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內
郵資已付

2013/01/15

第46卷 第4期

台 北 郵 局 許 可 證
台 北 字 第 3 2 1 1 號
中華郵政北台字第5376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無法投遞請退回

會址：台北市新生北路2段74號10樓之7
專線：02-25372528 傳真：02-25515366
發行人暨第十四屆理事長：林國川

TCMA第47屆基督徒醫療人員研修會(含醫護院校學生)暨年會簡章
時

間：2013年3月2至3日（週六、週日）

地

點：渴望會館（桃園縣龍潭鄉渴望路428號 渴望園區內，電話：03-4072999）

主

題：當前台灣基督徒醫務人員之困境與突破～①醫療②信仰③生涯規劃④宣教

講員介紹：
開幕禮拜：蕭錦鋒牧師（埔里基督教醫院宣教部主任、TCMA理事）
專 題 一：黃祖源醫師（新樓醫院院長）
專 題 二：翁瑞亨醫師（嘉義基督教醫院宣教學院院長、泰國宣教士）
專 題 三：張文信先生（馬偕紀念醫院行政副院長）
專 題 四：張育誠醫師（嘉義基督教醫院宣教中心主任、社區健康部主任）
總

結：顏國順醫師（東和外科診所負責醫師）

主日禮拜：董倫賢牧師（國際哈該學院華文部東北亞地區代表、TCMA監事）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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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

辦：馬偕醫院新竹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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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日期：2012年十一月起至2013年二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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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元。醫護院校學生（含食宿）：1000元
2013年二月5日前報名者得享以下優惠，（逾期恢復原價）
每人1200元（住宿另計），醫護院校學生（含食宿）：600元
住 宿 費：二人房套房 (二中床或一大床)
四人房套房 (二大床,四份被枕)

每人 $1400 / 晚
每人 $ 950 / 晚

連 絡 處：TCMA辦公室（104 台北市新生北路二段74號10樓之7）
報名專線：02-25372528（TEL）；02-25515366（FAX）；Email— tcma9710＠gmail.com
繳

費：請劃撥繳費到研修會費用專戶：帳號：0014625-7，戶名：醫療與傳道雜誌社
帳號：0014625-7，戶名：醫療與傳道雜誌社。(繳費後才算完成報名)

交

通：

1.搭乘高鐵至新竹或台鐵至楊梅站，再換大會接駁車。（付費接駁車定點接駁時間請參照報名表，車程約50
或20分鐘，單趟150元車費）。
2.由台北縣市出發者，可搭乘台聯客運到龍潭中原路渴望園區門口下車，路線圖請參照 http://yoyonet.
biz/egoing/bus/freeway/tylan/5350.htm 或另頁交通說明。
3.自行開車，請參照另頁交通說明或網頁http://www.aspireresort.com.tw/ 交通資訊。

