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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召校長主持 台大醫院行政隊跳舞助興

郭英雄教授 「冰雪J 攝影展，於台大醫院西址中央走廊，至2003年2月 2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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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l 陳榮基院長(左一)與恩主公醫院同仁 。 圖2.陳昱端院長(左二)與長庚醫院同仁 。

圖3.張金堅院長(左三)與桃園醫院同仁 。 圖4.楊敏盛總裁(中)與敏盛醫院同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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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黃明和總裁(左二)與秀傳醫院同仁 。 圖6.許章賢董事長(前排右)與景康校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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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制高校生仿生活

一台北帝園大字豫科理科匿類二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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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制高校生仿生活在書< I:='~ tJ、高校生 二步扒手笑話力~ïb 志 。 終載道時大陸亦已接

活C!:: I立何如、|日制高校主言多主何力、特殊ft 收 lζ呆立官吏叫老心7豈知識7出〈、就職審查

屯的仿樣ι思b扎志。事案今仍宇生iζl立了 l之道。、日本區字士 l立台海匡字士止。上可、

解T、 '2: ftv \ 屯的扣屯知仇ft v \ 0 I日制高校l土 匪字士 l土何屯勻扒τL 、 ftv 、力、已下元、左差別

屯古歷史仿屯的c!:: ft01之別現在仿高級中半 左弓 ~t元左扒步 。 區竿的本 G f'{也仿分野ι

l之中目~寸石左言扣扎石刮大愛達古屯仍可、ïb 扣ντ 屯罔匕之主訟法b志。例之間農業方面

志。時k若心者lζ間如仇志別匡專左臣半部 -c'1立農專主農半部力3品。、工業方面--C: I土高

C!:: I土 r 予達今仍力、?簡單位說明寸之5 主中字 等工業主工字部力~ïb 石二:、台〈中字卒業後寸

校( 5 年制度)在卒業 Lτ直~I之區字專門 〈。專門知識在弓付之3教育在于寸志的別專門字

字校 l之入石 ω加區專、中字 4 年修業後或 l立 校 --c: ïb v; 、中字卒業後更 l之三年仿高等教育

卒業 Lτ、高等字枝干予科T、高等教育在于三 在經τ大字字部位入。τ專門教育在受付忘

年受 l于τ、區半部位入。τ匡字教育在受付 份則大字仿半部可、島石 O 究局陪同匕匡師lζ

τ匡者l己怎志的力主匿字部卒業生七、島志 。 昔 ft 志。)~Cïb 毛刮大字部 i立專門部主。屯余計

力、已正式仍區者lζ7出石道別二弓島志。一弓 lζ3 年仿教育合受付τ扒志。二仿三年的教

l土匪字專門字校lζ入。 τ4 年區字教育全受 育別高等教育T、所謂高校生活可、島石。私的

付τ匿師lζ ft 志。屯台一弓 l立高等字校又 l立 出身l土台北帝大豫科主言。 τ高等字校主一

大字予科在經τ、大字區字部lζ入。區字教 寸違予刑本格的l之高等字校主問匕甘、只私

育在受付τ匡師l乙 ft 志。匡字專門字校全卒 達加卒業後佑他仍大字八進字叫T、古卡、忠、

業 L1三場合 l士卒業後出身校名在冠 Lt之 xx f'台北帝固大字字部 l己入忍之主 --c: ïb 志 。 此

巨竿士主林 Lt~。匿半部出身者l立字校仍如 他T、予科設置 l之勻扒τ紹介 Lτ扣< 0 

何l乙拘 Gf'、只匡竿士左 V \古林哥可、法00 元。

例之 11'台北帝固大字區字部出身屯東京帝固 1928 台北高校讀Ij立、 1928 台北帝固大字屯

大字匿字部出身屯一律仁匡字士主名付付元。看Ij設 Lk叫台北高校卒業者 l立大部分l立東京

2 2002 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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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字、京都大字等內地(日本本固)仿大字 吵茫扒事力~C'、吉志時期 l之 7出 0 元。 裕褔 7法家

