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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芬宜老師

感謝神！暑假的部落游藝學校圓滿舉辦，也在
其中經歷到神奇妙的作為。從台北出發時正是狂風
暴雨，在前往阿里山途中則是濃霧瀰漫得幾乎看不
見路，心裡不禁擔心起來，只好懇切向神禱告，不
料到達目的地－茶山部落時，竟然是豔陽高照的好
天氣！在營會期間大約早上8點太陽公公就開始散
發他的無敵熱情，天氣非常酷熱，不分大人小孩每

大大小小的手印時，不禁都驚訝於成品的美麗與壯

天都汗如雨下，也曬得黑抹抹的，雖沒有冷氣，但

觀，也體會到團結合作、眾志成城的寶貴功課。此

在宜人景色中卻可體驗到心靜自然涼的境界。

畫作已於九月間捐贈給台北市士林公民會館珍藏，

此次參加者首先需要自製竹碗及竹叉子好在營

並做長久性展示，未來也計畫能與公民會館合作，

會中使用，小朋友告訴我，所做餐具真是妙用無

將部落游藝學校的事工宣揚開來，讓更多人一起來

窮，喝水、吃飯、吃點心都可以用，既方便環保，

關心支持。

又新奇有趣。晚上請來天文專家講解星象，並帶來

許多小隊輔和小朋友們在此次的營會中都成長

天文望遠鏡供大家實際觀察，可惜月姑娘不斷與星

不少，遇到困難時大家學習同心協力、互助合作，

星搶表現，只好換成觀察月球表面了！

一起禱告、仰望神，從別人身上看見神的愛，令我

在炎熱高溫中，跳入冰涼的溪水中戲水是最快

非常感動。在營會期間，發現平時在家中嬌生慣養

樂的時光，甚至在操場潑水、打水仗也令大家興奮

的小隊輔們，開始能夠擔負責任，用心照顧小朋

不已，大夥兒都玩瘋了！四處滿佈尖叫聲及大笑

友：安慰傷心的、照顧不舒服的、排解有糾紛的、

聲。

陪伴落單的或是放開心胸和小朋友瘋狂地玩，看到
此次活動中的一大亮點是我們根據鄒族傳統神

他們為小朋友的努力付出，真是令人欣慰！

話故事，集體創作了一幅巨大的台灣藍鵲向日取火

本次部落游藝學校參與人數比以往增多，在各

圖，大家用手掌沾上五彩繽紛的顏料，用手掌印製

樣事情的安排與聯繫上都特別需要仰望、倚靠神方

畫作，為了讓手印佈滿畫布的各個角落，有時小

能成事。感謝許多弟兄姊妹為游藝學校不斷代禱及

隊輔需要幫小朋友像表演特技一般才能順利完成

用奉獻支持，使我們經歷神夠用的恩典及豐富的供

任務，真是個難得的經驗！當大家將整張畫布蓋滿

應。在這次活動結束後，我們與小隊輔們仍保持良

好的互動及聯絡。感謝神！在台北有些未接受福音

料印在畫布上，本來還覺得有點噁心，但看到作品

的的小隊輔們願意嘗試參與教會的小組聚會。在部

完成的樣子，哇！好漂亮！我要謝謝教會的芬宜老

落游藝學校的事工中，神實在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

師給我這個機會參加阿里山部落游藝學校，讓我了

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

解原住民的習俗和體驗原住民的生活。這五天我覺

的，除了感恩，還是感恩！

得很充實也很開心！」（愷寧，小三）

以下節錄一些學員與小隊輔參加後的心得及體
驗：

❃「這次的阿里山活動不但讓我增廣見聞，並且
交了許多朋友，過了一個多采多姿的假期，真叫人
回味無窮。」奕綸（小三）

❃ 「山上的孩子跟山下的孩子真的生活不同，
他們跟大自然很親近，我們跟3C產品很親近，蟬聲

❃ 「山上雖然環境不好，沒有冷氣，也沒有電
視，但是非常好玩，每天都忙著學各樣鄒族的技
藝，也交了不少朋友，我一定要每一次都參加。」
（沐恩，小三）

❃「這是我第一次去阿里山，我最喜歡的活動是
射箭，雖然射了十次都沒中，但是我下一次一定可
以射中。」（沐安，小一）

鳥聲是他們的鬧鐘，他們很會利用大自然的資源、

❃「這是我第一次離開家在外面過夜，去一個離

我們則常被塑膠製品給纏繞著，在這裡每天都有不

台北很遠的地方─茶山部落，在那裏認識了很多原

同的驚喜，不同的體驗，自由自在有甚麼活動會比