備

註：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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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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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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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住宿可免費享用渴望會館【運動休閒設施】，【泳池/SPA區】本項需自備泳衣泳帽。
5.赴會通知上將詳細說明交通方式。搭乘大會接駁車者請在報名表上確實勾選以便安排車輛。
6.大會結束後付費接駁車13：30發車，至楊梅火車站與新竹高鐵站。大會日期因逢週六、週日，車票/車位
請儘早準備。
7.會後自費參訪巧克力共和國行程：13:30發車前往（15人以上成行），門票自費（200元），16:30結束，
發車至桃園火車站與桃園高鐵站。車班請購買17:30以後的班次。
8.大會前後旅遊建議行程另有小人國、六福村、石門水庫、大溪老街等，可自行安排前往。
交通說明
★大眾運輸
來自大台北都會區：
◎可選擇搭乘台聯客運往小人國、六福村客運。
台聯客運由台北松山機場啟站，循經敦化南北路至公館、捷運景安站，再經北二高，於龍潭交流道下，龍
潭五福站休息片刻，原車繼續開往小人國、六福村，請務必告知司機於渴望園區下車。自松山機場至龍潭
渴望園區行車時間約1小時20分。
◎可選擇搭乘台北捷運系統，到中和景安站，換搭台聯客運往小人國、六福村客運。自景安站經北二高，於
龍潭交流道下，龍潭五福站休息片刻，原車繼續開往小人國、六福村，乘客可於小人國前一路口龍潭渴望
園區下車。
[台聯客運時刻表] http://www.e-go.com.tw/web2010/cht/busline_2.php
來自其他地區：
◎搭乘鐵路運輸系統於中壢站下車，換搭乘新竹客運。
由中壢往小人國、六福村的車班，至龍潭渴望園區大門口下車即可。
新竹客運時刻表 http://test50.hihosting.hinet.net/1074.htm
◎搭乘鐵路運輸系統於楊梅站下車，換搭乘計程車，約300元，車程約20分鐘。
◎搭乘高鐵於桃園或新竹站下車，換搭乘計程車，約500-600元，車程約40分鐘。
自行開車
◎請參照另頁交通說明或網頁http://www.aspireresort.com.tw/ 交通資訊。
會後TOUR介紹
巧克力共和國 http://www.chottyandcotty.com.tw
位桃園縣八德市，2012上半年度開幕，斥資三億 號稱東南亞首座巧克力博物館，提供巧克力文化、知識、
歷史並結合觀光旅遊，期許成為寓教於樂的巧克力殿堂，有導覽介紹、DIY等，平日生產線觀光工廠可參
觀，曾是電視偶像劇拍攝景點。門票200元，其中100元可以抵消費（含DIY消費）。
主體建築物本身就是個藝術，外貌猶如一顆被扒開融出巧克力漿的頂級手工巧克力，是由海生館的建築團
隊、花博舞蝶館營造團隊共同打造。
大會提供免費接駁車服務，15人以上成行，需事先在報名表上登記，以便備車。
13:30渴望會館發車—巧克力共和國—16:30離開—桃園火車站、高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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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MA第47屆基督徒醫療人員研修會(含醫護院校學生)暨年會簡章
時間：2013年3月2至3日（週六、週日）
主題：當前台灣基督徒醫務人員之困境與突破
①醫療②信仰③生涯規劃④宣教
地點：桃園縣龍潭鄉 渴望園區 渴望會館

時

3/2(六)
3/2
(六)

間

歡喜赴會

9:30-10:00

報到

時 間
6:30-7:30
7:30-8:30
8:30-9:25

9:30-10:30

3/3(日)
起床、散步、個人晨更
早
餐
專題四 宣教
題目：跨界
講員：張育誠醫師
主持：潘文良醫師
分組綜合討論（二）

10:00-10:50 開會禮拜
題目：不缺乏的人生
講員：蕭錦鋒牧師
司會：林國川醫師
10:50-11:00 休
息

10:30-10:40 休
息
10:40-11:25 分組報告及總結
主持人：陳恆順醫師
總 結：顏國順醫師

11:00-11:55 專題一 醫療
題目：
講員：黃祖源醫師
主持：陳恆常醫師
12:00-13:30 午餐 + 休息

11:30-12:30 主日禮拜（閉會）
題目：破繭而出
證道：董倫賢牧師
司會：蕭錦鋒牧師

13:30-14:25 專題二 信仰
題目：信仰與現實
講員：翁瑞亨醫師
主持：陳恆德醫師
14:30-16:00 分組綜合討論（一）

13:30-16:30 Tour自費參觀巧克力共和國

16:00-16:15 團體合照
16:15-18:00 夕陽漫步
18:00-19:30 晚餐，休息
19:30-20:25 專題三 生涯規劃

11:25-11:30 休

12:30-13:30 午

息

餐

珍重再見
後會有期
平安返家

題目：浮潛人生
講員：張文信先生
主持：蘇世強醫師
20:30-21:00 TCMA事工介紹
21:10-22:00 TCMA年會 (會員大會)
22:00

Happy New Year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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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MA第47屆基督徒醫療人員研修會(含醫護院校學生)暨年會
報