lζ進竿 L、台北帝大 i之進字寸志屯的討少7法 庭T、社力迄今記私 l土予科 lζ入。 τ力)~何故予

力、0 元。 予科的設置l立半部八仿宇生在確保 科在于受驗、 Lt己份力、考之 ft 日 L元。 匡專lζ入

寸-志為 lζ設置 Lt.: o 。、早〈卒業 Lτ開業 L家計在助付石^~

元、左思、0 元。 L恥 L島的予科生活在徑。元

左手亭。τ194 1 大字予科別T、吉克力3、新 自分 l土色勾仿本在三說冉、社金在非τ、人間

L 1;\予科 l乙 l土話統扒拉恥。元。 予科仿 11心 的 I~ C'、 ~τ心志左感匕志上台 i之 ft0 元。 入

主仿J:在咕咕匕吟恥色大字仿霏固氮仍中T、 字當時的後悔l土何地力主八行。τ遂lζ3 年間

育勻之主C' ëb lJ、毛之 l己意義力~ëb 石占恩b 予科在勉強 L元。

扎志 。 L 力、 L干科生主字部宇生主 l立全〈另IJ

另 IJ C'、志。元。于科 l之主。 τ J:幸?不/.)川土 字校的講義 l立大字部八的立一只仿準備T、

台北高校仿生徒C' ëb 志 。 台北高校的存在別 島妙、特iζ祖逸語l土匪類仍宇生lζ恥扣甘扭

扭恥。克拉 ~ f，;fëb扎程強烈 7出予科魂叫一亡、~ 1;、科目 T、殆心~"每日組逸語仿時間力~ ëb IJ 週

7出恥。史記、石多 ζ 1 3 時間品。元左竟走τ心志 。 動植物、

物理、化字、數字l立勿論ëb0t二力三毛仿他iζ

予科存在仿 5 年間 l立戰時体制、軍因主義 固文漢文哲字屯 ëb lJ 、此等副科目 l士所謂講

下仁島0 元。 我勾 l立蔥、主才1Jt 1; 、璟境lζëb lJ 義守、教科書l土買。 τ 屯初吟仿何頁力斗立謊

7告訴色、予科生立志之左右?通匕τ青春在三十 b元、付T、教授仿專門左寸石研究仿成果左

二分 l乙享梁 L己仿內社石押之切才'LðQ工本/ν 結論在間力、在才L元。 毛才L力:所謂大字仿講義

~一全完散在甘、又時lζl土靜力、 i己思素iζ耽 元、左理解 LI己。毛扎l三 J三。 τ人格仍陶冶力t

It 志生活在享受 L元。 C'、 ~t己。

中字五年間 l立台悔人 ft 志別故 l之一生懸命 我身仿予科時代l立丁度大東亞戰爭仿時期

l乙勉強 L社付扎 f，;Ut~ 拉恥。元。 在屯 ftl于 可、戰時下仿字生i土木在說!vC'、自由 l之討論

扎仗日本人主的競爭亭台海人同志主仿競爭 寸石昔ω高校生仿生活l立℃、韋拉力迄今元。苦

力~C'、韋拉力、0 元。古今 lζ恥之手 lζ如勉強 L 的高校生時自由 iζ各自討自分仿思想、金堯表

τ舟。左予科l之合格 Lt.: 。 予科lζ扣付志生 L討論 Lt己。 毛才1，C'、 屯 {云統的島志高校宇生

活峙中半左違L\ 束縛在才vff之自由放題于 iζ比A、大分緩〈、害1) 主自由 lζ生活T、 ~t.: 。

2002 年十一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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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的囝民加自由全奪扣仇τ、愛因在唱 L 、台恰好比怠。元。白線帽(予科三線、台

