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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是不保留
楊伊蓉護理師
（2014年3月1日於台北天母會議中心召開的TCMA

關係，在讀書的時候，我需要花很多時間做翻譯，

研修會當中之分享。）

才能讀書，曾有一次系主任關心問我：「讀書還好

今天要與大家分享的內容，主要是以「以弗所

嗎？」我回答：「我根本不是在讀書。」研究所的

書第一章」所得到的感動，與大家分享，第一節

課程，大部份的時候是學生做上課內容準備，對我

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寫信給在以弗

而言，所謂的讀書是指讀很多本書，讀完後再做整

所的聖徒，就是在基督耶穌裡有忠心的人。

理，成為上課內容，但是，我光看一本書就已經是

首先我要為大家能在此感謝神，感謝神我們裡

我的極限，因為翻完一本書的某一部分，就已經要

面有神，感謝神我們能接受靈糧，感謝神我們能服

到上課日期了，怎能再翻第二本書呢？所以對於上

事，感謝神從服事祂和人的過程中，我們領受極大

帝的工作，我很虧欠。

的祝福。

我在一間小教會聚會，在我這麼年輕的歲數，

每一個人生活的寫照：我們基督徒的生命是在

卻是擔任長老的職務，我知道在場有許多是各教會

天上，又是在地上，住在基督裡，又身處俗世中；

的長老，但是年紀像我這麼小的，應該不會有第二

不少屬靈掙扎困擾，都源於忘掉我們這種一民兩國

個吧？另外，因為教會是隸屬於中華民國台灣基督

的身分；時而為追求基督而避世，時而為世事所困

教信義會，總會去年新成立社服部，期望從事社區

而忘記自己是在基督裡的。

服事善工以落實基督信仰，因著工作經驗的關係，

在協會有一些長輩或許還記得我的背景，職校

而我被選為社服部部長，講這些，是要表明做為一

畢業後至今已近二十年，因著一位校牧老師，我接

個學生的身分，我真的不知道我能做甚麼，對！還

受了基督信仰，她也幫助我認識協會及接受協會的

有另一個部分，就是我還有為人妻、為人媳、為人

提攜，在這些年來，我參加數次年會，從起初感受

母的角色，我向主說：「主，這若是 要我做的，

到協會長輩對青年學生的照顧，到看見協會長輩不

賜給我智慧、知識的靈。」不然，像我前面所

放棄地喚起基督徒醫療人員對上帝的服事，在場的

說，語文能力這麼差的我，怎能顧及學業，再者怎

許多長輩及稍長我幾歲的醫療界學長姊，每每分享

有能力服事主工，我向主說：「主啊，教導我，使

他們自己在上帝和人面前所做的見證，我很訝異及

我屬靈掙扎的困擾，因著 ，而不再挾制我。我雖

興奮，我何德何能也能在上帝和人面前做見證、

然做得不好，但求 繼續帶領我。」在這裡，我沒

做分享，尤其我現在是全職學生的身分上，我所能

有能誇的，您們聽到後面就知道，我真的很渺小，

做的真的很少，不瞞大家說，因為語文能力很差的

然而每每聽到一首詩歌Unreserved Love，我心裡

對神有許多的感動和感恩，我感謝神幫助我認識祂

被生活困住呢？還是在生活中榮神益人？求神幫助

的恩典，帶領我的生活在基督裡，我願意以我生活

我們不忘神所賜的呼召，求神幫助我們讓神的話引

回應神。

導我們走在神的呼召裡，求神堅固我們願意活出神

我們在這裡的人都是社會階層較上面的人，神

在我們生命中的呼召，就是那「被揀選的族類，是

賜福給我們每一個人，現在我們要求神，如同保羅

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使我

替以弗所教會聖徒的禱告：以弗所書第一章17求我

們宣揚基督的美德」。

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啟

三、神基業的榮耀

示的靈賞給你們，使你們真知道祂，18並且照明你
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祂的恩召有何等指望，
祂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19並知道

