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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屆ICMDA世界大會與會心得

陽明大學臨床暨社區護理研究所碩生 莊家豪
從未準備超過兩次的籌備行前會。從未搭乘飛

定時，我定睛在神的面前，我禱告向神祈求幫助，

機飛行超過12小時的航程。從未面對全球超過80個

因為祂知道我是誰，我是如此缺乏、是多麼需要幫

國家約1000位的醫療人員，齊聚在荷蘭鹿特丹國際

助。保羅在哥林多後書寫道：「我的恩典夠你用

會議中心，舉起雙手敬拜神。從未在許多國家的基

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

督徒圍繞下彼此分享、禱告紀念。生命中有太多未

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

做的事情，及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在神那裏是無極

我（哥林多後書12：9）。若是神悅納，祂的大能

限的，在祂的意念下我憑信心度過美好的旅程。

會幫助我完成，只要我願意像彼得一樣想跨出信心

啟程

腳步，努力朝著目標邁進，想要更多經歷神大能同

2013年八月份韓國亞洲大會的領受後，TCMA
JAMES的蕙婷姊邀請我一同預備心，能夠參與難得
的全球大會，也鼓勵我一同服事及陪伴將來與會的

在的人，我將成為見證人，訴說神在我身上的奇妙
作為。

預備

醫學生。當時我笑笑地婉拒她，想著：「這必會花

從今年年初開始，我和蕙婷姊便開始展開活動

不少錢，這英文溝通能力必要很好，這事必要大大

報名及申請大會補助的事情。從招募醫學生到申請

突破自己的舒適圈，這事必…。」總之，對於當時

補助，我們花了不少時間及精力，且當公佈補助名

的我，想著根本無法負荷這麼沉重的任務。但面對

單不如大家預期，許多學生若沒有補助款項，無

我所認識的神，祂是如此偉大全能，如果我能承認

法負荷昂貴的費用及機票支出就頻打退堂鼓。我

自己的軟弱，卻願意跨出一切不可能只為了得著領

們相信這個活動是有益處的，能從醫學生年輕時挑

受及祝福更多的同行人，這樣微小的心願是否神能

旺他們跟隨的心志，但對於大會運作的困難度及學

幫助我克服困難，迎向恐懼的時候？在確認受邀時

生的軟弱不足，讓我們再次回轉到神的面前祈求幫

我仍小信地想著。

助。「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

直到月底，蕙婷姊再次邀請我，並提醒我報名

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祂必指引你

已經開始了。當時我心裡想已經逃不了了，是該正

的路」(箴言第3章5～6節)。所行的無論任何事，

視這個在我面前需要面對的考驗。當我還在躊躇不

都要以祂為主，因此當我們尋求時神就開路，並在

當中賜給我們智慧，成立TCMA內部募款方法來協助

感到滿意，不是因為在極少時間能完成任務感到滿

有困難的學生能募集到出國費用。感謝神的是，奉

意，而是大家對於奇特的方法能完成初步的目標，

獻金額不多不少就是剛好的金額。讓我不禁從心裡

也有彼此互助幫補的心表示感動。能在服事這群醫

揚起讚美的詩歌：「小信的人哪，野地裡的草，今

學生當中再次看見彼此相愛、和睦的美好，多虧了

天存在，明天就丟在爐裡，神尚且這樣給它穿戴，

有主的連結才能成就諸般美好的事情。

何況你們？所以不要憂慮，說，我們要喫甚麼？喝
甚麼？披戴甚麼？因為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急切尋
求的，你們的天父原知道你們需要這一切。但你們

調適
與許多人一樣，面對第一次的經驗總是有許多

要先尋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一切就都要加給你們

不適感，都需要去調適及克服的。在荷蘭阿姆斯特

了」(馬太福音6：30-33) 。

丹機場下機後，令我難以忍受的就是時差的問題，
以及活動開始前的考驗－住宿家庭的相見歡。很多
事情一起卡在飽受身體及心靈煎熬的難受，使我不
知不覺煩躁了起來。記得印象最深刻的是，過程中
因為大會的疏失，我們必須由另一個寄宿家庭風塵
僕僕地移至另外一個寄宿家庭，當天晚上還因為人
生地不熟而迷了路，所有的埋怨及疲累，讓我的脾
氣瞬間爆發了出來，對著與我同行的弟兄Tim作出
不懂事的表現。
但感謝神的是，Tim知道我的難過但不責備

