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國際慈濟人醫年會     主題：防疫有情 醫療之愛 

2021 Annual TIMA Convention   Theme: Facing the Pandemic with Love and Care  

課程綱要                     Conference Agenda   
 

9/17 (五) 9/18 (六) 9/19 (日) 

  

  

8:15-8:20 (PDT)/11:15-11:20 

(EDT)  (5 分鐘) 

手語帶動 

認識你真好 

8:20-9:50 (PDT)/11:20-12:50 

(EDT)  (90 分鐘) 

【聯邦認證醫療中心研討會】 

葛濟捨醫師，鄧博仁醫師，Julie Lam 醫

師，紐約與北加州代表 

9:50-10:00 (PDT)/12:50-13:00 

(EDT)  (10 分鐘) 

身心寬暢 

10:15-10:25 (PDT)/13:15-13:25 

(EDT)   (10 分鐘) 

【藝術呈現】(重播) 

木樓合唱團 

10:00-11:00 (PDT)/13:00-14:00 

(EDT)  (60 分鐘) 

 

【分組討論會】  

西醫組/牙醫組/中醫組/志工組 

10:25-10:45 (PDT)/13:25-13:45 

(EDT)  (20 分鐘) 

【1917】(重播) 

台中慈濟醫院  簡守信院長 

10:45-10:55 (PDT)/13:45-13:55 

(EDT)  (10 分鐘) 

身心寬暢 (5)/手語帶動(5) 

10:55-11:15 (PDT)/13:55-14:15 

(EDT)  (20 分鐘) 

【智慧防疫】(重播) 

大林慈濟醫院  賴寧生院長 

  

11:15-11:35 (PDT)/14:15-14:35 

(EDT)  (20 分鐘) 

【快篩試劑 大哉教育】(重播) 

慈濟大學 劉怡均校長 

11:00-12:20 (PDT)/14:00-15:20 

(EDT)   (80 分鐘) 

 

【從大愛醫療巡迴車到地區人醫會的

發展】（題目暫定） 

溫俊強師兄 

11:35-11:50 (PDT)/14:35-14:50 

(EDT)  (15 分鐘) 

【安樂行於疫苗接種站】(重播) 

北區人醫會 謝金龍醫師 

11:50-12:20 (PDT)/14:50-15:20 

(EDT)  (30 分鐘) 

【菲律賓人醫之愛、泰國難民義診與疫情藥

物援助】 (重播) 

李偉嵩師兄 (20), 泰國張惠珍師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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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13:10 (PDT)/15:20-16:10 (EDT)   (50 分鐘) 

午齋 

  

13:10-13:30 (PDT)/16:10-16:30 

(EDT)  (20 分鐘) 

【用愛走過 20 年慈濟情醫者路】 

(重播) 

福鼎王斌師姐 
13:10-14:10 (PDT)/16:10-17:10 

(EDT) (60 分鐘) 

【讀書會分享】 

孫慈喜師姐，林孟潔師姐， 

鄭茹菁師姐，趙秀芳師姐 
13:30-14:25 (PDT)/16:30-17:25 

(EDT)  (55 分鐘) 

 

【大哉教育，愛的循環】(重播) 

澳洲葉欣怡護理師(15), 菲律賓柯智賢醫師(15) 

美國陳欣蘭復健師(15), 宏都拉斯卡拉·佩多莫醫師

/格索米納 奧索托醫師(預錄) (10) 

14:25-14:45 (PDT)/17:25-17:45 

(EDT)  (20 分鐘) 

 

【愛・女孩】(重播) 

愛女孩協會  楊怡庭秘書長 

14:10-15:10 (PDT)/17:10-18:10 

(EDT)  (60 分鐘) 

【美國圓緣】 14:45-14:55 (PDT)/17:45-17:55 

(EDT)  (10 分鐘) 

身心寬暢 (5)/手語帶動(5) 

14:55-15:15 (PDT)/17:55-18:15 

(EDT) (20 分鐘) 

【慧命的密碼】(重播) 

靜思精舍  德宸師父 

15:15-15:45 (PDT)/18:15-18:45 

(EDT) (30 分鐘) 

【氣候變遷】(重播) 

資深媒體人陳文茜 

15:10-15:40 (PDT)/18:10-18:40 

(EDT)  (30 分鐘) 

【黃思賢總督導的勉勵與溫馨話語】 

連線/預錄 

15:45-16:05 (PDT)/18:45-19:05 

(EDT) (20 分鐘) 