經歷祂自己的榮耀。
「基業」代表神所得的，也代表神所給的。神

祂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不但要在我們的生活得到祂的榮耀，也要給我們祂

一、求神賜給我們「智慧和啟示的靈」

的榮耀。

以致於我們能認識神的榮耀，體認自己被造的

在談「神基業的榮耀」時，我們必須先探討，

原因；「體認」很重要，有了體認，您才會有所行

您所認為什麼是「榮耀的基業」？您把您人生的目

動，約伯說：「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

標設定在哪裡？您所追求的是什麼？是從天上來的

（約42：5）。」約伯之所以能向神這樣說：2我知

榮耀？還是地上的財寶？路加福音 第十二章16耶

道，你萬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攔阻。3誰用無

穌就用比喻對他們說：有一個財主田產豐盛；17自

知的言語使你的旨意隱藏呢？我所說的是我不明白

己心裡思想說：我的出產沒有地方收藏，怎麼辦

的；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4求你聽我，

呢？18又說：我要這麼辦：要把我的倉房拆了，另

我要說話；我問你，求你指示我。是因為他體認到

蓋更大的，在那裡好收藏我一切的糧食和財物，19

神－如經文告訴我們「現在親眼看見你」，所以求

然後要對我的靈魂說：靈魂哪，你有許多財物積

神幫助我們，使我們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只是停留在

存，可作多年的費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樂

感動的階段，而是一個真實體認我們是祂兒女的身

吧！20神卻對他說：無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靈

分－彼得前書 第二章9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

魂；你所預備的要歸誰呢？21凡為自己積財，在神

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

面前卻不富足的，也是這樣。22耶穌又對門徒說：

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

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命憂慮吃什麼，為身體

德。

憂慮穿什麼；23因為生命勝於飲食，身體勝於衣

二、神恩召的指望

裳。什麼是您靈魂所關注的？您為您的生命積蓄什

您還記得從天父來的感動嗎？在您從事醫療工
作中，是否曾經有哪件事感動過您？您認為神在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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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要藉著我們這個人來榮耀祂，所以祂讓我們