住民的朋友，第一次自己洗碗、洗衣服很有趣，也

這更好玩更有趣呢！我愛大自然，我愛這個活動，

學了射箭、射彈弓。這次的體驗非常好玩，我明年

說也說不盡，請你一定要來這部落游藝學校親身體

還要再來參加。」（韋翰，小二）

驗，一定會和我一樣陶醉。」（開聖，小五）

❃ 「在陽光普照的那個禮拜，我體驗到鄒族特
別的舞蹈、美術、打獵等許多有趣的活動，也讓我
瞭解鄒族的文化。這次的營隊，我學到了很多，例
如：鄒族朋友的熱情，讓我和他們搭起了友誼的橋
樑。他們的樸實和單純，讓我與他們相處時很輕
鬆自在，而煩惱也頓時消失，這是從這次營隊學習
到的收獲。另一個更大的收獲則是，對於別人可能
離開家是件家常便飯的事，但對我來說，卻是很害

❃ 「在活動中我領悟到山上的純樸、節省和善

怕的事，但這次我克服了它，多虧黃老師的話，

用自然資源的能力，令我深感敬佩。我不會忘記在

她說：『我也是個愛哭鬼，因為大家都有哭的權

茶山的點點滴滴，謝謝你們，因為有你們的一路相

利，但當你哭完就去面對你所煩惱的事，然後解決

伴，讓我有如此豐盛的收穫。」（菲亞，小六）

它。』因這段話，我哭過了，想通了，也克服了想
家這件事，真是收獲良多啊！」（章瑗，小六）

高興看到小朋友們在這一年中有很大的成長及進步

❃ 「謝謝那麼棒的夏令營！謝謝茶山上的每個

（尤其是身高），隊輔們越來越會帶領小朋友們進

人！我們每天都過得很快樂、很開心。我還認識了

行活動，也很感動在每次活動結束後，小朋友用不

鄒族的人他們是怎麼樣過生活的。小隊輔很棒，很

捨且期待的眼神，希望我們下次還能再來跟他們一

可愛，對我們非常好。我以後還會想再去的！我會

起玩。」（振寗，大一）

想念他們的！」（宇恩，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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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來茶山部落，感觸一次比一次多。很

❃「這是我第一次有一種當了姊姊的感覺，有些

❃「在這次游藝學校的活動中我印象最深刻是那

不敢相信自己能和他們說說笑笑，不過偶爾幾個孩

幅用我們的大小手完成的藍鵲畫作。我們用手沾顏

子會調皮不聽話，本來脾氣就不大好的我差點要發

脾氣，但是這種時候就得學著壓著自己的性子，也

❃ 「期待與茶山部落可愛又充滿活力的小孩見

算是一種磨練。在炎熱的夏日，我們到瀑布戲水，

面，也想念當初認識的小隊輔們，更認識了新的小

在陽光照射下噴濺的水花閃爍著，伴著孩子們天真

朋友及小隊輔，雖然只是短短的五天，但那幾天是

的笑容，清脆爽朗的笑聲讓暑氣變得沁涼，在山上

令人難以忘懷的美麗回憶，辛苦同時也快樂，炎熱

的最後一夜，大家一起跳著舞，我拉著孩子們的手

的天氣也因著玩水使人涼快！人人喊熱喊累，但還

轉圈，營火映在他們小小的臉上，有著長睫毛的眼

是努力及用心的參與活動。每次的參與都會有不同

睛閃著光芒，結束的時候彼此互相擁抱，孩子們伸

的回憶，不同的成長，希望大家都能把這些回憶牢

出瘦小的手臂，給了我大大的擁抱，那一刻我只希

牢記在心底！」（慕安，高二）

望他們能夠平安健康的長大，那是一種難以形容的

❃「這次游藝學校還是那麼好玩! 但是更好的是

心情，好像在驚喜中夾雜著一絲不捨和牽掛。回到

有外國來的小隊輔，在那幾天真的好希望我的英文

了台北，還是時時想到茶山的孩子。期望這世上美

可以很好，可以和他們溝通。希望下次我的英文可

好的祝福都能隨著風帶到茶山，送給在我生命中特
別的孩子們。」（昭穎，高三）

❃「在帶小朋友的過程中讓我學到很多平常我們
在家，在學校學不到的事。原住民小朋友的體力真
的比都市小朋友好太多了！而且他們的體格也比都
市小朋友好很多，有的小朋友已經有胸肌、腹肌、
二頭肌了，真的是太厲害了！我們真的要讓都市小
朋友和原住民小朋友多相處，他們才能互相學習。
希望能將這樣的活動擴散到其他的族群，讓更多人
來參加這樣的活動。」（林螢，高二）

