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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地重遊 新酒盈溢
陳其翔醫師
和妻兒從玉里開了約6個多小時的車到了萬
里，在蕭瑟的春寒中下了車，然而麗娜與弟兄姊妹

宅、潔淨池、會幕與當地植物等，顯示建立聖經花
園的困難之處與芥菜種會的用心 。

的問候趕走了寒冷，寢室中溫暖的被窩更是解除了

在一場場屬靈盛宴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董

一身的疲憊，讓我有好的精神，享受一場場的屬靈

倫賢牧師再三提及的靈命三大難題的處理。悔改：

盛宴。

從罪中得自由才能靠主得人如魚；獻身：獻身給神

走在小石水泥砌成的台階時，彷彿進入時光機

才能，奉獻時間才幹金錢；捨己：不自我中心才能

一般，回到37年前第一次來到這裡的場景，當時不

全心去愛神愛人。讓我一再反思，如何更有效的傳

知天高地厚的我，在這裡遇見了主。如今的我只能

福音，我的奉獻如何蒙神悅納，以及怎樣才能確實

說，你真偉大，何等偉大。

遵守神的誡命。感謝讚美神，藉著這難得的聚會，

除了念舊，這裡創新的聖經花園的設計也是令

不但讓我舊地重遊，再次數算神的恩典；更賜下屬

人耳目一新，讓還沒有機會到以色列的我們家，可

靈的五穀、新酒與油讓我福杯滿溢。

以稍解遺憾，尤其是正確的導覽讓我們明白，因應

(本文作者為本會理事，部立玉里醫院社區精神部

台灣炎熱潮濕的氣候所不得不有的調整。例如民

主任)
出席之會員合照

2021春季夥伴靈修會心得
高芷華醫師
雖然每天都很忙碌，但這幾年我都會撥空參加

在此特別感謝主的保守，以及林治華理事、楊

TCMA 舉辦的春季靈修會，也會邀我的先生參加，

伊蓉理事和同工們的用心籌備。很期待下一次的春

如此不但能更多親近主，也可同時與弟兄姊妹交

季靈修會和今年10月中的全國醫療人員退修會，希

誼，當然也可以多陪一下先生。TCMA人才濟濟，大

望主的門徒身心靈健壯，一起努力讓台灣成為真正

家聚集聊一聊，連平日遇到的問題，有時候也可以

的寶島！

集思廣益找到解決的方法。

(本文作者為本會常務理事、輔仁大學醫學系副教

芥菜種營地在整修後煥然一新，很適合作為退

授、輔大醫院門診部主任)

修會場地之用。在半山看到大海與基隆嶼，格外感
到心曠神怡。聖經文化園區的設計很特別，加上導
覽員的介紹，讓我們對聖地和猶太文化背景有更深
的認識。
這次靈修會的培靈講員是董倫賢牧師，雖屆退
休之年，他仍然努力事奉，是我們眾人的好榜樣。
不過，我們也應用心照顧年輕人，為神國栽培後
進，做好傳承的工作。
↑與會全體於約櫃前合影

董牧師提到基督徒需悔改、獻身和捨己，這的
確是我們要天天學習和實行的課題。回顧這兩年
來林理事長不斷地鼓勵大家隨時反思(Reflect)、
悔改(Repent)、更新(Renew)，若再加上獻身
(Reapply)和捨己(Renunciation)，就會有5個R需
學習。

更多回顧請掃QR Code

周曉晴同學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TCMA的活動，更是我第一次

此外，靈修會中還有聖經文化園區的導覽，讓

參加靈修會，感謝神的安排與帶領。我的個性比較

我更能想像耶穌身處的時代的環境，加上有豐富知

內向、慢熱，但一眾TCMA的弟兄姊妹很友善也很照

識和多次親自到以色列遊歷的導賞員(導遊)為我們

顧我，大家的關愛與包容，令我更享受靈修會，我

講解，實在令我獲益良多。

也在大家身上學了很多。
靈修會中各位講員的分享都非常精彩，用大量

的，不是給人做的。因你們知道，從主那裡必得著

的經文與真實的例子提醒我們、激勵我們的心。生

基業為賞賜，你們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願我們

活上有許多的事情要處理，每天都被大大小小的事

一同努力。

情塞滿，退修會能讓我們安靜下來，聆聽並思想神
的道；弟兄姊妹互相關心、互相交流，一同沐浴在
神的恩典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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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做什麼，都要從心裡做，像是給主做

(本文作者為輔仁大學職能治療系同學)