麼？您在您的生活忙碌些什麼？在您的生命中您有
什麼感動？您拿什麼餵養您的靈魂？

生命中的呼召是什麼？有時候，您可能對一件事情

那我們現在來看，如何成為神基業的榮耀？

有興趣，但是您覺得生活忙碌，所以您想還是算

⑴「見」神和祂的基督－瞎子對耶穌說：「我

了；後來，神在您生活環境中讓您看見別人的需

要能看見。」這個「看見」，對您來說：是看見什

要，您覺得那人很可憐，您為他禱告幾天，後來就

麼呢What to see？是要看見什麼呢What want to

沒有了；有一天，您遇到讓您不舒服的人事物，感

see？

謝神，神不斷地要讓我們知道祂在我們生命中的呼

⑵「有福」的看見要把人徹底地改變－「福

召，神要使我們的生活完全歸於祂，因祂的呼召而

份」要透過領受，才能得著；相對地，「基業」也

生活，如同前面說過每一個人生活的寫照－我們是

是要去做，才會有的，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19所

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

人怎能試圖想靠馬的腳力呢？「撒迦利亞書

靈的名給他們施洗，所以，在我們所處的環境，總

4:6他對我說：這是耶和華指示所羅巴伯的。萬軍

要為神得基業－傳福音的果子。

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

⑶「主若顯現，我們必要像祂」，身體改變，

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神為了要讓我們知道神的大

品格也改變，而且，我們要同享完美的團契。－您

能，就是會讓我們知道，知道什麼？知道「不是我

對神的同在感到喜樂嗎？還是有其他更多的事情

們努力就能有好的結果」，像這次我的研究所主科

可以讓您快樂？您是否願意讓神顯現在您的生活

成績，我認為我花費很多時間準備課堂內容，但是

當中，出19:21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下去囑咐百

成績不如我預期，我擔心這樣的成績會影響我未來

姓，不可闖過來到我面前觀看，恐怕他們有多人死

若要考博士班的結果；感謝神，在學校為我預備基

亡；我們知道－我們人的罪，在神的同在中，裡面

督徒姐妹，提醒了我要依靠神的大能，這就是神為

的罪是會受不了的，列王記上8:11 甚至祭司不能

了修剪我，讓我知道不是依靠馬的腳力，而是要依

站立供職，因為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殿。希伯來書

靠神的大能，所以，各位長輩以及弟兄姐妹，您在

12:14 下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當我們願意讓神管

您的環境有困境嗎？詩篇46:10你們要休息，要知

教、修剪、模塑，必要得神基業的榮耀，並且要與

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

基督聖靈和阿爸天父有完美的團契。

崇。

四、神能力的浩大

聖經一再提醒我們，詩20:7有人靠車，有人靠

有恩召，神就給您看見「基業」的異象，但不

馬，但我們要提到耶和華─我們神的名。詩33:17

見得就能得到基業，因為，這當中，必須讓神的能

靠馬得救是枉然的；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詩

力橫跨其間；常常我們的見證，不是見證神能力的

147:10他不喜悅馬的力大，不喜愛人的腿快。

榮耀，而是在彰顯自己的努力。有一位姊妹提醒

若沒有神賜下聖靈的光照，我們無法明白這奧

我：「不要跑在神面前」，這讓我想到，當主耶

秘的真理，如同明白神透過馬利亞生下耶穌的這個

穌在逾越節前夕進耶路撒冷時，驢子很不謙虛地用

事實一樣，求神憐憫我們每一個人，我們常常因

兩隻後腿站著，前面那兩隻腿舉高著接受群眾說：

為工作的繁雜和忙碌，而忘了「神所給我們的恩

「和撒那，和撒那。」牠不知道群眾的歡呼是對著

召』，不再訴說『神所彰顯的榮耀」，更不用說自

主耶穌說的。求神幫助我們能領受經文的光照－

己去經驗或者根本無法經驗「神浩大的能力」。

『叫我們知道祂向我們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約翰壹書 第一章9節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

可是多少次，我們忙碌於世事，而忘記我們的存在

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

是為榮耀神，而不是榮耀自己。

一切的不義。

那我們該怎麼做來榮耀神呢?
⑴自己死：不再看自己－因為已經死了，怎能
再看呢？

「神是信實的」，我們不可將沒有的事，卻要
求神來完成；這話怎麼說呢？我的英文能力很差，
雖然話說我在台大讀護理研究所，只能感謝神的憐

⑵坐右邊：與神同在的生活。

憫，接下來我要說的是，上學期我的研究生線上英

⑶萬有在腳下：萬事不再纏身－我們是在世上

文Level（一）沒通過，我並沒有花該有的時間在

生活，而不是讓生活纏住我們。

那個科目上面，而在每一次的階段考我都祈求神讓

⑷頭和身體：頭－是帶領者；身體－是ㄧ種關

我有70分的成績，但是神豈是不公義的神，我沒有

係；整個生活是由主耶穌帶領，並和主耶穌是有關

的事，神怎會讓我有呢？神對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

係的。

個神聖的恩召，這是我們基督徒的開始，而神要我

我們要清楚一件事－「從來都不是我掌權」

們到達一個終點，神要在我們身上得到一個「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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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榮耀」，神使用祂所給我們的身分－醫療人員的
身分，在我們的工作和生活環境中做工，使神得榮

⑵協會發文各醫院院長，請院長提供名單，並

耀；但是我們必須做工，才能使神得榮耀，有一位

支持員工在傳承上帶領後進/青年學子在生命、生

牧師講道時，問會眾說：「您一整天花多少時間看

活和服事各層面。

報紙？花多少時間看電視？花多少時間看電腦？」

二、收集更新的後進/青年學子資料庫

最後他問那些剛剛舉手的人說：「那您花多少時間

⑴自薦（在這裡非常鼓勵在場後進和青年學子

看聖經、禱告和做主工？」真的，我所做太少，神

加入協會，一同在台灣組成網絡，榮神益人，我們

怎能在我身上得榮耀的基業呢？盼望我們每一個

都是不認識的個體，透過協會成為網絡，求神大大

人，都能為神得榮耀，並將一切榮耀歸給神。

賜福這個網絡）

最後，因為這一次大會主題的關係『傳承與更

⑵長輩提供名單，以讓協會進一步關心（請長

新』，在這裡作一點建議，建議協會建立一個平

輩提供後進和青年學子名單，讓協會能進一步關心

台：傳承與更新人力資料庫，在這個資料庫裡面，

及代禱）

有兩種資料
一、建立各家醫院傳承人員人力資料庫
⑴自薦（在這裡代表年輕的一代，感謝過去長

我們可以像羅得一樣過生活，也可以選擇如同
提摩太一樣在基督的福份裡有份。
感謝神，謝謝大家。

感謝您的支持(至3/31)

