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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次序
他們經過流淚谷，叫這谷變為泉源之地，並有秋雨之福，蓋滿了全谷。

詩84:6.

生命必須經過流淚，走過低谷，才有更蒙福且豐盛的生命。瑞雪兆豐年，嚴寒但有雨水之季，象徵著萬
物復甦充滿生機的新季節臨到。神在創世六日及在至聖所的建造規範，莫不隱喻著靈程的建造。主耶穌用八
福進程也重視先後次序，例如和好及獻祭的先後。先求祂的國和義，比喻之一，蓋樓出兵得先計算和酌量。
使徒保羅也重視次序，信祂求祂聽祂奉差遣（羅10：10～14），也提到追求的目標，凡真實的、可敬的、公
義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有德行的、有稱頌的，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腓4：8）。使徒彼得也提
到殷勤、信心、德行、知識、節制、忍耐、虔敬、愛弟兄、愛眾人（彼後1：5～8）。使徒約翰也強調了愛
的次序、愛所看見的弟兄及愛神（約壹4：19～2O）。
啟示錄也明示主再來萬物更新聖徒被提的次序。物有本末、事有先後則近道矣！上帝的真道更在一切的
律中按次序運行，做為祂的子民更應求祂賜予智慧，開啟屬靈心眼，明白祂心意遵祂旨意，與祂同行。

禱告
全智全能的上帝祢的智慧遍滿宇宙，萬有萬物皆按祢的律、祢的次序在運行建造，求祢加添我智慧能參
測祢做事成事的原則，尤其是我們從事醫療和科學的人員更能尊祢為大，而在深淵的靜默中，偶得祢奇妙的
啟示去從事生命和事物的建造，也赦免我們有時無知、有限、軟弱，常做出事倍功半甚至只因次序錯了，即
勞苦卻無功成，願祢牽我們走上祢要我們走的道路，愈走愈有力。奉主耶穌的名祈求，AMEN！

廖榮彥醫師

2018 TCMA春季夥伴靈修會簡章
主

題：基督徒醫療人員(GE)的軟弱與剛強

時

間：

2018年4月14-15日(週六、日)

會議地點：榮光小組教會（台北市衡陽路42號5樓）
報 名 費：本會會員（含團體會員醫院之員工）：每人1000元 （不含住宿）
非會員（不含住宿）：每人1200元
醫護院校相關科系學生：500元 （學生全程參與結束後可現場退回報名費）
報

名：敬請利用網路線上報名系統

繳

費：郵局劃撥帳號：15035268，

www.tcma.org.tw

戶名：臺灣基督徒醫學協會 （繳費後才算完成報名，劃撥時請註明靈修會）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2018年4月5日截止
交

通：台北捷運 西門站 ( 四號出口 )或台大醫院站 ( 一號出口 ) ，步行五分鐘即可到達
公車 衡陽路
衡陽路口

3、18、20、222、235、257、263、513、621、651、663、812、835、藍2
20、222、263、621、640、651

二二八公園 3、15、18、22、220、247、257、276、287、513、621、640、812、835
主

辦：臺灣基督徒醫學協會（TCMA）

http:www.tcma.org.tw

邀請對象：TCMA會員；基督徒醫療工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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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地點：教會週邊旅店，請利用Trivago或Agoda等各種訂房系統，快速訂房便宜方便
敘美行旅 http://www.hotelb7journey.com.tw/

距離會場3分鐘

敘美精旅 http://www.hotelb7.com.tw/

距離會場3分鐘

台北樂客商旅http://www.lookhotel.com.tw

距離會場5分鐘

日暉酒店（台北站前店）http://www.mezi.com.tw

距離會場5分鐘

睡覺盒子https://www.facebook.com/sleepboxhostel/，太空艙旅舍衡陽店，距會場 1分鐘
太空艙房型適合年輕人，其他請按自己預算與需求，尋找教會附近住宿地點，以上僅供參考用
住 宿 費：請依照所選住宿房型與價格自行付費，建議揪團邀請家人好友同事一起參加還可分攤住
宿費用
備