另外，在啟程的前三次行前會時，我們共同花
了時間籌備行程，這時我們的輔導蕙婷姊因為忙於
終身大事，一人不能分飾兩角，邀請我成為籌備的
組長及未來與會的輔導。雖然肩上的擔子變重了，

維及柔和的話語回答我，那時的我正處在軟弱中。
當我想起自己的軟弱時，就想起這些主也都有所承
受的，甚至高過我們所受的，只是祂至始至終都沒

但我依然相信神是顧念我的，因為不是我所為的，

有犯罪。『祂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

而是主耶和華在我身上的靈幫助我行出來。因此，

苦；我們卻以為祂受責罰，被神擊打苦待了。那知

我們在整個行程的食（用餐）、衣（文化之夜的服

祂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祂受

裝）、住（寄宿家庭）、行（交通）、育（會前準

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祂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我

備－讀書會）、樂（文化市集及國際之夜）的規劃

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

上，能按著所訂的時間完成，也能學習分擔彼此的

的罪孽都歸在祂身上（賽五三4～6）。』這是神給

工作，並將功勞都彼此共享。特別要分享此次行前

我的功課，不管遇到任何情形都要喜樂，這是神的

的讀書會，我們共同讀一本此次大會講者之一，約

命令之一，成為基督徒的生命絕不可能逃離苦難，

翰．華特（John Wyatt）的《人命關天》，基督教

正因為苦難是神最終賜給我們的祝福。

信仰的希望之光看人類困境（原文書名，Matters
of Life & Death : Human Dilemmas in The Light
of The Christian Faith）。當中有些學生有完成
心得的困難，我們就邀請其他完成的團員認領其章
幅，規則是認領者必須完成心得，而無法完成心得
的學生仍能在心得上有份（他仍是作者之一），因
為在認領者完成之前，他要自願性的為心得完成及
認領者代禱。當作品完成後，大家都對認領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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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默默的傾聽我的抱怨卻不吭聲，他用理性的思

蒙召成為醫療工作者，任何屬世的爭端、逼迫
下迫使我們痛苦，也必要靠主常常喜樂。如同哈巴
谷先知所持守的態度，仍要因耶和華歡欣，他說：
「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也
不效力，田地不出產糧食，圈中絕了羊，棚內也沒
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神喜樂。
（哈巴古書3：17-19）。」

任何事情時，要記得不是為事情做、為老闆做，
而是為神做，而且最終神會檢視我們所做的工（或
審判，哥羅西書 3:24～25、4:1）。這天的主題
講員為巴柏羅．馬汀芮斯（Pablo Martinez）表
示醫療能力無法與屬靈恩賜一分為二（Medical
Competence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Spiritual
Competence），大家一定要了解H.I.V，也就是
謙卑（Humility）、正直（Integrity）、遠見
（Visibility），我們需要神的愛和恩典，及聖靈