JAMES GROUP活動報導

1.會員常年會費

三月29日JAMES舉行三月份聚會，邀請MSI珍敏姊妹

江堤莊壹仟伍佰元整，

分享，有14位參與(如下圖)，有很好的激勵和收

王孔民參仟元整(103、102年度)。

穫，會後JAMES事工小組，也討論分工這一年來的

2.為會務
江堤莊伍佰元整，王孔民貳仟元整
3.為阿里山尼希米行動
陳芸芸參佰陸拾元整。

阿里山部落游藝學校開始報名
第三屆阿里山部落游藝學校，將於七月八日
（週二）至七月十二日（週六）於阿里山茶
山國小舉行，由茶山部落社區發展協會主
辦，茶山國小、臺灣基督徒醫學協會協辦，
即日起開始報名，分為參加學員及志工二
種，有興趣者可上網下載報名表tcma.org.tw
也歡迎為此事工代禱、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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輩的努力及付出，願神大大賜福您手所做的服事）

計畫。下一次的聚會預訂在四月26日，歡迎JAMES
預留時間參加。

陳恆德醫師
自我醫學院五年級到台大醫院見習，在愛心團

典範人物

契中認識張叔，算來已有33年。其後畢業當兵，回

醫院中有些名醫老教授，一生奉獻給台大醫

台大當住院醫師，再出國讀博士，又回台大當主治

院，甚至退休後不支薪，天天來參加科會，指導後

醫師，15年前3度離開台大，改任台大兼任醫師，

進，笑說只認得家裡到台大醫院的一條路。以此標

在進出台大之際，自有許多人事更迭，但每次在愛

準而言，張叔也應算是台大醫院典範人物，我認識

心團契中見到張叔，總有「回家的感覺」，因他獨

很多「望之儼然」的名醫典範人物，但認識我「即

樹一格的傳福音見證，已成為聯結歷年來台大醫院

之也溫」的典範人物，當然相對少很多，但我們很

基督徒甚至非基督徒同仁們的「共同記憶」，連前

高興被張叔這號「另類典範人物」在主裡深深認識

台大醫院戴東原院長也曾對我暱稱張叔為「傳福音

且彼此相愛。

的老張」。

名列天上紀念冊

最佳福音單張派發者

張叔取了一個台灣最高峰的名字「玉山」，張

不記得張叔在醫院專責什麼工作，只記得他到

又是天下第一大姓，網路上同名同姓且資歷顯赫的

處免費送報給病友，附贈蓋團契聚會時間之福音單

自不乏人。在世人眼中，張叔僅是名不見「網路」

張。他最喜歡一張畫額頭有皺紋又嘴角下垂的大頭

的平凡小人物，但我們深信當張叔回到天家，報上

單張，他會先問病友「圖畫中這人快樂嗎？」病人

他的名字，上帝必在祂的紀念冊上，毫無錯誤的確

當然說「不快樂」，這時他就像變魔術般得意地將

認且歡迎這位「傳福音的老張」，說「你這又良善

單張旋轉一百八十度，額頭皺紋變成嘴角上揚的笑

又忠心的僕人，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笑臉，他操濃厚湖南口音開心的說「信耶穌，憂愁

雖然張叔暫時離我們而去，我們又意外又不

變喜樂」，病友立時被逗笑了，喜樂的心乃為良

捨，但我們仍要含淚喜樂的唱，讓我們「相約在主

藥，福音信息這時當然更容易進入憂愁的心。如果

裡」。

上帝統計，有史以來誰在台大醫院派發最多福音單

(前愛心團契主席，台大醫院醫師)

張，非張叔莫屬。

理直氣壯帶病友
記得每周一晚，契友就分名單赴各病房邀病友

「給你，親愛的醫師」二刷
訂購享優惠價

來愛心福音晚會，我每見到因腦神經開刀而手腳活
動不靈活甚或半身癱瘓的病友，常會信心軟弱，既
嘆醫學之有限，也猜病人必覺得「如有神愛他，
為何讓他遭此苦難?」但張叔邀請人從來是理直氣
壯，不拐彎抹角。聽不懂他口音的病友，可能還以
為醫院晚上還有特別檢查，派張叔來帶人。總之，
不由得病友三心兩意，張叔搶救靈魂，一視同仁，
絕不柿子挑軟的吃，信心十足，所以團契今日獻詩
「大山可以挪開」。

原價每本NT$250. 特價8折NT$200.(含掛號郵資)
大宗訂單折扣（含運費）一箱20本為單位
7折 訂購20本或40本（每本NT$ 175）
6折 訂購60本或80本（每本NT$ 150）
5折 訂購100本或更多（每本NT$ 125）
歡迎上網下載訂購單或利用前幾期月刊中之訂購
單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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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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得救之大專院校基督徒醫務學生，有醫療傳道負擔心志者。(本活動內容是為基督徒學生設
計，報名前請先斟酌自己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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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傳道相關主題教導。（以上各單位會視錄取學生之科系年級做調整，以實際安排課程為主）
四、見習醫院、日期、名額、參加資格、內容：
項次