註：
1.本次活動採互動模式，與會者可參與分享與討論。
2.會中開放家庭分享時間：最感動的事／最感動的歌（一起欣賞或一起唱）／人生的最低谷。徵求分享
者，請在網路報名中勾選，每位限時三分鐘。
3.第一天4/14上午安排導覽參觀 「國立台灣博物館～發現台灣」，請在網路報名中勾選報名。
4.報名費用僅酌收部分成本，包含餐費、保險等。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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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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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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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TCMA春季夥伴靈修會日程表
時間: 2018/04/14-15週六日
地點: 榮光小組教會
主題：基督徒醫療人員(GE)的軟弱與剛強
日期

時間
9:45～10:00
10:00～12:30
12:30～13:30
13:15～13:30
13:30～14:00
14:00～15:00
15:00～15:30

Day 1
4/14
週六

容

報到（第一階段）
參觀國立台灣博物館～發現台灣
午餐
報到（第二階段）
開幕式
主題(一): GE 家庭的軟弱：
婚姻及親子
討論分享

15:30～16:00

休息交誼 Tea Time

16:00～17:00

主題(二): GE 靈命的軟弱及關懷

17:00～17:30
17:30～19:00
19:00～20:30
同時段進行
21:00
8:00～8:50

9:00～10:00
Day 2
4/15
週日

內

討論分享
大合照＋晚餐＋交誼
會員大會及改選／
會後理監事會
主題(三): GE 分享時間
最感動的事／最感動的歌／
人生的最低谷
自由活動 晚安
泰澤晨更
主題(四): GE 社會關懷的軟弱：
（目前及未來人力資源及事工）
A 偏鄉 GE 的經驗分享
B 阿里山尼希米（國內）
C 亞洲 / ICMDA（國外）

10:00～10:30

討論分享

10:30～12:00

主日禮拜及請安報告

12:00

午餐
自由行 西門町／228 公園

負責講員

主持／協助

蔡美英姊妹導覽

同工 Lina
陳恒德醫師

地點
國立台灣博物館
國立台灣博物館
餐盒或餐卷

同工 Lina
理事長
賈紅鶯心理師
王仁邦醫師
賈紅鶯心理師
王仁邦醫師

王仁邦醫師

高芷華醫師
詹弘廷醫師
高芷華醫師
詹弘廷醫師

詹弘廷醫師

會員

理事長
同工 Lina
同工簡英慧

非會員

榮光小組教會五樓

同工簡英慧
Ａ 潘文良醫師
Ｂ 陳恒順醫師
Ｃ 陳恒德醫師

陳恒順醫師
榮光小組教會六樓

潘文良醫師
陳恒順醫師
陳恒德醫師
參與榮光小組
教會禮拜

陳恒德醫師

榮光小組教會四樓
榮光小組教會餐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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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跟隨腳蹤暑期醫療傳道見習營
一、目的：藉參與醫療傳道見習營之機會，實際認識醫療傳道之工場及事奉，以面對挑戰，回應呼召，加入
醫療傳道的行列。
二、對象：清楚重生得救之大專基督徒醫護院校學生，有醫療傳道負擔心志者。
三、共同學習目標：認識醫院、醫療服務見習、門診佈道、個人談道、病房訪視、診間跟診、同工見證分享
、醫療傳道專題教導
四、見習醫院、日期、名額、參加資格（下期公佈完整資料）
五、報名日期：三月底起至五月20日止。
六、主辦單位：台灣基督徒醫學協會（TCMA）、中華基督教路加傳道會（CCMM）
七、協辦單位：基督教或天主教醫院或診所機構

❖Medical Students Cultural Exchange English Summer Camp 台美醫學院學生文化交流研習營
日期：2018年7月3～10日（週二至週二）
地點：馬偕醫學院
主辦單位：馬偕醫學院
協辦單位：台灣基督徒醫學協會（TCMA）
北美路加醫療傳道會(Luke Christian Medical Mission)

❖亞洲基督徒醫療工作者暨學生交流會議（ACMWSEP）
日期：2018年8月1～3日（週三至週五）參訪
2018年8月3～5日（週五至週日）會議
地點：日本仙台

❖部落游藝學校
日期：暑假期間（安排中）週一至週五
地點：阿里山來吉部落

❖ICMDA 2018 （國際基督徒醫師暨牙醫師協會世界大會）
日期：2018年8月21～26日
地點：海德拉巴．印度

Hyderabad, India

官網介紹http://icmda2018.org/

❖2018台灣CCMM, TCMA 醫療傳道聯合退修會
日期：2018年10月12～14日（週五至週日）
主辦：TCMA、CCMM、花蓮門諾會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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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