夥伴同行 春遊北海
TCMA同工 簡英慧老師
今年4月9～11日TCMA的春季靈修會在春寒料峭

第二天下午的聖地導覽，園中有十景，專業的

中揭開序幕，春寒的北海岸陰雨綿綿，大夥兒約好

導覽員向我們解說以色列的風土民情，還有一些景

了去玩，又捨不得改期，只好在十二萬分寒意中向

點關於聖經的故事。聖經中的植物、房舍、用具、

北海岸挺進，走過老梅迷宮、富貴角燈塔、石門洞

水井、石墓、會幕、西羅亞池與會堂…，一一呈現

……後來躲進小七，喝杯溫暖的熱飲，繼續往下一

在我們眼前。好處是現在疫情中間不宜出國，這樣

站獅頭山走去，看見了淡水八景之一的燭台雙嶼，

也有出國的感覺，這幾個地方都是走路就可以完成

最後逛逛清代就已存在的金山老街，然後在知名的

的，不必真的舟車勞頓，可惜那時雨下太大了。我

兄弟食堂大啖美食。雖然是這樣寒冷的時節，平常

們的導覽員是義工，她是真的在帶以色列土耳其團

相聚的時間不多，但能與相識多年的伙伴們風雨同

的專業導遊，她說，因為疫情，她也無法帶團出

行，共遊北海岸，也是人間一大樂事。

國，但是需要磨練，不練會忘記啊！有時就來這邊

晚上抵達孫理蓮營地，這個在我青少年時期常來參

做義工解說，讓自己專業解說的「寶劍」不會因疫

加營會的地點有了很大的改善，住宿環境好很多。

情長期不出團而生鏽。說起來還蠻感傷的，但是也

這兩天包含董倫賢牧師、陳恒常醫師、瞿海良編輯

不得不讓人佩服她對她的專業的堅持與努力。

的演講以及理監事們事工的分享、泰澤晨更、成莉

最後一個半天要離開之前，上帝賞賜了溫暖的

姐和伊蓉理事的詩歌敬拜，還有在後台默默辛苦服

大太陽，整個北海岸清晰明媚，湛藍的天空、翠綠

事大家的麗娜姐以及擔任PPT播放的奕銘弟兄，每

的海水，基隆嶼矗立於海面上，讓大夥兒不禁發出

一個環節都有大家的付出。課堂後的交誼時，大家

讚嘆的聲音，不禁紛紛拍照，但是有同工看到照

聊天分享說得欲罷不能，想想在台灣仍然能有我們

片，直接讚美背景：哇！後面好美。不免讓人覺得

這樣的實體聚會，還可以面對面交談，真要向主獻

可愛又好笑，在美麗的陽光中結束了這次的聚會，

上感恩。

依依不捨道再見，並期待下次再相聚。

◎感謝您的支持(3/15-4/25)

7.指定捐款－靈修會

1.指定捐款-ICMDA

江明哲1,490元；隱名3,200元；

王貞乃5,707元

高芷華3,000元；楊伊蓉2,400元；

2.指定捐款-JAMES

施淑慧4,000元；陳永信5,000元；

王貞乃1,500元
3.指定捐款文字事工
劉乃瑄8,000元；王貞乃1,500元
4.指定捐款--阿里山尼希米行動
陳芸芸1,000元；李蓉蓉5,000元
5.指定捐款－游藝學校
李蓉蓉5,000元；王貞乃1,500元
6.會員常年會費

陳恒德7,000元；陳恒常、彭成莉各2,000元
王素琴 2,500元；蔡薇君、范亦思各1,000元；
林治華、陳琇玲、陳其翔、顏國順各10,000元
8.捐款
江明哲3,490元；卓良珍2,000元；
林國川4,000元；王貞乃1,500元；
陳恒德6,000元；陳永信5,000元；
王素琴2,500元；施姵宇、張啟中各1,000元；

李蓉蓉、王貞乃、楊伊蓉、王孔民、

陳恒常、陳琇玲各10,000元；

戴任恭各1,500元

陳其翔、顏國順各2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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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告
1.感謝主的恩典與保守，本會春季夥伴靈修會及第

別留意，以免向隅。歡迎利用報名連結https://

18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已於四月10～11日於新北市

forms.gle/bZM35vG1LWKvHghh7，亦可由 tcma.

