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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MA
春季夥伴靈修會簡章
TCMA
春季夥伴靈修會簡章
時間：2017 年 3 月 11-12 日(週六、日)
住宿地點：芳心好美館（台東市信義路 106 號，近聖母醫院）
會議地點：行動教室 （不同時段/不同主題/不同地點）
名額：50 人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017 年 2 月 20 日止（歡迎個人或團體報名）
報 名 費：本會會員（含團體會員醫院之員工）
：每人 1500 元 （住宿另計）
非會員（住宿另計）
：每人 2000 元。醫護院校學生（含食宿）
：1000 元
2017 年 2 月 10 日前報名者一律得享以下優惠，
（逾期恢復原價）
每人 1000 元（住宿另計）
，醫護院校學生（含食宿）
：500 元
住 宿 費：二人套房(一大床) 每人 $950 /晚

(僅六間限夫婦與長者優先)

三至七人全棟式房型 (大小床皆有) 每人 $800 / 晚
提前 3/10(週五)晚上抵達台東者可入住延平鄉巴喜告教會，住宿費 400 元／晚（含早餐）

交通：a. 建議搭乘南迴或東部幹線火車
3/10 週五晚上

第一批台東火車站接駁 19:25

第二批台東火車站接駁 22:20（車程 30 分）

3/11 週六中午

第一批台東火車站接駁 11:30

第二批台東火車站接駁 12:35（車程 15－20 分）

b. 自行前往的交通路線

http://www.healthclub.org.tw/fshm/ContactUS

主題：TIGER 台灣(TI) 基督徒(G) 醫療人員(E) 的再生(Revival) T-I-G-E-R-。
如何落實蒙福的 GE，成為眾人的祝福呢? 三個子題：
除簡短分享與介紹外，我們更想聽聽你的想法與意

1.如何在別人的需要中看見自己的責任
2.偏鄉醫療傳道之呼召與回應

見，讓每個 GE 都成為有感的 GE。

（以台東為例：我為何來台東）

主

3.如何重新得力

辦：臺灣基督徒醫學協會（TCMA）
http:www.tcma.org.tw

邀請對象：基督徒醫療工作人員；醫護院校學生；關心醫療傳道之主內兄姊及其家屬
聯絡方式：TEL：02-25372528；Email：tcma9710＠gmail.com

www.tcma.org.tw

報

名：敬請利用網路線上報名系統

繳

費：郵局劃撥帳號：15035268，戶名：臺灣基督徒醫學協會（繳費後才算完成報名）

日期

時間
11:30
12:35

三
月
十
一
日
週
六

台東火車站第二批接駁
報到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說

明

普悠瑪 408 班次(東部幹線) 抵台東 11:24

自強號 303 班次(南迴) 抵台東 10:45

自強號 472 班次(東部幹線) 抵台東 12:30

自強號 371 班次(南迴) 抵台東 12:02
芳心好美館

輕鬆一下

芳療，吳神父腳按等等體驗（自費需預約）
全身 90-100 分鐘/1500 元， 肩頸 30-40 分鐘/500 元
敬拜(20 分)、主理(20 分)、認識彼此(20 分)

開幕式
司會＋敬拜：JAMES Group
主理：陳恆德理事長

主題：如何在別人的需要中看見

14:00-15:00

主持：高芷華理事

15:00-16:00

主持：潘文良監事

自己的責任
認識夥伴與台東(1)

16:00-17:00

台東巡禮(A)

18:00-19:00

天使之音(10 分)+主題分享討論（50 分鐘)
分享與討論：關心社會問題，聚焦在較少爭議性的議題
(從社會問題看 GE 如何來參與—檢討與面對)

陳良娟院長介紹聖母醫院歷史、特色，前往聖母醫院實地參
訪
前往加路蘭風景區(臨界山海之間的海岸休憩區)，
車上介紹台東基督教醫院歷史，團體照。

17:00-18:00

晚餐
台東巡禮(B)

參訪東和外科診所，參觀台東鐵花藝術村

19:20-19:50

認識夥伴與台東(2)

19:15

21:00-21:30
21:30-22:00

主持：江明哲監事
主題：偏鄉醫療傳道之呼召與
回應~我為何來台東
主持：蘇世強理事

至於我和我家
主持：詹弘廷理事伉儷

抵台東基督教醫院

介紹台東基督教醫院特色及實地參訪
天使之音(10 分)+主題分享(45 分，每位 15 分鐘)

偏鄉醫療傳道之呼召與回應（從來台東的 GE 看他們的人生
規劃—了解偏遠醫療服事的參與機會）

A 顏國順醫師、B 潘文良醫師、C 江明哲醫師＋Q&A

分享者每位限時三分鐘，介紹自己的家庭含相片檔案，專業
之外做哪些活動或娛樂讓自己放鬆或重新得力（例如：打
球、繪畫、爬山、睡覺⋯⋯⋯）

返回住宿地點

芳心好美館

22:30

TCMA 會員大會

TCMA 會員大會(20 分)

早餐

自行走路到餐廳(備地圖) 地點在聖母醫院的健康蔬食館

7:40-7:50

Check Out +車程

22:00-22:20
7:00-7:40

8:10-8:40
8:40-9:40

主持：陳恆德理事長
星空夜語＆晚安

認識夥伴與台東(3)