之τ扒茫的巳屯拘 Gf、予科生 l立毛的三分 高二線)仁黑""'7/←合著τ、下做老穿ντ

仿一力1 日本本土(內地)恥己來τ扒立之主 腰 l之手拭在于佑在 /v ê'、街含1舌步寸石仿圳 、

主奄仿人達l立私達以上 l之內地仿高校生生活

在知。τν亢的℃、台北高校生主句 i立自由仁

宇生生活力'ê'、古亢主思?。例之 li戰時中 l土

予科生、高校生的一般仿恰好七、品。元。髮

屯床屋T、整理甘寸之主*ÿ ，J，、分茫、。元。 之古 L 、

台恰好仿者加棠前(今仍衡陽街)太平阿(延

台高生 l土登校時lζl立歹一 ←/川之皮靴壹穿〈 平北路)在三步心τν否仍左想像 Lτ下在 U。

規定 l之 7法。 τ扒 f三到予科生 l立 Jj一←/心在春 恰也高校生、予科生l立一般社金人主異 ft---:>

~、下除全穿扒τ扒元。奄 Lτ腰 I~ 1] '7 -/ 1三別仿種族仿止步 l之思扣札元。 T、也一般市

岩石已在內τ扒元。毛的恰好在想像 L茫茫、 民 l土尊敬在合九茫、目 T見τ\; \ t:..。私共 l土主

付?屯笑扒出寸。又予科仿教授l土殆/v (:"內 iζ文字書在于品怠。、老扎在于說/v茫。主主 L

地力、己就任 Lτ扒 f三仍可、自由思想、叫台海 lζ τ世界文字全集、日本文字全集、口 '/7文

扣石教授主。屯字生仿自由全諒解 L元主? 竿 l、 !V只r-'Í仿著作或 l土狙逸文羊毛扎屯原

i之思扣仇志。製國老教之τ扣己才tt:.. 吉峰教 書在于說/v茫。若~ Si' 工 /ν 于心份，↑尚存力:主 l之

授 l土毛告 L 、古規定仁反封 L 自己奄 /v ft恰好 請主仇允。

T、、教壇壹端力"G端主可、刀、夕方夕 (:1舌步 L

τ講義在于 Lτ\;\1三。毛告扒古風lζ 自由 T、ð.0 一方我勾 l士生計在于立τ 志在昀 i己 Arbeit

O 、主島反軍固主義的主古拉予科℃、正Í) ---:> t:.. 高 IJ業)在 L元。主 (:Lτ家庭教師又 l立中

的℃、、毛仍為力、第一代西田予科長 i土私達卒 等字校的兼任教員在 LI三。私 l土家庭教師主

業後台中師範字校仿校長 l之左遷在才tt:.. 主古

?正Í) ---:> t:.. (二札 l立私仿想像)。

Lτ二人仿台北一中 (建中)宇生在台大工

業部ι入字在甘元。外iζ時間左耳~./")付 τ 、

桃園初級中字lζ兼任教員主 Lτ三回卒業生

台大運動場仍端lζ建τ元假校金Jζ入字、 在出 Lτ\; 、 石。今ê、也毛仿時仿生徒力:訪仇

毛的夜一回生仿一年上級生仿歡迎在受付τ τ來志。

洒在于飲主主札τ一人前仍大人 l之 ft ---:> t:..氣分

iζ ft---:> 元。高校生仿生活肚敝衣破帽℃、代表、

毛仇則象徵寸志 J三古巴外見在考文f內在否

也仍在于重心匕 1三屯的T、入半後皆自然l之奇古

我力加入半 Lτ五月(1942) 、士林仿川7

、Y 夕仿新校金完成、新校金 i二移耘 LI三。士

林郊外T、校地扒宏〈草山 l乙行〈道安左lζ見

2002 年十一月



τ、右個H之芝山嚴加品。元。教室力~G授業

中 lζ草山街道別J::<見之元。(今仍陽明山行

2-仿仰德大道七、;b石)ξ仿街道在于J::<一群

的女宇生別遠足T、步ντ行〈的力1時勾見之

元。哥 I-v fj. 時奄扎在于眺的τ 夕?只弟一←仍

廖月華氏、蘇肇凱氏主三人T、工只 7-7'L

τ、運動場仍端力、包草山街道 l之登。、草山

JING FU 景福醫訊

L τν 志。

敝衣破帽、 頭髮水分才可、分的予科生、高校

生也卒業 Lτ大字部lζ入石牛高校時代仿面

貌屯何把八千色、 一褒 Lτ社金仍一員左 L

τ服裝屯行動也紳士的T、特lζ匡半部宇生J土

匪師仿卵 fj. 仍可、紳士毛仿也仍可台、品。元主予

J之行。元。奄 L τ溫泉仁入。毛扎力~G北投 i之竟之τ扒石 O 奄 Lτ社金 lζ入。 τ 力、 GI立

/\下。 τ 、 北投仿市場可、三人T、飲卑、一寸 高校時代仿修養別哥仿人仿人格lζ反映 Lτ

星是車在 Lτ三時過吉、 lζ新北投騏己t fJ淡水線 扒志。

T、台北 lζ憬。元。士林i之弓〈份叫丁度夕 7

只 J. 一←別授業告終之τ台北 I~j帝志頃T、同 私 l士 1923 年仿生扎、台大予科lζ入0 元仿