學生會議（Student Congress）
一、講堂（Lecture，7/19～7/22）

的引領。
第四天講員賴德烈(K.S.Latourette)分享『我們

學生會議開幕晚會中，講員凱文．沃恩

如何為主發光作鹽』，我們和非基督不一樣的是在

（Kevin Vaughan）開宗明義的表示，來這個大會

於－1.神要我們成為聖潔（彼得前書2：9）；2.能

是為了沒有限制的跟隨耶穌，也就是全人的跟隨因

夠光照（Penetrate）社會（John 17:15～18）；

為如此行是為了與主同工來得人。他引用了聖經失

3.基督徒能影響並改變非基督徒的社會，引用賴

錢及浪子的比喻（路加福音15章），告訴我們神的

德烈（K.S.Latourette）基督徒備戰庫的六種武

心意是找尋失喪的人，我們蒙受呼召也是為此，

器（Six Weapon in The Christian Armoury）－

要藉此查驗我們是否有跟隨祂的遠見。若我們願

禱告、福音為前提、高舉基督、談論基督、付出

意，就可以跟隨祂進入Serve（服事）、Share（分

行動及苦難中仰望。而另一講員為佛倫斯•摩林

享）、Shine（發光）。

（Florence•Muindi）也用自己如何回應神的呼

第二天「服事耶穌」講堂中，主軸為哥羅西

召，在衛生改革上遇到困難時仰望上帝，她告訴我

書，由講員琳瑟．布朗（Lindsay Brown）分享。

們：「雖然基督徒感到生命是無聊的、枯燥乏味，

探討基督徒醫學生追隨耶穌基督是重要的，甚麼是

因為在其他人玩樂時你卻在上教會、做事工。但我

使我們與其他醫學生不同之處。我們所依循的是：

們卻可以見神。」

1.基督耶穌是上帝的兒子，與上帝有絕對的關係

二、研討會議（Seminar）

（哥羅西書1：15）；2.耶穌是獨特的創造者，早

會議下午的研討會針對不同樣的主題，讓每

在萬物之前並掌管萬有（哥羅西書1：16～17）；

一個學員選擇感興趣、想了解的課程，如同大學

3.只有耶穌才有救贖（哥羅西書1：15）；4.只有

選課一樣。而我這三天在學生會議期間選擇了

耶穌才有復活的權柄（哥羅西書1：18）。另一講

個人、情境的禱告（Prayer, Personality and

員為楊．庫納（Jan Kunene）則分享了人要和自己

Temperament）、忙碌中維持信仰（Maintaining

脫節，與神連結，因為信心不是來自於所見的，而

Faith in A Busy Life）、跨文化醫療使命（Cross

是由內心發出對神的意念，且追隨基督並不是追隨

Culture Medical Mission）、擴張的學生運動

祂的事蹟，而是與祂所賜的聖靈相交。

（Growing a Student Movement）。在『個人、

第三天講員巴柏羅‧馬丁芮斯(Pablo

情境的禱告』研討會中，講員巴柏羅．馬汀芮斯

Martinez)，他在『發展恩賜』的講堂中，他講到

（Pablo Martinez）表示每個人有情感及理性的不

一個重點，任何恩賜都是神的恩典，給祂所計畫給

同性格，且每個人都有這兩種禱告方式，兩者沒有

予的人，為要完成祂的計畫，但更重要的是，與

好與不好，但神會使用這兩種不同性格的人各司其

主同行（歌羅西書第二章）。因此，當我們在做

職，建立教會並施行管理。在『忙碌中維持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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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講員聖里多博士（Dr. Ricardo Zandrino）

世代是挑戰信仰的時代，而我們的信仰就像是造橋

分享在醫療工作中最重要的優先順序，第一就是

般的，需要找到連結處（馬太福音16:3、哥林多前

與神的關係，再者就是美好的婚姻關係，其次是

書12:32）。那麼，基督徒該如何學習分享呢？華

家庭及兒女的關係，最後才是專業、教會事奉。

特表示模範就在主耶穌基督。1.基督是被差派作僕

『跨文化醫療使命』中，講員伯特尼．寧佳（Bert

人，雖然祂是神卻降生在地，在十架上完成救贖，

Nanninga）引用提多書2：14「他為我們捨了自

我們要學習更像耶穌。 2.耶穌是被呼召去照顧人

己，要贖我們脫離一切罪惡，又潔淨我們，特作自

（Jesus sent to CARE），聖經路加福音7:11～

己的子民，熱心為善」。並提醒我們如何在不同文

13。而基督徒醫護人員要照顧病人如同照顧主一

化下領人歸主，尤其在文化福音未及之處，要尊重

樣，將神的福音及安慰帶到他們面前。

當地文化並將福音融入文化，使他們能聽見福音。

第四天因著受邀請的緣故，我們參觀了

最後在『擴張的學生運動』中，講員哈尼爾．埃勒

Erasmus MC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Haniel Eller）建議醫學生團契要有機構資源進