名

表

（本表資料將做保險之用，請以正楷填寫以免影響自身權益，報名表若不敷使用可自行影印）
姓名 性別

/ 男 女

同

姓

名

出生日期 性別 關係

身分證字號

行

身分證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家
屬

電話/傳真

若非家眷需另填報名表，請勿用以上欄位

E-mail

以下請詳細勾選

手機
通 訊 處

用

3/2 (六)

□ 午餐 □ 晚餐

餐

3/3 (日)

□ 午餐

□ A-1 報名費1200元 x_____人。（2/5 前優惠）

服務醫院

報 □ A-2 報名費1500元 x_____人。（會員）

工作單位
職稱

名 □ A-2 報名費1800元 x_____人。
住

就讀學校科

宿 □ B 要 住宿（附贈早餐）

系年級
交通方式（請勾選）
□自費接駁車（每趟 150元）


欄

□ 二人套房 每人 1400元 x

人=

元

□ 四人套房 每人 950元 x

人=

元

3/2（六）上午

□新竹高鐵站 8：30
□楊梅火車站 9：10


3/3（日）下午

□ C 不住宿，僅參加研修會之報名費
每人

元x

人 =

元

□13：30 開往楊梅火車站
□13：30 開往新竹高鐵站
□D-1 醫護院校學生600x
備

註 □自行開車

人=

□D-2 醫護院校學生1000x

人=

元
元

會後 TOUR （欲參加者請勾選）
□ 3/3 巧克力共和國之旅

□E 車資 150/趟X2次（來回）x___人=

（需預先報名以便備車，
15人以上才辦理，

□ A+B 總計 =

門票自費200元，

□ A+B+E 總計 =

其中100元可抵消費）

□ D+E 總計 =

元

□16：30 共和國開往桃園火車站

□ 僅 C 總計 =

元

□16：30 共和國開往桃園高鐵站

□ 其他

元
元

報名表填寫後請回傳 tcma9710@gmail.com 或傳真 02-25515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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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跟隨腳蹤見習心得~
天主教耕莘醫院
中國醫藥大學藥學系 楊佳璉同學
第一天一開始先認識耕莘醫院以及其牧靈部，
之後便隨著相關科系的醫護人員，見習其工作狀