醫院

第一梯次

第二梯次

梯次人數

1

馬偕紀念醫院
(台北)

7/22～7/24

無

4名

2

天主教
耕莘醫院

7/23～7/25

無

2名

3

淡水皓恩
牙醫診所

7/02～7/05

8/06～8/09

各3名

4

馬偕紀念醫院
新竹分院

7/14～7/18

無

3名

5

台中
育民診所

6/26～6/29
7/17～7/20
7/24～7/27

8/07～8/10
8/14～8/17

各2名

6

埔里
基督教醫院

7/22～7/26

無

6名

7

彰化
基督教醫院

7/01～7/03

無

8名

7/01～7/05

無

6名

8/11～8/17

無

4名

7/29～7/31

無

3名

8

9

6

嘉義
基督教醫院

台南
新樓醫院

參加資格及附註說明

見習內容
由醫師團契的成員為主體，帶領
限醫學系高年級，供食宿。 學生門診、實驗室見習、醫師團
需自備實習白袍。
契聚會(晚上)，生涯規劃經驗分
享，醫師生活甘苦談等。
西醫、牙醫、護理、檢驗、 跟隨基督徒醫療人員觀摩見習，
放射、藥學系，各年級皆 體驗一整天工作模式，居家訪
可，供食宿。
視，烏來福山(山地醫療迴診)。
見習內容：特殊需求者照顧中心
門診見習，參訪特殊安置中心並
限牙醫系四年級(含)以上同 為該心中禱告；日常門診見習與
學。
診所設計經營規劃分享；基督徒
供午餐(住宿請自理)‧
牙醫師信仰與專業，成長交流。
弱勢族群口腔醫療計畫與照護面
向探討。
各醫療科見習，病房巡診，馬偕
各科系年級皆可
醫療傳道認識，團契小組分享，
供食宿。
參與員工大禮拜及單位小禮拜、
需自備實習白袍。
社會服務工作體驗、病房關懷、
社區健康活動推廣。
內、外、兒、婦產科門診，偏遠
醫學系各年級皆可或其他科 地 區 義 診 跟 診 、 機 關 社 團 演 講
系最高年級，供食宿。
見習，電台call in 節目實習…
etc。
OPD見習、OR見習、山地醫療、
精神科日間病房、兒童發展中
供住宿，膳食自理。醫學
心、基金會、福音佈道、醫師家
系、護理系為主。
庭小組分享、海外醫療分享、日
月潭或清境踏青等。
門診、病房探訪、安寧病房，醫
限醫學系、護理系二年級以
倫中心、醫務團契、放射腫瘤單
上，供食、宿（原住中彰投
位、健促中心、精神科病房、醫
者除外）。
師及醫事基督徒同工經驗談。
病房探訪、社服事工體驗、認識
醫學相關科系各年級皆可，
醫療宣教、阿里山山地醫療體驗
提供午餐及住宿。
等。
限醫學(牙醫)系.護理系. 泰國東北Buriram省短宣義診：
藥學系.公衛系(四年級以上 看診、跟診、小手術、包藥；衛
)；泰國(東北)短宣義診； 生指導；
自付機票及簽証費(約1萬5 獻詩；個人見證分享；其他創意
千元，以實際價格為準)， 佈道活動；
並出發前應參加嘉基的行前 衛生教育。
籌備會(三次)。
院史介紹、安寧病房探訪、了解
限醫學系。
安寧療護跟診查房、參與醫務團
供食。住宿需自理。
契及詩班、與關懷師探訪病人、
需自備實習白袍與聽診器 居家訪視、參觀長榮中學教會歷
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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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
基督教醫院

8/11～8/15

無

6名

11

恆春
基督教醫院

7/07～7/12

8/11～16

各5名

12

台東
基督教醫院

7/15～7/19

8/12～8/16

各4名

13

台東
恩典牙醫診所

6/28～7/02

無

3名

14

台東
東和外科

7/12～7/16

同以下
雲南義診

4名

15

中國
雲南麗江
偏鄉義診

8/22～8/27

10名

16

亞洲基督徒
醫療工作者暨
學生交流會議
(在日本名古屋
舉行)