主題 : 重新得力

主持：王仁邦理事
ＴＣＭＡ精彩五十

10:30-11:40

司會：陳恆順理事

10:10-10:30

非會員自由活動
宿：芳心好美館

7:50 接駁到台東馬偕，(繞行經台東國際地標及森林公園)
車上介紹台東馬偕歷史

介紹台東馬偕醫院特色及實地參訪

主持: 張宏昌理事

9:40-10:10

11:4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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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火車站第一批接駁

10:30-12:00

20:00-21:00

三
月
十
二
日
週
日

內容／主持

天使之音(10 分)+主題分享與討論(50 分)
給愛的人也需要被愛，在忙碌中 GE 如何愛自己

(當 GE 關懷別人時，應如何免於耗盡—愛人如己)
看過去想未來

休息
主日禮拜 （閉會）
勉勵：林信男教授
午餐散會

禮拜(20 分) + JAMES 獻詩
勉勵(30 分)

午餐 (台東原住民會館)
接駁到火車站

備

註：
1. 本次活動採行動教室（換場地）與互動模式，與會者可參與分享與討論。
2. 會中開放二個單元徵求分享者，請在網路報名中勾選，每位限時三分鐘。
天使之音：分享一首當您在極悲傷時，會帶來安慰或鼓勵的曲子或詩歌，一起欣賞或一起唱。
至於我和我家：介紹自己的家庭含相片檔案，專業之外做哪些活動或娛樂讓自己放鬆或重新得力
（例如：打球、繪畫、爬山、睡覺⋯⋯等等）
3. 報名費用僅酌收成本，包含餐費、保險等。名額有限，欲報從速，房型依報名先後安排。
4. 報名表資料將做保險之用，請務必以正楷完整詳細填寫、勾選清楚，以免影響自身權益
或無法收到赴會通知。
5. 線上報名後需劃撥繳費才算完成報名手續。大會費用繳納後，若不克出席恕不退費。
6. 大會日期因逢週六、週日，車票/車位請儘早準備。回程請購買 13:30 以後班次。

會前提早 3/10 晚上抵達住宿
日期

3/10
週五

3/11
週六

時間
19:25
22:20

早上

內容／主持

說

普悠瑪 432 班次(東部幹線) 19:12 抵台東

台東火車站第一批接駁

自強號 317 班次(南迴) 19:09 抵台東

晚餐（自費）
台東火車站第二批接駁
以上至延平鄉巴喜告教會住宿
泡湯（自費 150 元／個人湯屋
500）

明

早餐、散步、享受好山好空氣、

太魯閣號 436 班次(東部幹線) 21:55 抵台東

自強號 373 班次(南迴) 22:15 抵台東

巴喜告教會地址：台東縣延平鄉桃源村 6 鄰 123 號
泡湯需自備泳衣泳帽
參訪延平鄉恩典牙醫診所

眺望全村

10:00-10:30

接駁轉移至會場

車程約 40 分鐘

邀 約
陀螺，轉啊轉啊！
工作，忙啊忙啊！
來來往往行色匆匆
有機會和自己說說話？聽聽自己的聲音嗎？
此時
也許需要一點新的空氣，為自己換上新的色彩
回到起初的愛，適度調整自己的空間
讓自己的生命重新得力遇見基督
也讓別人因您而得福
請來台東，欣賞純淨的美好
與夥伴們心靈的碰觸
分享生命、分享信仰、分享愛
2017年TCMA春季夥伴靈修會
歡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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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歲平安福
新年蒙主恩
台灣基督徒醫學協會
理事長 陳 恆 德
暨 全 體 理 監 事 敬賀

◎感謝您的支持
1.指定捐款—尼希米行動
卓德松 壹萬元、蔡麗蕙 貳仟元

部落游藝學校消息
2017年的寒假部落游藝學校，因為春節年假
卡在寒假中的時間，協商討論後，決定寒假
的部落游藝學校暫停一次。
暑假期間則已經規劃出三個梯次，7月第一週
在茶山部落，8月第一週在來吉部落，8月第
四週則多增加了一個新的部落南投縣仁愛鄉
的武界部落。

2.指定捐款—游藝學校
財團法人埔里鎮基督教德芬堂 陸萬元
3.指定捐款—文字工作
張皮膚科診所 壹仟伍佰元
4.會員常年會費
陳溫良 壹仟伍佰元
5.捐款
陳溫良 參仟伍佰元

邀請您參與「醫療人員的心靈點滴」 出版計劃
書名：醫療人員的心靈點滴（暫定）
出版目的：分享基督徒醫療人員的工作、生活、以及信仰相關的心得
目標讀者：全世界使用中文的醫療相關從業人員（適合閱讀對象）
寫作形態：主題、經節、內容（請參考「給你，親愛的醫師」書中文章或見tcma網頁）
字數：400-600字
酬謝方式：每位作者可獲贈協會出版之新書二本
邀稿對象：
1.基督徒醫療相關工作者以及學生
2.邀稿對象包括各專業科系(醫學、牙醫、藥學、護理、醫技、公衛……)
3.以及參與醫療傳道的同工(院牧、傳道、義工、行政人員……)
預計出版時間：2017年
邀稿期間：即日起至2017年3月底
來稿請寄：tcma9710@gmail.com（請註明新書投稿）
註：徵選錄用之文章本會有修改權及版權。

編輯小組：高芷華(召)、周恬弘、程得勝、林麗娜
郵政劃撥帳戶：15035268

台灣基督徒醫學協會

E-mail:tcma9710@gmail.com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北市誌字第壹捌玖號

www.tcma.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