們，對「發出主榮美的見證」的體驗又有更深的印
象。

況，而我是藥學系的學生，因此我跟著一位臨床藥

到了第三天，早上和王長青醫師分享這幾天的

師，但由於我年級不高，所以很多藥我都不曉得，

心得，並討論一個小故事，故事中，以一位醫師，

對劑型，對劑量單位等等的，完全沒概念，所以詢

在其年輕時，就算沒甚麼經濟能力也願意捐款給貧

問帶我的那位藥師的內容，大抵是身為一個基督徒

窮人家，可當他當越久的醫師，對於其年輕時幫助

在職場上的態度，還有臨床藥師在學時修得哪些科

他人的熱誠和敏感度漸漸下降，見到病患總會先保

目有關，那一整天見習下來，深深覺的所學實在不

護自己，在一次的事件中他喚起了曾經的熱心，這

足，認為自己應該要受袍完再來見習才是。另外，

個故事讓我們提到近幾年來日益變糟的醫病關係，

也提點我一件事，要做一個好見證，因為藥師其實

及對一個信主的人來說該如何面對這些狀況。

常常直接面對的都是藥和病歷，和病患接觸的機會

當天下午，我們就跟著戴愛仁修女(醫師)和兩

不多，就算有，例如：藥事諮詢，但在那個情況

個護士到烏來巡迴義診，和護士們訪視個案時，其

下，身為一個藥師，最要做的是提供專業資訊，整

中學到很重要的兩點，第一點，和病患建立關係，

體上並未同醫師或護士一般，能夠常常面對病患並

因為有良好的關係，會對病患的身體健康和環境更

給予照顧，所以，所能做的就是做一個好見證，並

加了解，這樣才能提供他們所需的醫療資訊和預

將剩下的交託給主耶穌，然後，有機會的話就把握

防，另外，詢問病患健康狀況時，不要死板板的完

機會。

全照著問卷上的話語和順序來問，這樣會讓病患感

第二天的行程是安排隨同醫護人員去看個案，

覺不舒服，盡量藉由和病患聊天來獲取資訊，或觀

早上是一個關懷師朱玫護士，讓我們了解，安寧病

察病患的言行舉止來檢查其行動能力，而第二點，

房和其設立目的，接著就到醫院外看兩個個案，下

就是耐心，一整個下午，來看診的人只有兩個，但

午，便是跟著長期照護部的沈美玲護士，去看兩個

是，這一天數目雖少，十幾年下來，烏來這邊居民

長照個案，一整天觀察下來，發現這兩位護士在小

的病歷幾乎都蒐集到，這是相當重要，因為耐心守

事上都極為用心，像是朱玫姊，平常會去上安寧病

候居民的使用，才能對這邊的整體健康有所了解，

患照護的課程，學習一些精油療法，並服務在其照

如此一來，在醫療保健和預防的推廣，才更能一針

顧的病患上，而且其對病患的用心，我真的看見那

見地的幫助到這偏遠醫療不便的地區。

份愛，和病患像朋友一般，耐心的聽，仔細的觀察

這三天下來，增廣我許多視野，很感謝，這三

病患的任何變化，另外，對待態度不良家屬也有體

天指導我的醫護人員們，總是讓我們休息夠了才出

諒的胸懷，而美玲姊也同樣和病患及其家屬建立良

發，也很耐心回答我們的問題，其中也謝謝戴修

好關係，會細心觀察他們情況，並會耐心的聽家屬

女，在到烏來旅程的照顧，讓我學會如何不暈車，

說很多話後，適時的告知其正確的醫藥知識，讓家

最後，也感謝主，讓我來見習營的目的幾乎都有達

屬不覺得被觸犯到，除外，美玲姊，也同我們分享

到，並且讓我看到好的見證。

其信主的歷程，以及如何在職場上倚靠主，看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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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跟隨腳蹤見習營心得 ～ 新竹馬偕
長庚大學物治系 蔡馨儀同學