❃「這次參加游藝學校體驗到了很多新的事物，
像是射箭、木彈弓、還有鄒族的歌舞等……。和小
朋友們相處也很有趣，他們隨便在路邊都可以找到
奇特的花花草草還會告訴你它有什麼用，真的超厲
害的。我覺得自己從他們身上學到了很多，是個很
特別的經驗。」（允彤，國三）

❃「很高興的參加阿里山的志工活動，非常的新

以好一些。」（凱莉，國三）

❃「謝謝老師讓我有機會當隊輔，我發現原來隊
輔不只是來管教小孩，更是孩子們的陪同者，陪伴
孩子們在遊戲中一同學習，一起成長。」（天恩，
國三）

❃「小朋友都好可愛好天真，所以照顧起來很開
心，也在照顧的過程中學到了好多事情。印象最深
刻的是美味的烤山豬肉大餐！真是人間美味～希望
下次有機會可以再參加！」（家馨，高二）

❃「這幾天太陽毒辣卻讓人曬得活力無限；孩子
們橫衝直撞但天使般的笑容收買了一切；茶山四望
除卻蓊鬱一片還是翠綠連綿；這裡瓜果甜、食物令
人白飯連盛三碗；這裡就只是簡簡單單幾戶人家的
一個小小部落……但是這五天，我累得如同癱瘓、
卻笑得那麼燦爛且由衷；這五天我的生命中踏進
了許多特別的人，或許知道不能久佇但曾經我們深

鮮。不光是來玩的，而是把我們的愛帶到阿里山的

刻；這五天我身上總是爬滿了孩子，追著、抱著、

部落，和部落的小朋友們一起開心的學習成長。過

背著、哄著有時可能也吼了幾聲、有時可能也需要

程是辛苦卻也是甜蜜的，看著自己帶的小弟弟在這

忍下心罵上兩句……從沒想過會如此瘋狂走過。謝

五天之中慢慢的成長，從一開始想父母，漸漸變成

謝讓我遇見這樣一群人，能夠燃燒自己且心甘情願

能獨立的小男生，真的是替他們感到高興。」（祖

的為孩子們拼盡全力。這個夏天，茶山～珈雅瑪部

頤，大三）

落繽紛的一頁。」（于暐，高三）

❃「這次的游藝學校讓我學到很多，因為我臨時

❃ 「During the time spent at Alishan,

被委任小領隊，很緊張但是也學會很多。和大家一

I really enjoyed making new friends with

起分享了自己家鄉的事物，不只是帶小朋友還讓我

Taipei and Alishan students alike. I think

認識很多朋友。謝謝老師讓我有機會成長。」（玉

the dancing, crafts, and time spent together

庭，高二）

were all very meaningful and helped for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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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lasting bond between all of the camp
participants.」（Joseph，醫一）

❃「I’m rather passive, so this chance
gave me a lot of challenges to lead our group
throughout the academy, including lining up,
communication with each other and so forth.
We have learned a lot about the village’s
culture; their traditions, crafts, dances…
I believe all of our participants this time
had a great time. I also took part of being
the supervisor of all kids in the academy,
which resulted me to have to remind them of
manners, but on the last day when we left,

阿里山部落游藝學校課表
(104/02/10~14)

a lot of kids came to say goodbye to me and
gave me a warm hug. I was very touched, so I
look forward to going back to Alishan in the
winter.」（RoRo，大三）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for inviting
and welcome me to this summer camp program.
It is really enjoyable for me to be with
you guys and experience the life up on the
mountain. And it is really touching for you
guys to make it comfortable for me, for that
I really appreciate it. I would like to be
in this program again next year.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Lily，高一）
下一次部落游藝學校預定於104年2月10至14日
寒假期間舉行，歡迎大家一起來參與，將神的愛帶
到需要的地方。
相關報名表可上tcma.org.tw網址下載