Rotterdam（荷蘭伊芳拉茲馬斯醫療中心）。帶我

入，如英國醫學生團契有國際醫務團契（IMF）提

們參觀該醫院的是一位非常和藹的老醫師，很專業

供幫助及資源。另外非常重要的是，一個團契要不

的將每棟大樓的歷史及正在興建的故事都告訴了我

斷的更新、提醒學生團契資訊、參與國家性或國際

們。當然，我們感覺到很輕鬆，這裡的醫療環境是

性會議，並減少彼此的距離。

如此安靜，醫院裡沒有如台灣一般擁擠的走道，取

大會主會（Main Congress）

而代之的是大家臉上都充滿笑容。爾後喝茶休息的

一、講堂（Lecture，7/23～7/25）
第二天主會，由安杰．圖卡尼可（Andzrej
Turkanik）分享「你要用哪一種的眼光」，他用保
羅做為例子，分享了提多書1:1～4，進而探討了基
督徒的生命，要如何成為合神心意的僕人。接著第
二堂主題講員潔瑟拉（Gisela Schneider）分享
『把服事主當成醫療專業』，說到專業是超乎工
作，是社會的一部分的發展，使人在合宜的狀況下
學習犧牲奉獻，如馬可福音10：45說道：『因為人
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
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另外，不是因為我做了
什麼，更重要的是我是誰！（Not What I Do, Is
Important But What I AM）。
第三天由約翰．華特（John Wyatt）的主題
「練習分享」（Sharing in Practice）作上午課
程的結束。我特別喜歡這位講者，因為在行前準
備時一起讀他所著作的書，裡面針對許多醫療倫理
議題中，使用聖經的觀點來說明基督徒醫療人員，
應該如何面對及處理的原則。這本書也是英國醫師
團契（CMF）送給學生的贈書之一。約翰．華特在
「練習分享」（Sharing in Practice）講到，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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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刻，老醫師問我們甚麼才是好的醫院？我們左思
右想，實在想不到甚麼好的描述可以形容，但老醫
師笑著說：「能讓醫護人員樂於留下來的醫院，就
是好醫院」。

二、工作坊（Seminar）
會議下午的研討會如同醫學生會議下午的
研討會一樣，我這三天在主堂會議期間選擇了
醫療宣教（Medical Missions）、如何指導醫
學生及新進臨床人員（Mentoring studends and
new graduates）、跨文化服事（Serving Across
Cultures）、用神的愛療癒（The Healing Love
of God）。
於『醫療宣教』中，講員唐．魯柏（Don
Rumbaugh）及納德．唐卓斯（Nader Tadros）分別
在不同區域及領域上分享他們對醫療宣教的任務，
是耶穌基督的福音讓基督教醫療團與世俗的醫療
團，有不同的地方，而他們在服事中倚靠主耶穌度
過了家庭、婚姻上的考量，重點是他們患難的選擇
中，憑著信心仰望神並聖靈的指引得以繼續。在
「如何指導醫學生及新進臨床人員」中，講員楊．
庫納（Jan Kunene）和 Mfanelo Sobekwa將大家分

成小組，我們這小組共同討論what’s menitoring

國際市集及晚會

（Discipleship, Coaching, or Hierachy）？因

在行前會的時候，花足心思準備的台灣文化攤

著經文：「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

位及國際晚會獻詩，雖然經歷百般波折，花費大量

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

的時間及精力，而且面對到了現場的其他亞洲國家

意。（羅馬書12：2）」所以我們小組表示藉著神

不同的建議，就更需要靠主度過那些百般忍耐的時

的話語及聖靈得能力幫助醫學生或新進臨床人員，

刻。「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

一樣教導（Menitoring）他們遵守。

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約翰福音

在『跨文化服事』的研討會上，講員費琪．瑞

13：34）」。

利（Vicky Lavy）開門見山的就問我們在場的所有

此次我們在台灣文化攤位擺上各地特產及觀光

人，文化會影響一個民族的甚麼方面，當我們抽絲

圖片，並穿上不同族群的服裝介紹台灣文化，也感

剝繭之後才知道，民族就像洋蔥一般，文化可以

受到其他國家對台灣的好印象。另外，在倒數第二

從外在到不可見的內在，一層一層的撥開最內部
的核心，也就是信仰，當我們嘗試要改變他人的信
仰時，是否也會須使他們的文化及民俗被破壞？因
此，跨文化事奉需要長時間的關懷及了解，並且倚
靠神如同約翰福音13:14～15所說的。
在『用神的愛療癒』上，講員馬丁．柏克
（Martin Bac）從信仰的角度探討臨床的問題，尤
其是在於當苦難造成病人身心傷害時，要如何用神

天的國際之夜，我們運用了自製的影片、準備阿里
郎清唱，合唱曲－回憶（郭子究曲，國、台、阿美
及日語以輪唱方式呈現），及恆德醫師邀請音樂人
所做的呼召曲目－回應主呼召（Here I Am, Lord，
作曲：劉玉薰），也穿著各群的服裝參與演出。影
片的內容為基督福音歷經許多宣教士奉獻他們畢生
的心力，及上帝對東亞地區的心意，今天才有福音
聽聞。如今，我們既承受祝福，在醫療領域上有
份，更要顧念那些上帝所顧念那些身心貧乏的人，