感謝主！讓我可以得知這個見習營的訊息！讓

這次很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第二天進入開刀房，

我可以實際體會並思考如何在職場中同時又能傳福

生平第一次進開刀房，看了好多儀器，跟在麻醉師

音。因為我一開始想要選物理治療系或是醫療方面

旁邊看他為病人做全身麻醉和半身麻醉，每次開刀

的相關科系就是想說能夠在服務病人的同時傳福

的前製作業好複雜，每個環節也都必須要很謹慎，

音！當然，傳福音的方式有很多種，而且基督徒在

郭醫師問我們一個讓我在這整個見習過程中一直在

生活中隨時隨地都要為上帝爸爸做好見證。

思考的問題：「你們要怎麼樣在這如此緊湊的開刀

在這次營隊當中，我看到新竹馬偕在各方面努

過程中傳福音？」他自己是蠻好奇這一點的，我當

力的深入社區，讓醫院更親近民眾，使民眾對醫療

下的回答是：「傳福音不一定是要口語的方式，很

資源的取得更容易！第一天，我們就深入桃山部

多時候，生活的見證是可以慢慢影響人的，只是

落，簡單的設備就構成了關懷站和醫療站，關懷站

現在的我還無法說出，在實際醫療過程中，如何達

好特別！在那足姊介紹成立過程時，就覺得一切

到在醫療步調如此緊湊的壓力下，做好生活的見證

一切都好奇妙，神很保守他們！讓我想到：「萬事

的方法。」最後郭醫師也有說：「雖然我不是基督

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而且關懷站看

徒，但是我好像可以體會到新竹馬偕醫院，好像真

見了桃山社區居民們的需求，不但有專車接送、老

的因為上帝的愛和其他醫院的氣氛不太一樣！」聽

歌歡唱、健康操還有能專為青壯年設計的就職訓

到這句話，我很感動，因為上帝爸爸的愛就像芥菜

練。醫療站的設立，也能讓他們不用因為小病大老

種一樣，看似不起眼，但是卻是慢慢在每個人的心

遠跑到市區，那天下午我們有遇到一位來就診的青

中成長！成熟後可以發揮不容小覷的影響力！

少女，她是來換藥，手上的傷是因自殘割手腕造成

五天的課程當中，沒有一門課的標題是：「教

的！在她離開前，那足姊有邀請她來參加一個心靈

你如何在醫療過程中傳福音」但是每一堂課的體會

講座，有此可見，醫療站的設立同時提供了身心靈

卻能讓我常常思考到這件事！每一天都能看見上帝

的醫療！就像最後一天劉天仁醫生說的：「我們醫

在新竹馬偕帶領的奇妙恩典！感謝主！我會帶著這

的不是病，而是他整個人！」除了社區的關懷，醫

樣的感動，繼續在我的專業上追求更深的學習，期

院內的病房關懷也讓我體會很深！雖然我們團契每

許自己有一天也能成為用基督的愛來影響他人的物

個學期都會有兩次醫療探訪，但是每次醫院的探訪

理治療師！

都有不一樣的收穫！去醫院探訪需要很敏銳的觀察
力，去看見他們真正的需要，不能只是一味地用口
語傳福音，每個志工和關懷師都是帶著常常為他們
代禱的心去探訪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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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隨腳蹤醫療傳道見習營心得報告
彰化基督教醫院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 賴勇祈同學
能夠參加2012年醫療傳道見習營實在是神的恩