日 期

活

動

項

目

A-VEO-VEO-YU歡迎來到珈雅瑪，分配住
宿，環境介紹。午餐－報到－分組－
第一天 開學典禮 (師長，隊輔介紹)。A.相見
2/10 歡，破冰 B.鄒語教學，原住民歌曲教唱
(星期二) C.珈雅瑪部落巡禮 (部落文史故事) (各
1小時)。自由活動－晚餐－鄒族文化體
驗-向天神取火－小組時間－晚安休息
起床－早餐－集合，早操，詩歌教唱，
A.心靈小棧 B.美術(鄒族娃娃製作)(各
90分鐘)。午餐－午休－狩獵技藝學習
第二天
A.木彈弓 B.田野進擊(甘蔗田，做黑糖)
2/11
C.生態導覽 (認識部落的鳥類、植物、
(星期三)
昆蟲……鳥笛製作) (各90分鐘)
晚餐－夜訪森林的居民－小組時間－晚
安休息
起床－早餐－集合，早操，詩歌教唱，
A.鄒族手工藝 B.原住民歌與舞學習 (各
第三天
90分鐘)。午餐－午休－狩獵技藝學習
2/12
A.溪水邊陷阱設置 B.射箭 C.竹炮射擊
(星期四)
+ 打麻糬 (各90分鐘)。晚餐－同心協力
－小組時間－晚安休息
起床－早餐－集合，早操，詩歌教唱，
A.原住民遊戲 B.社區服務 (各90分鐘)
第四天
午餐。午休－A.活動筋骨 B.巡查陷阱、
2/13
檢視獵物 C.準備豐盛原住民風味餐(各
(星期五)
90分鐘)。晚餐－營火晚會 (結業式) 成
人禮－晚安休息
起床－早餐，整理行囊，
第五天
A.愛玉製作 B.竹筒飯 C.集體創作 (各
2/14
60分鐘)。午餐－自由時間－珍重再見
(星期六)
A-VEO-VEO- YU 期待再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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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度阿里山部落游藝學校報名表 (104.2.10-14)
姓名：

身份證字號(保險用必填)：

生日：民國

年

性別：□男

日 就讀學校：

月

國小

□女
年級

通訊住址：□□□
電話：

E m ail：

緊急連絡人：姓名

關係

104.2.10 集合地點：□上午 6:30 石牌捷運站

電話
□上午 7:00 台北高鐵站

□上午 9:00 嘉義高鐵站

注意事項：
1.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4 年 1 月 5 日截止。
2.邀請對象：國小一至六年級學生
3.本次活動預計招收 30 位學生，額滿為止，報名前請先聯絡黃芬宜小姐(手機 0911866904)，確定
仍有參加名額。
4.將於 104 年 1 月 30 日前寄發赴會通知及注意事項給報名參加學生。
主辦單位：臺灣基督徒醫學協會
協辦單位：茶山國小、嘉義縣阿里山鄉茶山社區發展協會、茶山部落農村再生永續發展協會
活動地點：阿里山茶山國小(嘉義縣阿里山鄉茶山村三鄰 74號)
匯款資訊: 戶名- 黃芬宜

郵局帳號- 0002336-0707334 北投石牌郵局(匯款後請務必連絡告知)

活動費用(包含材料費、食宿及課程費)：□ 12/20 前優惠價 6000 元

□ 12/20 後 7000 元

若需搭乘高鐵者高鐵票費用另計(請與黃芬宜小姐聯絡代為訂票)
付款方式請洽聯絡人黃芬宜小姐(手機 0911866904)
電子信箱 : fenyihuang@gmail.com
學員簽名

監護人簽章

日期

本報名表蒐集並使用您之個人資料（包含姓名、生日、身份證字號、電話、住址、電子信箱等其他足資識別該個人之資
料）
，您所提供之任何資料絕對保密，所有資料只提供阿里山部落游藝學校活動使用。在未經您同意之下，我們絕不會將
會員的個人資料提供予任何與本活動無關之第三人，或移作其他目的使用。 您對於所提供之個人資料，有查詢及閱覽、
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刪除等需求時，可以與黃芬宜小姐聯絡，我們將儘速進行處理。

參加同意書
本人

願子女

參加阿里山部落游藝學校。本人子女身體健康良好，無任何

重大疾病。活動期間內(104/02/10 104/02/14)謹遵守營隊之所有相關規定，並享有活動參加之權利
與履行規定之義務。若有不服從工作人員指示，或活動期間有擅自做出逾越營隊規定之行為，而發
生任何意外，一切後果願自行負責。
學員簽名