的愛去幫助他們，又如何用愛心說誠實話呢？當然

讓我們回應這些宣教士對福音盡心竭力的付出，超

這個問題，與會人員討論後仍然無解，只知道在我

越國界來同心合一的做工，在主裡彼此相愛，差傳

們有限的方法下，一定要有神的話語作憑據，更不

醫療宣教的使命，讓福音能傳到世界各個地方。

要用法利賽人的眼光去判斷事情。我們能做的，就
是等待神親自的醫治及不住的禱告及陪伴。

國際小組
這次大會還安排了國際小組，安插在中午休息
的時間可以有彼此分享，對會議及臨床問題的討
論，並且提出代禱事項。
你能想像全世界在你的組別上，至少有10個不
同的國家一同為一件事情禱告的情形嗎？那種同心
合意的時刻，相信在當中備受感動的我，也能感動
你。更讓我感動的是，大家雖然語言不同，英文腔
調也可能聽不清楚，但我們卻樂此不疲，我們分享
了在臨床上傳福音給病人的方法，大家都和我一樣
喜歡唱詩歌給病人聽時，我們就一起唱一首英文版
的奇異恩典。感謝主，我現在還很懷念那個時刻！

這次我們聯合中國、韓國、日本、蒙古共為東
亞區一同表演，但因為練習其實不容易，且到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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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也沒有太多時間準備，讓我和蕙婷姊拉緊了繃

歷史及現況代禱，他們也像我們說明目前教會需要

條。但感謝主，雖然沒有足夠的準備神卻使用這個

傳道人及牧養同工的狀況，我們彼此禱告，彼此紀

表演，成為萬國的提醒及祝福；雖然過程中搶拍

念。也希望同行的醫學生們能經由愛神的心，越發

及影片有點問題之外，大家仍完成整個表演，並在

熱情關懷普世的宣教事工。

掌聲中結束了我們的預備的勞苦。有學生的住宿家

結語

庭表示：「很喜歡你們做的影片及選歌。大家辛苦
了！好好休息喔！」

「洪水泛濫之時，耶和華坐著為王；耶和華坐
著為王，直到永遠。耶和華必賜力量給他的百姓；
耶和華必賜平安的福給他的百姓（詩篇29：10～
11）」。無論事局多麼動盪，醫療環境如何不安，
因此我們更要記得，我們所倚靠的神依然坐在寶座
上掌管全地。在大會閉幕禮拜，動人的詩歌及牧師
的訊息，一直不斷的重覆著「Serve」（服務）、
「Share」（分享）、「Shine」（發光）。服務，
就是學會為人洗腳，謙卑、憐憫，像耶穌一樣的去
服事人；分享，用所賜的專業及憐憫的心在這世代
分享神的愛；發光，讓我們成為黑暗中的星光去照

阿姆斯特丹自由行
在返回台灣前的空檔，我們安排了三天的阿姆
斯特丹自由行，其中除了行前安排的知性行程外，
也因為遇到主日需要作禮拜，因此大家來到阿姆斯
特丹的華人教會－阿姆斯特丹恩泉宣道會，希望醫
學生們能了解海外宣教的狀況。當我們接受他們熱
烈的歡迎後，我邀請教會師母能向我們介紹教會的

亮這世代的人，並學習將一切建立在永生的生命
上。如同腓立比書 2:15所說的：「使你們無可指
摘，誠實無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做神無瑕疵的
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最
後，感謝台灣基督徒醫學協會給予我這一生中難得
的機會，參與這次國際性的醫療福音大會。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上帝！
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
----路加福音2:14

台灣基督徒醫學協會
理事長 陳 恆 德
暨 全 體 理 監 事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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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醫後醫系三年級 張育瑋同學
踏上期待的步伐，沿著向上路找到了這次見習

