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的使用手冊•學會如何使用自己

WE  MAKE  LIFE  BETTER

醫病醫心　是醫療服務工作的根本

仁心仁術　是醫事人員的自我期許

敬邀醫學界先進前輩

以愛與關懷

共同打造優質醫療環境

讓生命光輝，永存人性的榮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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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桌之愛公益活動　全球杏林營

用心的邀約　生命的盛宴

活動辦法

課程須知 －  敬請研習者三天兩夜全程參與

舉辦單位 －  本課程由「財團法人圓桌教育基金會」舉辦

報名須知 －  報名遴選後，再與您聯繫上課時間、地點、食宿安排

－  夫妻如有一人已參加過圓桌之愛公益課程，請容我們把機會讓出來 
　  讓公益課程能迎接更多緣份

課程費用 －  杏林營屬公益性質，課程費用 NT$49,500 由基金會贊助

課程目標 －  讓更多醫界領袖瞭解「人的使用手冊」 
　  過著全方位  健康 –智慧 –富足  平衡式生活

－  結合更多願意為華人醫學教育努力之醫界領袖 
　  共同為醫療服務品質及醫病關係注入愛與生命力

邀請對象 －  臨床醫學　華人社會之各級醫院院長、副院長 
　　　　　　  台灣：醫學中心部、科主任；區域與地區醫院部主任 
　　　　　　　　　  醫學中心部定講師（含）以上主治醫師，衛福部 
　　　　　　　　　  認定專科醫學會之理、監事，醫師公會理監事 
　　　　　　  大陸：二級、三級醫院主任醫師、黨委書記、紀委書記、 
　　　　　　　　　  正高（含）以上

－  醫學管理　醫學與醫管系、所副教授（含）以上

 －  衛生行政　衛福部一級單位主管（含）以上、縣市衛生局長

－  部定各科醫學會理事、監事

－ 護理單位　醫學中心、區域醫院護理主任、督導 ( 含 ) 以上 
　　　　　　 地區醫院護理主任（含）以上

　　　　　　 護理系、所副教授（含）以上

課程名額 －  將依邀請對象及報名時間順序，遴選120位參加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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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生命力傳出去

敬愛的醫界領袖：

　　夙聞您在醫界成就非凡，無論在醫療服務、研究、教學等領域，您都 
累積崇高的聲望與德業，您對端正社會人心，提昇醫療品質，更發揮極大的

影響力，令我們十分敬佩。

　　圓桌教育基金會，是由一群願意付出愛心的夥伴與遍及全球的志工，共同

組成的大家庭。我們不談政治、不是宗教團體，謹以歷經多年，對人類生命的

瞭解與印證，致力研發「人的使用手冊」。我們相信，透過學習，每個人都可以

把生命使用的更好，讓這個世界更真、更善、更美。

　　2003年，SARS肆虐，人心備受衝擊；圓桌亟思協助社會，安定人心，
因此毅然轉型為基金會。圓桌除了因應來自全球學員的需要，幾乎全年無間斷

的進行課程，更在積極助人的行動下，在台灣為育幼院童舉辦青少年營隊；

為大專院校青年學子舉辦「青年領袖營」，以培養國家未來之棟樑。為擴大 
對社會的關懷，我們進一步為肩負生命教育使命的各級學校校長、大學 
教授、以及承擔國家教育大計的決策者，舉辦「師鐸營」；為各大醫院的 
院長、醫護主管開辦「杏林營」；為企業界、國軍將領、政府部門主管， 
開辦「企業家營」；並為鄉鎮長，各級民意代表，開設「社區菁英班」。迄今， 
超過上萬名充滿愛與智慧的教師、醫師、企業領袖，和社區精英，上完課程， 
回到學校、醫院、企業、社區，重新燃起對生命的追求與付出的熱誠。

　　因應醫界領袖們在課後的肯定與熱烈迴響，圓桌持續為醫界領袖舉辦 
公益杏林營，並擴大邀約臨床醫護人員、醫管學者專家、醫學院教師等。 
課程的內容，是圓桌教育經典之作「改變的力量」。這個課程 20多年來舉辦
超過 1000個梯次，誠摯邀請您前來共襄盛舉，與傑出卓越的醫界領袖共度 
非凡的三天。

　　我們深信，您親身印證的生命智慧，透過您的努力，必將傳播到全球的

每個角落。讓您的家人、醫界及社會，都能因您的存在而更美好。 

　　敬 頌

醫 祺

財團法人圓桌教育基金會 敬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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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分享依姓氏筆畫順序