監護人簽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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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４屆醫療奉獻獎報導
ＴＣＭＡ資料室整理
趙文崇醫師，長期致力於發展偏鄉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工作，執行兒童發展與學習的相關工作，今年由埔里基
督教醫院推薦，經過嚴格的評選，由個人醫療奉獻獎43件推薦候選人中，錄取9名，榮獲由立法院厚生會、
聯合報系主辦，財團法人厚生基金會承辦之第24屆醫療奉獻獎。
趙醫師說：阿公是藥劑士，父親是留日的醫師，自己耳濡目染，選擇小兒科。這些年他深入偏鄉不斷宣導教
育觀念，也在各教育大學特教系所執教，要教師教導班上孩子如何跟特殊的孩子相處。
對於獲得本屆醫療奉獻獎，一向低調的趙文崇醫師並不覺得自己所做的事情值得誇耀。他表示自己從小所處
的環境就是要勤儉耐勞；受到的教育就是要努力、要勤奮、要對人友善、要幫助人。而且在教會所受到的教
導，就是不能只顧自己的事，要彼此相愛，要愛鄰如己，要為有需要的人多走一里路，「我覺得這就是人生
應該要有的態度。能夠平靜安穩的過日子，設法不虛度每一天，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就是最幸福的事
了」。
身為一位基督徒，趙醫師對教會事工很關心。也自2004年加入本會會員至今；其父親已故的趙榮通醫師生前
也是本會的資深會員，趙文崇醫師2003－2012年擔任埔里基督教醫院院長任內，曾多次擔任本會研修會講
員，深獲好評，並帶領埔基同工協辦本會之研修會與國際會議數次，對於醫療與傳道事工非常支持。

堅持對的事，努力去做，這是趙醫師的主張。
感謝主，藉著基督徒醫療人員在社會中發光，
恭賀趙醫師獲獎，榮神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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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牙六 許睿安同學

這個見習營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這是以牙科
為主的見習營，主要到潘醫師的診所，以及台東其
它偏遠地區服務，這次也很幸運能跟綠島短宣隊配
搭到綠島國小與綠島教會義診。
在今年二月TCMA的年會上，我認識了在台東執
業的潘文良醫師與美玲師母，與潘醫師聊天後，對

也看見神創造他們的慈愛之手，對他們的期望和
愛。
透過與潘醫師和美玲師母聊天過程中，除了聽
了許多信仰的見證外，也在人生的規劃（例如：工
作、婚姻、家庭……）給了許多寶貴的經驗談，真
的很感動。

於在台東的牙科工作很感興趣，於是心想如果有機

此外，有天晚上也安排跟福音牙科診所的劉致

會一定要去看看。感謝上帝讓我在畢業後的最後一

成醫師家庭一同聚餐。劉醫師送給年輕牙醫師重要

個暑假，有時間到台東參加醫療見習營。透過這個

的工作忠告：「①不要憋尿②培養靜態的興趣③以

機會讓我了解不一樣的牙醫師生活，要如何將工作

textbook的標準治療步驟為主」。將這個忠告也一

與信仰結合，以及認識偏遠醫療的實際面。

起送給剛要工作的年輕醫師們。

恩典牙科是潘文良醫師與美玲師母一起經營的

最後，如果未來想要到遠離都市到偏遠地區執

福音診所。它位於台東山區的延平鄉，服務的對象

業，有下列幾點建議：

是延平鄉的居民以及周邊鄉鎮，或是更偏遠深山交

1.不只需要具備一定的臨床能力，更要擁有較豐富

通不便的居民。想要在山上開診所不是想像中的那

的臨床經驗，因為只有自己一位醫師要能處理大

麼簡單，尤其在人生地不熟的狀況下。在診所尚未

部份的問題。

成立前，潘醫師將一張牙科診療椅安裝在巴喜告長
老教會裡，固定在禮拜完後幫會友及居民看牙，慢
慢跟大家建立起關係，彼此不再只是醫師和患者的
關係，因為關懷的層面加深，而像是在主內的弟兄
姐妹一樣。另外，今年潘醫師在鹿野鄉新增了一個
看診的點，希望能幫助更多的民眾。潘醫師平常除

