈高雄榮民總醫院元氣防疫物資。
義大醫院 喜樂團契線上聚會，由張肇松醫師分享神的話，讓大家在線上彼此鼓勵分享近
況，一起禱告。
恆春基督教醫院 代禱事項：1. 為全院特別第一線人員身心靈禱告，求神保護和保守不受
疫情攪擾、攻擊。2. 醫院現階段急需內科和家醫科醫師加入團隊，且因疫情關係，支援醫
師暫緩南下支援，所以醫師、護理師嚴重缺乏。醫院因疫情門診和住院量減少甚多，導致營
運缺口更加嚴重，急須大家支援、奉獻與代禱！ 3. 新醫療大樓即將完工，請為內部裝修經
費及使用執照申請順利代禱！

校園高醫團契

花東醫宣團隊
1. 自從六月開始，每週六皆有線上的「路加花東讀經分享班」，由陳
聖謙傳道分享箴言，求主賜福。2. 花東地區的醫護團契，因疫情的關係已改為線上聚會，求
主保守每位醫護人員在疫情當中依然平安健康喜樂。3. 陳聖謙傳道分別於每個月第一週及第
四週前往「志學福音中心」和「池南教會」證道，連結教會，並鼓勵會友傳福音完成大使命。
8/15 前往「球崙教會」主日證道。
門諾醫院醫師團契 6/25 聚會查考《出埃及記》第三十五章，由陳聖謙傳道帶領導讀，
共有 8 人參與，並為醫院和疫情來禱告。
國軍花蓮總醫院團契 7/21 線上聚會，邀請吳麗芬牧師分享《箴言》第三章和介紹路加
傳道會，共有 6 人參與，並為個人需要與疫情來禱告。
慈濟醫院恩多社 因為疫情而暫停聚會，請為團契醫護人員在疫情上都能平安渡過來代
禱。
慈濟大學觸愛團契 6/16 線上聚會，主題為「送舊」，歡送畢業生，總共有 18 人參加，
請為畢業生能夠繼續在信仰上能夠成長代禱。
慈濟科技大學真理堂小組 8/3 線上聚會查考《箴言》第十章，共有 8 人參加，契友都
彼此造就。
慈濟科技大學磐石社 6/10 線上聚會，由陳聖謙傳道主領《箴言》第二章，共有 7 個人
參加，願學生能夠成為別人的福音使者。

路加花東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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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徵信錄 2021 年 6 月 -2021 年 7 月
六月份
王○權

6,000

陳○豪

1,000

魏○傑

1,000

王○貞

500

陳○豪

1,000

魏○傑

1,000

王○鳳

1,000

陳○成

5,000

魏○茹

1,500

史○蘭

1,000

陳○君

3,000

蘇○君

300

陸○明

6,000

陳○恩

4,000

陸○明

6,000

陳○慧

5,000

朱○廉

10,000

陳○雄

1,500

江○俐

1,000

陳○謙

5,000

余○亮

3,000

陳○ / 郭○貞

1,000

吳○照

1,000

陳○秀

1,500

吳○輯

1,000

陳○瓊

5,000

吳○漧

100,000

陳○雯

3,000

吳○恩

1,000

傅○慶

10,000

吳○枝

4,770

曾○珍

4,000

吳○芬

100,000

覃○珍

2,000

吳○芬

10,000

黃○新

8,000

呂○雄

2,000

黃○玲

1,000

志學福音中心

3,000

楊○惠

5,000

李○傑

900

葉○雲

4,000

李○傑

1,500

葉○芸

2,000

李○慈

10,000

賈○耕

5,000

卓○平

10,000

鄒○牧

3,000

卓○正 / 謝○君

12,000

趙○雄

1,000

卓○安

10,000

趙○雄

3,000

卓○珍

20,000

劉○冰

5,000

卓○珍

10,000

劉○浩

500

周○如

1,000

劉○馨

3,000

林○然

3,000

蔡○雄

200

林○松

300

蔡○篤

10,000

林○峻

300

蔡○娜

1,500

邱○峰

10,000

蔡○娜

1,500

柯○玲

3,000

蔡○成

200

徐○梅

1,000

蔡○玲

500

200

鄭○姍

3,000

15,000

戴○元

5,000

謝○絮

500

鍾○賢

2,500

簡○明

20,000

魏○宇

1,000

魏○宇

1,000

浸信會真光堂
榮中禮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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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張○庭