加上張醫師對病人以至病人全家的責任感

的第一站 --- 台中全美牙科診所。診所外的綠色

(Accountability)，育民診所已是當地民眾最信賴

招牌映著日式風格的門廊，我脫去鞋踩上診間的同

的診所以及健康服務諮提供者。

時，彷彿也將馬路上的喧囂留在診間之外。此時，

張醫師為主做光做鹽的道路, 不僅限於台中，

迎面走來的是戴著牙醫器械的張醫師，襯托著診間

更不僅限於醫學---見習的最後一天適逢主日，張

內放出的古典音樂，他的身影更顯得氣度翩翩。

醫師及師母帶著我來到車程一小時的原六輕預定地

對於一位醫學生而言，能跟著張牙醫師學習是

彰化芳苑鄉中的新寶教會。主日中張醫師在台上講

份特別的經驗。不論是根管治療、洗牙、或是牙周

道，用活潑的話語透過分享自己在捷克及奧地利等

病清理，連在一旁的我都為病人滿口鮮血感到疼

旅遊經驗，讓大家體會耶穌當初降生時以及基督信

痛，但是術後病人對張醫師的由衷感謝，或是張醫

仰在歐洲處初傳的景況，是如何披荊斬棘又如何蒙

師對病人的溫柔親切以及輕聲禱告，皆顯現出這位

受上帝恩典；主日後是張醫師的義診時間，教會中

基督徒醫師從最小的地方做起，猶如為病人洗腳一

排起幾張桌子幾張椅子，就是張醫師的行動診間，

般替病人解決疼痛。這樣的道路，不就是當初耶穌

而病患雖多，但是卻井然有禮自成一排。來就診的

將福音傳給身旁每一個人做起，以自己為模範，為

病患多是因慢性疾病，但是固定領取藥品及一個禮

主做光做鹽的模樣嗎？

拜能見到張醫師一次，卻是他們最信實的醫療依靠

見習第二站來到育民診所，更是段奇妙的經歷

之一。義診時在一旁幫忙包藥及整理病歷的我，望

---在診間，張醫師帶著我體會到與在大醫院不同

著張醫師面對病人時雙眸中閃爍的熱情及不時為病

的醫病互動，乃是著重於全人全心甚至全家的關

人輕聲的禱告，便想起（馬太福音 5:13-16）：你

懷。病人常常帶著一樣不舒服的孩子或是老阿嬤一

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鹹呢？以

同就診，往往診斷的時間不到3分鐘，與張醫師分

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你們是世上

享家中的酸甜苦辣就超過十分鐘，尤其是針對多重

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人點燈，不放在

病症的患者，e.g.高血壓糖尿病又患有憂鬱症的病

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們的

人，張醫師的陪伴與關懷就是最好的特效藥。如

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

此的醫病互動，讓我實地看到了 “Doctors can

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seldom cure the diseases, usually ease the
pain, but can always comfort the patients.”

還在醫學中心學習的我，向來被保護在學校團
契或是都市的大型教會之中。這次有幸跟張啟中醫

家庭醫師所提倡的3C2A原則在育民診所也得

師貼身學習，對於自己未來醫療傳道的道路開啟了

到落實的體現 --- 病人信賴張醫師來就診已是數

嶄新不同的境界 --- 從牙醫師到醫師，從屹立40

十個年頭(Continuity)，張醫師不僅了解病人前

年頭的小診所到主日後的義診，從主持提倡建國運

來就診的主訴也對病人的健康狀態有完善的了解

動的電台到台中監獄外的公益行動教會，在主賜下

(Comprehensiveness)，而面對複雜病情的張醫師

的寶地中，每一個地方每一個人的身旁都可以為主

也能給協助病人轉診 (Coordination)；病人到育

做光做鹽，把主的愛傳出去。

民診所的便利甚至由張醫師主動到病人的家中，
也保障了病人就醫的方便性 (Acces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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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游藝學校學生報名
部落游藝學校將於104年2月10至14日舉行，歡迎大
家一起來參與，將神的愛帶到需要的地方。目前小
隊輔名額已額滿，學生報名仍有25個名額，歡迎在
學校或教會推廣，介紹國小一至六年級學生參加，
相關報名表與課程內容可上tcma.org.tw網址下載。

蕙婷理事出嫁了
在本會同工服事多年的陳蕙婷理事於11月
22日與陳靜宏弟兄在林口浸信會舉行婚
禮，合組基督化家庭。本會JAMES Group前
往獻詩祝福（如下圖），並有多位同工出

感謝您的支持(至12月4日止)

席觀禮祝賀。

1.捐款
嚴從毓 壹仟元、東和外科診所 貳萬元
盛文玉 貳仟元
2.為尼希米行動
蔡宗樺 貳仟伍佰元、陳恆順 玖仟元
3.為JAMES事工
董倫賢 貳仟伍佰元
4.團體會員常年會費
屏東基督教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員生醫院、
馬偕紀念醫院新竹分院、雲林基督教醫院
各壹萬元
5.會員常年會費
黃景安、潘文良、吳岱容、田春生、董倫賢
各壹仟伍佰元
蔡宗樺 肆仟伍佰元
6.永久會員
彭成莉 貳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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