2.了解當地的文化跟狀況，先跟居民建立好關係與
信任感。
3.考慮到當地患者的經濟狀況，許多自費項目如果
無法負擔，則須採折衷的治療計畫。
4.有時間跟經驗豐富的長輩聊聊，親自參與醫療服
務，才能真的了解當地的環境以及需要。

了在牙科看診，也會安排時間到國小做口腔篩檢衛

『耶穌說：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

教，還會帶著整組可攜式的牙科器械到教會或是其

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馬太福音

他偏遠地區看診。另外，也參與海外短宣義診。

二十六章40節)

我們在忙碌的生活中，很多時候常會被繁重的

未來希望有空時，能再度帶著輕便的行囊，暫

工作埋沒而感到疲憊，可能忽略身旁需要幫助及關

時遠離熟悉的都市生活圈，跟隨基督的腳步走入有

心的人。醫療宣教是神對我們的呼召也是基督徒的

需要的地方，帶著一顆謙卑願意服事人的愛心，相

使命，能夠不求利益的去幫助有需要的地區和人

信每一次都能夠成為他人生命的祝福。

群，並傳揚福音和分享上帝的愛是多美的一件事。
耶穌要我們學習去愛不可愛的人，從人的不可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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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大醫學六 柯德敏同學
不同於以往總是選擇參加偏鄉的醫療傳道見習

且力排眾難，宣傳手語門診，在蔡醫生身上，我切

營，這是我第一次在西部的基督教醫院中見習，在

切實實的看到了馬太福音25:4「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次為期三天的見習中，雖然短暫，卻也有機會看

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

到了西部地區，基督教醫院和基督徒護理人員如何

是做在我身上了。」

在因著豐富的醫療資源，競爭激烈的醫療環境中，
發揮屬靈的影響力。

一百多年後的今天，或許我們不再需要為著醫
療資源的匱乏、民眾對基督教的偏見而奮鬥，但是

提到新樓醫院，大家最耳熟能詳的大概就是馬

我仍然在蔡醫生身上看到前輩們這樣篳縷維艱的醫

雅各醫生了，新樓醫院為台灣首座西式醫院，1865

療傳道精神，或許這也是在都市中的基督教醫院發

年，馬雅各醫生毅然決然辭去了英國伯明罕醫院優

揮醫療傳道精神的價值吧！正如聖經希伯來書所

沃薪水的工作，自願前往福爾摩沙，在台南府城

云：「你們務要常存弟兄相愛的心。不可忘記用愛

看西街租屋，開始了醫療傳道。但一開始不被當

心接待客旅，因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覺就接

地人所接受，更被當地漢醫排擠，民眾甚至造謠他

待了天使。」

取人的心、挖人的眼睛來製藥，最終導致人民暴動
搗亂、投石破壞，拆掉他的醫館和傳教處所，也就

提醒您繳交會員常年會費

是當時的「看西街事件」。但是馬雅各醫生並未因

提醒會員今年度若還未繳交會費者，請儘快繳

此而放棄，聖經上說：「弟兄們，你們行善不可喪

納，以利會務發展。另本會之捐款收據得以扣抵

志。若有人不聽從我們這信上的話，要記下他，不

綜所稅，歡迎多加利用。

和他交往，叫他自覺羞愧。但不要以他為仇人，要
勸他如弟兄。願賜平安的主隨時隨事親自給你們平

月刊讀者變更地址

安！願主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本會所發行之醫療與傳道月刊，屬贈閱性質，每

在這次的見習中，很難得的機會認識家醫科的蔡

個月發行一次，讀者若因搬遷，工作調整，街道

悅琪醫生，她開設了全台灣第一家手語門診，因著

門牌整編等因素地址異動，請主動與本會聯絡，

心疼聽障病人看診的不方便，她曾聽聞多起誤診皆

最近幾個月常有退件的情形發生，造成郵誤罰鍰

肇因於不留的溝通，通常聽障患者大多是靠手寫和

的損失。變更收件地址可用電話或以電子郵件變

醫生溝通，但是耗力又費時，經常發生一知半解的

更皆可，謝謝您的合作。

情況，延誤治療的情況也是層出不窮，醫生提到有
病人因為無法表達而導致發現食道癌時已經為時已

感謝您的支持

晚了，也有病人重覆服用高血壓藥而不自知，更令

1.為阿里山游藝學校

人心酸的是，曾經有聽障患者因著醫護人員無法了
解手語而被當成街友趕出了醫院，有鑒於此，蔡醫
生願意委身服事，花時間和精力研究手語問診，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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