丁　化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 副教授

　　生命這堂複雜的課程，不是沒有想過，不是沒有試

圖尋找出路，但總是在死胡同的末端放棄了掙扎，忙碌

工作中鮮少再抬頭。圓桌三天的課程，如醍醐灌頂，人

際相處，只有用心改變，才能真正讓自己找到出路。圓

桌課程深入淺出，直達我的心靈深處，讓我彷彿在長隧

道裡找到亮光。

王德宇　西安匯興國際醫院 院長

　　參加圓桌學習是我一生旅途中的一個福緣深厚，意

義深遠，影響巨大的禮物和奇遇！我相信圓桌能夠促

進、引領、堅定和監督我感恩過去，珍惜當下，回報未

來。通過圓桌的學習，我將以我的身體支持我的靈魂，

把愛傳播出去，把善傳播出去，力求問心無愧，心安理

得。感謝圓桌。

沈萬生　浙江蕭山醫院 院長

　　來，是滿滿的來，內心充滿煩惱和名利。回，是滿

滿的回，內心充滿了愛和力量。讓愛給我和家人信心和

力量。把愛帶回家，傳遞出去，給家人、給同事、給病

人。給我熟悉和不熟悉的人。

胡宗明　台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 副院長

　　三天的課程一路上下來，反覆講述的核心就是讓我們

看到 " 我執 " 與眼前看不到的一道一道的牆。我真正真心

地要認錯，原來我錯的真是太離譜了，修、轉、變真的很

難，但用心向道，相信一定能一以貫之，今生能有機會轉

變，真的是人生難得了。這三天學會了認錯，更學會了真

心感動，相信會有千千萬萬個圓桌人遍佈全世界。

張心湜　陽明大學 榮譽教授

　　我參加過三個階段的圓桌教育課程，我的感想是課

程精彩、活動豐富，讓人有心靈被洗滌過的感覺，對從

事醫療工作者，有非常正面的意義。現代化的醫學教

育，講求的是身心的醫學教育，圓桌的教育課程，正好

彌補了醫學教育中人文方面的不足，我們要感謝圓桌教

育基金會所舉辦的課程，也希望能鼓勵更多的人來參加。

張家築　光田綜合醫院 內科兼教研副院長

　　很驚訝地認知，圓桌核心是來自中華文化的傳承，

從齊家到天下大同的精隨追求。醫學教育的缺口是如何

肯定他人的努力與愛的傳達，圓桌的教育課程補足了臨

床與學校教育的不足。

學長課後心得

楊茂勳　財團法人振興復健醫學中心 前副院長 

　　圓桌課程讓我看見。這一生的試煉，都是因著我的

需要；人生如戲，終極是一無所得，祇有如實的經歷，

讓我們有機會看到真實的自己。父母、妻子、手足都是

因著我們而來。其中有多少呵護、忍耐及成全。我們總

以為：「這一切是理所當然」。圓桌課程讓我開啟塵封已

久的心扉，來到珍惜、知足與感謝，原來人生可以如此

自在的活著。

葉朝紅　成都普瑞眼科集團 總經理

　　創業十五年，歷經風風雨雨，很少有機會能夠停留

下來認真審視自己的這些年走過的歲月以及內心真正的

需求。人生短暫，此生的意義在哪裡？感謝圓桌讓我可

以重新認識自己，思考未來的人生規劃。古人云，朝聞

道，夕可死。很幸運，正當中年之時遇到圓桌。

歐陽智偉　廣州生命匯醫療集團 院長

　　圓桌的課程，就像剝洋蔥般一層一層把人的傲慢、

缺點、難堪于以撫平；就像一把新的生命力量，在人的

生命最深層次，注入我的整體，讓我重新對生命有新的

註解。這個課程是我人生中的里程碑，讓我重新出發。

作為三十多年的醫生，我研究右大腦科學和神經網絡醫

學，經歷很多重症病患，我很想解除病患身心的痛苦，

圓桌的思想跟右大腦神經醫學療癒力相關相同，我要把

圓桌精神融入我的治療體系中。

閻中原　三軍總醫院 前院長

　　醫療是個良心事業，以人性關懷為出發，強調對生

命的尊重及其價值的提昇。參加圓桌生命學習之旅中，

讓我看見生命的敵人，不是疾病，是冷漠；醫療不是品

質的問題，只是不夠關心，也讓我體認到「讓人滿意，自

己才會快樂」。僅以至誠邀請您參加圓桌課程，相信這是

我們共同開創新醫學境界的開始。

顏宏融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 副院長

　　感謝圓桌，讓我在這三天有機會重新認識人生，不用

等到生命的終點才有所遺憾。這幾天對於生命的意義有了

重新的認識。人生的成功，是在於生命的最後可以微笑離

開。努力的一切都帶不走，能帶走的是真實的自己。希望

那個自己是光明的、良善的。



圓桌教育

圓桌願景 大同世界

完成人的使用手冊　發展生命教育

培養圓桌生命教練　推動人文關懷

建立圓桌生活村　實現大同社會

圓桌信念 自助助人

我們相信　人需要有使用手冊

學會如何使用自己　幫助別人

圓桌精神 愛與卓越

做 我們所說的　說 我們所做的

圓桌使命 進化生命

讓人學會如何使用自己　活得更好

享有　健康－智慧－富足　的生活

圓桌創立 圓桌創立於 1992 年，多年來，透過一群擁有熾熱願景與堅定 
目標的夥伴，從無到有，共同投注心力，以行動實現教育理想。

教育本質是愛的內化，愛帶給人們更充沛的動力，更多的關懷

及永不止息的付出；教育本質也是追求卓越，促使人們不斷的 
超越、進步，圓滿生命的價值。透過「愛」與「卓越」，圓桌幫助

每個人獲得最滿意的生命成長，真正走向「健康－智慧－富足」

的全方位平衡式生活。

2001年，圓桌走出台灣，在美國、馬來西亞、大陸、日本、韓國、

英國、菲律賓、澳洲、泰國、加拿大、荷蘭、香港及德國，開辦 
課程，將「人的使用手冊」散播到全球各地，把愛傳遍全世界！

圓桌承諾在世界各地開課節餘留在當地，作為當地教育之用。

圓桌希望所有的圓桌人，都有機會成為志工，並將愛帶給身邊 
的人，共同創造美好的未來

人的使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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