【疫情.人文.關懷】(重播) 

合心精進長 姚仁祿 

15:40-15:45 (PDT)/18:40-18:45 

(EDT)  (5 分鐘) 

手語帶動 

一家人 

16:05-17:00 (PDT)/19:05-20:00 (EDT) (55 分鐘) 

藥石 

https://www.facebook.com/lovebinti/?hc_ref=ARQ15mhO89TZcB6vsb4s6CsEJv70VNBqeWv6K3A6CVp-WUpIwjk_lJAeX6O80y9P1_k&fref=nf&__xts__%5B0%5D=68.ARAo9kJ8x1cGyv1kanXUjx_jIcvbNYuas6lDH1nkU9M_9ocJ1-dhkKrd-eo2A6Kt8ezZSfPKo03yVk_eKccpwBskPM_AQR56SNfKvvuHr7X41zxOvQFbFL9ZfESyTiNl373c3Sz2Hz2QwEj1jb8Lq9dO8IlskFEUCPDxno56eq8ZA-JY39p0o-iEjlNznCaM6b7U3HX6_d63pe40icrfwHd-Xehd-8hnhe-d3g94N7IIueltVl4_D_bychIPdbKtJ2AGpi1UmQC-ZsJ7XUc7_8CbskSx26hKY-5Px8aSTIDN6PpQd3gp4A&__tn__=k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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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7:20 (PDT)/20:00-20:20 

(EDT)  (20 分鐘) 

【人醫年會開幕式】 

開幕式影片(VCR) (03) 

1.精舍指導師父 2.醫療志業林俊龍執行長  

3.台北慈濟醫院 趙有誠院長 (17) 

17:00-17:20 (PDT)/20:00-20:20 

(EDT)  (20 分鐘) 

【疫情下的如常】 

醫療志業  林俊龍執行長 

  

17:20-17:50 (PDT)/20:20-20:50 

(EDT)  (30 分鐘) 

【台灣防疫】 

衛生福利部 陳時中部長 

17:20-17:50 (PDT)/20:20-20:50 

(EDT)  (30 分鐘) 

【新冠肺炎 2021 年的回顧與展望： 

醫界的科學及社會責任】 

中央研究院院士  陳培哲 

17:50-18:10 (PDT)/20:50-21:10 

(EDT)  (20 分鐘) 

【佛心師志 守護生命】 

台北慈濟醫院  趙有誠院長 

17:50-18:10 (PDT)/20:50-21:10 

(EDT)  (20 分鐘) 

【共聚善念．溫馨座談】 

慈善志業  顏博文執行長 

18:10-18:30 (PDT)/21:10-21:30 

(EDT)  (20 分鐘) 

【加強型集中檢疫所】 

台北慈濟醫院  徐榮源/鄭敬楓副院長 

18:10-18:50 (PDT)/21:10-21:50 

(EDT)  (40 分鐘) 

【愛在台灣、齊心防疫】 

跨國醫療-黃靜恩師姊(10), 緬甸-李金蘭師姊(10) 

墨西哥-分享者(10), 慈善志業熊士民副執行長(10) 

18:30-18:50 (PDT)/21:30-21:50 

(EDT)  (20 分鐘) 

【COVID-19防疫創新服務暨大哉教育「淨斯本

草飲」益群生】 

花蓮慈濟醫院  林欣榮院長 

18:50-19:00 (PDT)/21:50-22:00 

(EDT)  (10 分鐘) 

身心寬暢 

18:50-19:00 (PDT)/21:50-22:00 

(EDT)  (10 分鐘) 

身心寬暢 

19:00-20:50 (PDT)/22:00-23:50 

(EDT)  (110 分鐘) 

【圓緣典禮】 

三問訊、主持人引言(5), 心得分享(一) (4 位) (25) 

人醫典範回顧帶(10), 心得分享(二) (4 位) (25) 

恭請 上人 開示 (45) 

19:00-19:20 (PDT)/22:00-22:20 

(EDT)  (20 分鐘) 

【難民的跫醫】 

馬來西亞 符之良醫師 

19:20-19:40 (PDT)/22:20-22:40 

(EDT)  (20 分鐘) 

【28 年醫療守護印尼】 

郭再源師兄 

19:40-20:00 (PDT)/22:40-23:00 

(EDT)  (20 分鐘) 

【防疫照護-美國】 

王翰馳師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