8/06～8/10

10名

善工服侍簡介、院牧事工簡
介、醫學倫理、安寧療護、醫
供三餐(以便當為主)，住
師團契、病房福音隊、關懷小
宿，限醫學相關科系年
組、原住民訪視、海外醫療傳
級，醫學院高年級優先。
道分享、門診醫療見習、門診
佈道。
門診佈道、病房探訪、診間見
供午晚餐、住宿，各科系 習，社區訪視（獨居老人、探
皆可(醫學院高年級優先 訪 菲 律 賓 姊 妹 ） ， 晚 上 與 院
)，亦歡迎社工系同學。 長、陳雲址前院長或張健昌醫
師等座談會。
供住宿，餐食自理。醫學 山地巡迴醫療、病房探訪、社
系牙醫系(四年級以上含 區居家服務、日托站衛教、護
後醫系)、醫學院其他科 理之家、照護機構服務、醫師
系三年級以上(應屆畢業 團契聚會...等。
生)‧
開業牙醫診所門診見習，診所
員工例行查經聚會及配搭短宣
限牙醫系，各年級皆可(
之介紹，無牙醫鄉執業模式及
高年級優先)，供食宿。
巡迴醫療之介紹，參訪行程，
與教會青少年分享交誼等。
蘭嶼義診、台東美地、兒童之
各年級科系皆可，
家、基層門診、團契查經禮
供食宿、當地交通。
拜。
醫護院校學生每名一萬元 服 務 內 容 ： 門 診 掛 號 、 量 血
整（含機票、食宿、當地 壓 、 病 患 就 診 引 導 、 關 懷 病
交通等，不含台胞證、護 人、心理諮詢、衛生教育、發
照費用）。
放藥品、場地總務、秩序維
高年級優先。
持、探訪等。
經費有困難者，再提申請 團員需全程參與，團進團出不
部分補助，補助以5-10名 得脫隊。團員需參加晨更、靈
為限。
修、分享檢討會等。
會前學生參訪活動、會議主題
各年級科系皆可、具基本
演講、討論、參訪行程、操練
英文會話能力; 需參加會
英文能力、與日本（JCMA）、
前說明與訓練會。費用：
韓國（KCMA）、香港、台灣
報名費、住宿費、機票；
（TCMA）等亞洲各國的基督徒
有困難者可申請部份補
醫療人員及學生交流、分享、
助。
與醫界學長姊生活、談心等。

五、主辦單位：中華基督教路加傳道會 (CCMM)、台灣基督徒醫學協會（TCMA）
六、協辦單位：（由北向南順序排列）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醫師團契、天主教耕莘醫院、淡水皓恩牙醫診所、馬偕紀念醫院新竹分院、
台中育民診所、埔里基督教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台南新樓醫院、嘉義基督教醫院、
屏東基督教醫院、恆春基督教醫院、台東基督教醫院、台東東和外科、台東恩典牙醫診所。
七、報名方式：自即日起至5月25日止，請先下載報名表(tcma.org.tw）， 填妥資料後，將檔案加上自己姓
名，用附加檔案方式，回傳報名表至以下信箱，e-mail: follow2008@gmail.com
再由主辦單位收件統整分發（六月上旬公佈）。
若有疑問洽詢專線如下：台灣基督徒學會 (TCMA) 林麗娜幹事 電話: 02-2537-2528
路加傳道會(CCMM) 陳閩秀傳道

電話: 02-2365-1190

八、錄取說明：
⑴以前曾參加見習營者，歡迎今年報名不同的醫院見習。
⑵各見習醫院訂有名額上限，若報名人數超出名額，將以高年級學生優先錄取，同年級者則依報名先後錄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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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每人可填寫二個志願，由主辦單位按報名先後及志願順序分發，若要參加2處醫院的見習營者(請特別勾
選註明)。
⑷錄取者將以電子郵件或電話通知後續事宜。
⑸報名者需全程參加活動，不得以任何理由遲到早退，無誠勿試。
⑹參加見習後，請繳交心得報告1000字左右，以郵件或Email寄至主辦單位。逾期未繳報告者，保證金將
轉為奉獻不再退費。
⑺見習時需注意服裝儀容與禮貌，請勿穿著短褲、夾腳拖等。
九、費用：學生需自行搭車前往醫院，錄取後須繳交1000元保證金，期限前未繳者視同放棄，參加見習完畢
，繳交見習心得後退還全數保證金。（錄取後告知繳交劃撥帳號）

編輯小組：程得勝‧顏國順‧蕭錦鋒‧陳恆德‧陳蕙婷
陳恆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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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