病患身體上最大的挑戰：痛、喘等。此外令我印象

典。透過參訪，我不僅認識蘭大衛、蘭大弼醫師於

最深刻的是有位同學請教護理長，身為醫護人員該

彰基的奉獻歷程外，也更清楚體悟到身為醫學生，

不該積極地傳福音給癌末病患，護理長主張我們應

未來從事醫療服務所肩負的使命與責任。

當尊重病人的宗教信仰，因醫護人員與病患之間並

七月十一日下午的海外醫療課程中，我學到彰

非處於相同的優勢地位，除非病人有清楚表達他的

基的四大任務：醫療、傳道、服務、教育，以及最

舊有信仰無法帶給他平安，否則我們不宜半強迫式

重要的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地使他接受基督教信仰，尤其是當病人正處在矛盾

Goals, MDGs)，從中我清楚看見世界各個角落的需

與困惑的情境時，我們更應給他足夠的空間。至於

要，也讓我不僅僅是關注個人的奢望。這使我想起

病人的靈魂有無得救，就要視神的做工與帶領而

連加恩醫師曾說的話：「好命的孩子，應該比別人

定，我們須相信神會給我們諸般的智慧，使我們了

付出更多，這樣好命才有意思。」我認為只要身為

解如何幫助癌末病患信主，且這整個過程需要累積

醫師，就應清楚了解自己的使命，更須有所為、身

足夠的時間與努力，我們不必操之過急。

體力行去幫助那些需要援助的子民。

七月十三日上午，我們千里迢迢搭乘交通車至

七月十二日上午吃早餐前，我們參加了彰基的

彰基二林分院參訪，戴牧師介紹了謝緯醫師一生的

週會禮拜，在週會禮拜中我感受到彰基對於其領導

奉獻以及他的人生價值觀，而謝緯醫師的其中兩句

者、員工們靈性生活的重視，在唱詩歌敬拜神、聆

名言感觸我很深，謝醫師曾說：「在我生命中，最

聽鄭忠信執行長證道的過程中，都讓我覺得有如回

大的力量，是上帝的力量。」由此可知，我們不要

到自己教會般的氣氛。證道的主題「成為主所揀選

單靠自己的力量去成功，反而應靠著那加給我力量

的活石」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這場證道使我往後

的凡事都能做！謝醫師的另一句座右銘「救人所得

更加願意接受各樣的磨練，成為光滑的石子，為主

到的快樂，常勝過金錢」，這令我感歎世風日下，

所用。其中鄭執行長所舉的幾個實例，如林書豪將

人心不古，許多人往往只汲汲營營地為個人的利益

自己在NBA球隊的殊榮歸給神、知名棒球選手在自

去打拚，卻忽略了自己工作的初衷與價值。未來將

己的額頭上撰寫聖經節、基督教論壇報如何以小媒

成為醫師的我，應激勵自己擁有如謝醫師般的價值

體的規模發揮意想不到的影響力等，都深刻地激勵

觀，從看見病人因病得醫治的笑容中找到自己的快

了我。接著我們和劉尊榮醫師一邊享用美味的早

樂，而不單是因自己的收入而獲得工作的成就感。

餐，一邊聆聽他富有意義的分享。劉醫師勉勵我們

此外我們參訪馬喜樂女士的紀念館以及她所創

要多讀醫學領域以外的古典名著，例如神學或哲學

辦的育幼院，我認為我最需要從馬女士身上學習的

等硬一點的讀物，還要多讀聖經，以提升自己的思

特質莫過於喜樂了。聖經上說：「喜樂的心乃是良

辨能力。

藥，憂傷的靈使骨枯乾。」我過去常會因種種的挫

當天下午，我們至中華路院區參訪高仁愛病

折而感到沮喪，甚至會自責。馬女士紀念館諸多相

房，我學了安寧療護的歷史、安寧療護最重要的四

片中的笑容，激勵我要靠主常常喜樂，更要將自己

道：道歉、道謝、道愛、道別；五全：全人、全

的喜樂傳給別人，使他們因我們的喜樂而喜樂，且

家、全程、全隊、全族；total pain的觀念、癌末

要發揮自己正向的影響力，造福我們周遭需要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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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
參觀完馬喜樂女士紀念館後，我們回會議室聆

感謝您的支持（至12/31止）
一、為經常費捐款—

聽林醫師精彩的分享。林醫師提醒我們要回歸原始

洪焜隆 伍仟元整，許文憲 伍仟元整，

神創造我們時所具備的本質，亦即將來會成為醫師

阿尼色弗兒童之家 壹萬元整。

的我們，不要只是開藥給病人吃，而應該鼓勵病人

二、指定捐款--

學習如同樹木生長時不給予肥料般，使其根部為獲

1.為阿里山尼希米行動--

取營養而懂得更努力往地底下鑽，從而使其根部在

陳恆德 伍萬元整，林秀翦 壹千元整，

地底下札得更穩。林醫師的比喻影響我最深的是它

卓德松 壹萬元整，李敏碩 壹萬陸仟元整。

提醒我不應再只依賴安眠藥調整自己的生活作息，
而是應回歸最天然的睡眠模式，也就是要從改變自
己的習慣做起，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服用安眠藥入
睡。

2.學生工作-李敏碩 肆仟元整。
三、會員常年會費（101年度）
黃景安、李蓉蓉、張文信、謝安寧、林秀翦、

本次的彰基醫療傳道見習營實在使我滿載而

陳盛煊、蘇世強各壹仟伍佰元整元。

歸，我真的感到不虛此行！過去我對彰基的認識實
在很糢糊，只了解片面的資訊與常識而已，但是在

月刊改版

參加完這次的見習營後，我發覺我已真正體會了彰

本月刊自1967年發行至今已四十多年，2000年6月

基創院的精神與使命，也更使我確立我未來生涯的

曾經改換過版面，由直式變為橫式，但一直都維持

努力目標與方向，我覺得彰基是一間充滿基督捨己

單色印刷，在第十四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中（2012

的愛與溫暖的醫院，也不愧是服務人群、傳揚基督

年9月）決議在新年度全面更新，2013年度起正式

福音的最佳據點呢！

改版為A4彩色印刷，希望大家喜歡，也歡迎繼續支
持踴躍投稿。

JAMES GROUP 活動訊息
※12/30-1/1有台灣醫護學生（共六位）前往香
港，參加由香港CMDF(HK) Christian Medical &
Dental Fellowship 所舉辦，給醫學生的營會
WWW Camp:Walk with God (同行)、- Work with
God (事奉)、- Wrestle with God (掙扎)
※JAMES Fellowship每月一次聚集（輪流在桃園和
台北舉行），內容：詩歌、讀經禱告、2013年
4/19-21 JAMES退休會籌備討論與需要、分享與
JAMES(Junior and Medical Student)聚會時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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