萬里芥菜種會孫理蓮紀念營地舉行。會期當中有

org.tw網頁中下載或報名，目前已有30位報名。

綿綿細雨、溫暖的陽光、徐徐的海風、蔚藍的大

3.七月14～16日由埔基、恆基主辦、本會與路加傳

海及基隆嶼，陪伴著大家……。從培靈與專題分

道會協辦「山城的呼聲～2021年埔基全國醫學院

享中，心靈也得到餵養與激勵，也有足夠的時間

校學生退修會」將在埔基舉行。預計名額30名，

彼此敘舊或認識。最特別的是在在聖經文化園區

額滿截止，詳情見第四頁海報。

的導覽參觀中，將會幕、葡萄酒榨、橄欖油榨、
民宅、哭牆、石洞墓穴、水井、會堂與潔淨池，
都具體呈現於眼前。透過專業的導覽解說，彷彿

4.四月15日下午2:00於埔基舉行2021年醫療傳道聯
合退修會第六次籌備會議，林喆理事長與同工林
麗娜姐妹出席會議。
5.本會同工簡英慧姐妹已於四月底離職，感謝她四

就是一次迷你版的聖地之旅。
2.2021跟隨腳蹤醫療傳道見習營活動，已報名開始

年半來的同工與服事。

一個月了！目前已有部分梯次額滿，報名時請特

2021
埔基、恆基全國醫學院校學生退修會
日期： 2021年7月14日(三)~7月16日(五)

招收對象：
全國大專院校醫療各職類的學生與住院醫師
報名費用：
1000元 ( 請先提交報名表，然後我們通知您
講員簡介：
匯款，匯款完成後才算完成報名手續，全程
蘇世強-現任埔基院長及感染科主治醫師、前新竹馬偕副院長
黃健榮-現任恆基院長及一般內科主治醫師、榮獲台灣醫療典範獎、19屆醫療奉獻獎
參與且回饋心得者全額退費 )
陳恒常-現任埔基整形外科主任、前埔基院長、馬偕燒燙傷中心主任
趙文崇-現任埔基心理健康中心主任及小兒神經科主治醫師、前埔基院長、榮獲24屆醫
地點：
療奉獻獎
陳恒順-現任埔基副院長、前台大醫學系助理教授、 台大家庭醫學部主治醫師
埔里基督教醫院
謝旭滿-現任埔基骨科主任醫師、前彰基骨科主治醫師
報名截止：名額有限，額滿截止

蔡明智-現任埔基骨科主治醫師、前萬芳骨科主治醫師
蕭錦鋒-埔基宣教部主任牧師、前彰化蒙恩堂主任牧師
林坤易-恆基院牧部主任牧師
吳麗芬-現任CCMM總幹事、前臺中科技大學教授、美國伊利諾大學護理哲學博士
台灣基督徒醫學協會(TCMA)-JAMES靑年事工小組同工

＊ 提供住宿與膳食

時間

7/14(三)
歡
喜
赴
會
、
出
入
平
安

14:00~15:00
15:00~16:00
16:00~17:00

時間

7/15(四)

8:30~9:30

早餐分享
蘇世強院長

7:50~8:30

9:30~11:00
11:00~12:00

報到
彼此認識

教會醫院
核心價値
蕭錦鋒牧師

偏遠醫療
黃健榮院長

12:00~13: 30
13:30~15:00
15:00~16:00
16:00~17:00

埔基巡禮

17:00~18:00

19:00~20:30

大手牽小手
~TCMA

19:00~20:00

20:30~21:00

彼此代禱

17:00~18:00
18:00~19:00

21:00~

晚餐

晚安好眠

18:00~19:00

20:00~20:30
20:30~

員工禮拜

專題
趙文崇醫師
信息分享
林坤易牧師
午餐&午休

宣教士腳蹤
陳恒常醫師
偏遠醫療
謝旭滿醫師
蔡明智醫師

座談分享
陳恒順副院長
杏林團契
晚餐

專題
吳麗芬牧師

時間

7/16(五)

8:00~11:00

早餐
水里基督
聯合診所

7:30~8:00

晨更

報名掃描
QR-Code

退修會
迴響

11:00~12:00
12:00~13:00

愛宴午餐

恩
典
滿
溢
、
平
安
賦
歸

彼此代禱

撰寫心得

講員：

邀請醫療奉獻獎得主、醫師與牧者：趙
文崇醫師、蘇世強院長、黃健榮院長、
陳恒順副院長、陳恒常醫師、蕭錦鋒主
任牧師、林坤易主任牧師、路加傳道會
總幹事吳麗芬牧師、台灣基督徒醫學協
會(TCMA)-JAMES靑年事工小組同工等
擔任講師

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預備主的道，修直祂的路！凡有血氣的，都要見 神的救恩
(路加福音3:4、6)
本退修會由埔里基督教醫院與恆春基督教醫院合辦，CCMM與TCMA協辦
有問題請來電049-2912151轉5112(宣教部)

編輯小組：高芷華(召)、陳其翔、陳永信、
簡英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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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