1,000

曹○昌 / 劉○珍

2,000

梅○佑

1,000

莊○琁

350

許○霞

300

No.384

高鐵企業會員統編
05600405
路加傳道會有高鐵企業編號
05600405，路加好友購買高
鐵車票時，可以在「高鐵會
員」窗口購票，並告知號碼。

◎因應個資法，奉獻者之本名予以隱
藏，以上如有遺漏歡迎來電指正！

七月份

◎依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王○貞

500

王○鳳

1,000

史○蘭

1,000

陸○明

威盛信望愛慈善基金會

2,000

鄒○牧

3,000

趙○雄

3,000
1,000

張○花

500

趙○雄

6,000

張○庭

1,000

劉○冰

5,000

朱○廉

10,000

張○庭

2

劉○浩

500

江○俐

1,000

曹○昌 / 劉○珍

2,000

劉○雄

5,000

江○萱

1,000

梅○佑

1,000

劉○典

610

余○亮

3,000

莊○琁

250

劉○玉

3,000

吳○照

1,000

許○霞

300

蔡○雄

200

吳○輯

1,000

許○三

1,000

蔡○篤

10,000

吳○枝

4,760

許○傑

500

蔡○娜

1,500

吳○欣 / 顏○瑞

6,000

陳○豪

1,000

蔡○娜

1,500

吳○芬

10,000

陳○豪

1,000

蔡○珍

5,000

呂○雄

2,000

陳○成

5,000

蔡○成

200

志學福音中心

3,000

陳○糅

2,000

蔡○玲

500

李○傑

900

陳○君

3,000

鄭○姍

3,000

李○傑

1,500

陳○圓

1,000

戴○元

5,000

李○賢

1,000

陳○霖

2,000

謝○絮

500

卓○平

10,000

陳○恩

4,000

簡○明

20,000

卓○正 / 謝○君

12,000

陳○慧

5,000

魏○宇

1,000

卓○安

10,000

陳○雄

1,500

魏○宇

1,000

卓○珍

10,000

陳○謙

5,000

魏○傑

1,000

卓○珍

20,000

陳○秀

1,500

魏○傑

1,000

周○如

1,000

陳○瓊

5,000

魏○茹

1,500

周○河 / 周○誠

500

陳○雯

3,000

蘇○君

300

林○然

500

傅○嫻

15,000

龔○玉

2,000

林○妤

500

傅○慶

10,000

林○松

300

曾○珍

4,000

林○峻

300

覃○珍

2,000

邱○峰

10,000

黃○柔

3,000

施○沂

2,000

黃○毅

2,000

柯○玲

3,000

黃○煌

10,000

孫○慧

2,000

黃○玲

1,000

徐○梅

1,000

慈○典

800

200

楊○惠

5,196

葉○雲

4,000

葉○芸

2,000

詹○愷

1,000

詹○睿

1,000

賈○耕

5,000

浸信會真光堂
榮中禮拜堂

15,000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2,000

蘭陽禮拜堂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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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話
我們的話
我們的話

大自然是「神存在」的證據

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詩篇 19：1）
聖經的第一卷書創世記告訴我們：「神創造天地和其間的萬有」，提醒我
們人類和環境是息息相關的，然而當人類在追求旺「人氣」、接「地氣」的同時，
卻把「天氣」踩在腳下，破壞自然生態環境，結果導致大自然反撲，帶來缺水
旱象、洪水氾濫、氣候災難、病毒傳播、公衛危機的惡果。當空氣汙染和海洋
汙染，成為我們每天都會聽到的議題；而環保成為我們日常習慣的時候，從太
空照回來的照片，發現當人類被強制隔離的期間，這個地球乾淨了許多。新冠
肺炎讓人們意識到，與大自然共存的重要性，少了人類的踐踏，部分的地球竟
然被治癒了。在大自然反撲的災難過後，我們的生活將會被重新定義，期望疫
情過後帶給我們一個心中有神，行為良善的世界。
大自然像一面鏡子，映照出堅韌的生命力，早已經荒廢的地方，經常可以
看見有還活著的植物，雖是絕處逢生，但讓人感受到生命的珍貴。上帝藉著所
造的萬物展現祂的榮耀和能力，你看潮水漲退，四季交替，落日餘暉，繁星點
點，處處充滿韻味。上帝造物之美，令人賞心悅目！
大自然為神所作的見證雖是「無言無語，也無聲音可聽」，但是當科學家
越研究大自然，越讚嘆造物者創作的奇妙，越感覺與神很親近。這一切奧妙幫
助人們相信神的存在，一位美國文學家說：「我看到的這一切教導我，在我未
曾見過的事上同樣要信靠這位造物主。」上帝能創造大自然，賜予人類健康所
依賴的空氣、水和食物，豈會不顧人的生活嗎？祂能托住每一個星球，難道擔
當不起我們人生的重擔嗎？
聖經就像是大自然的註解，大衛王在詩篇 33:6 寫到「諸天藉耶和華的命
而造，萬象藉他口中的氣而成。」，從一切受造之物，就可以知道有一位我們
沒有見過的造物主，大自然孕藏著無數神存在的證據，讓人從內心發出讚美和
敬拜，也唯有尊重大自然及敬畏它的創造者，與大自然共存共榮，好好管理這
個世界，保護地球健康，人類才有可能過著真正平安、持續發展的日子。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箴言 9:10）

路加傳道會總幹事 / 吳麗芬牧師
● 路加醫療傳道事工：本地醫院宣教運動、送愛心醫療到偏遠
● 歡迎上網閱讀 www.ccmm.org.tw
● 如要更改地址，請您於每月15 日 前，將新址傳到ccmmtaichung@gmail.com
歡迎上網或至臉書閱讀。網站： www.ccmm.org.tw 臉書：ccmm路加傳道會。請
掃描QRcode 謝謝您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