匕汽車lζ仿。、我k(土丸℃、彼等主 一緒lζ授 加 1 942、敬之年 19 歲T、 Lt::.。即乞 2 0 歲、

業在受付元主古 fj.顏在 Lτ台北lζ憬。在。 2 1 歲、 2 2 歲的若扒活氣的;b石時T、志。

運動在 L fj. v 、私 i之主。 τ3 年仿予科生活 t::.。今 7 9 歲數之志主 6 0 年前 i乙 fj. 志。台

(1& 亡、短編 Lτ二年半lζ怠。記) c'一番印 清歲T、言予左一庚年昔仿之~--C、殆I-v ~"忘扎

象 l之殘。史的陪笑f台北高校定期戰c' ;b志。 力主力、。 τV \石。思扒勻扒f二之左右?書v \t::. 力3

昭和 1 7 年(1942) Iζ第一田、惜 L< 也予 最也大事fj. 之主 l立三年仿予科生活力2私仿人

科 i土優勝T韋拉〈、空年第二固定期戰T、予 生仿基礎在築2-島市t::. 屯仿左今T、屯思。 τ

科刮大優勝 L元。 (戰爭℃、第三回以後 l立平才L v \志 。

fj. 力主弓亢) 。 予科庄倒 fj.勝利益?得τ予科生全

部力主台北市街lζ 〈。出 L、采阿在松。主長扒

τ勝利在祝。元。一行叮壹久← -A 在于組Jν

才、菊元仿前 l之到著 Lt::.時、去仿通。 l立交

通止吟 i乙 fj. fJ、警察抓交通整理ι告。 τ扒

亢仿加今可、也忘仇己才1jj. v 、。材高校定期軾

的際岩村光介(文科第一回生)的作詞i之三上

石r;t;援歌及v勝利仿歌l土主〈予科魂在表扣

2002 年十一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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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E日據時代的舊制高等學校生活
台北帝國大學豫科理科醫類第二屆畢業生

寫有關於舊制高校生的生活，首先高校生

活是什麼 ? 而這裡所說的舊制高等學校又好像

是一種不同的學制。事實上對現在的學生來說

可能根本無法了解其中為何。舊制高校雖已成

為歷史，若將它歸類與現在的高中相等地位的

話 ， 那可是錯誤的觀念。年輕人常常會問我醫

專和醫學院哪裡不同 ? 簡單的說中學(五年

制)畢業後直接進入的醫學專門學校就是醫

專，中學修滿 4 年結業後或畢業後在高校或大學

豫科接受了三年的高等教育再進入醫學部接受

醫學教育，最後成為醫生者即是醫學院的畢業

生。在以前成為正式醫生有二條路。一條是進

入醫學專門學校接受五年的醫學教育後成為醫

生。另一條是就讀於高校或大學豫科後再進入

大學醫學院接受醫學教育，然後成為醫生的管

道。醫學專門學校畢業者 ， 會冠上畢業學校的

xx醫學士的稱號，而醫學部的畢業則沒有任

何區分，只冠上醫學士的稱號。也就是例如 :

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的畢業生與東京帝國大學

醫學部的畢業生的學位稱號一律都是醫學士。

故曾經聽過這樣的笑話 ， 二次大戰結束當時從

中國大陸來接收台灣的官吏，在完全搞不清楚

的狀況下竟然在就職審查的過程中，認定日本

醫學士高於台灣醫學士，而醫學士因學位之前

什麼都沒有註明，使貶低醫學士的學位。不光

只有醫學方面，其他的專業也是遭到這樣的待

遇。比如說農業方面的專攻有農專和農學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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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方面有工專和工學部。不論哪方面中學畢

業後馬上接受專門知識教育的是專門學校。中

學畢業接受三年的高校教育然後再進入大學學

部接受專門教育的即是大學的學部。雖然結果

都是成為醫生，但是大學比專門學校多接受了

三年的教育。這三年的教育就是高等教育，其

過程就是高校生活。我的母校是台北帝大豫

科，基本上與一般高校沒有任何不同 ， 唯一的

不同點是我們畢業之後無法進入其他的大學 ，

台北帝國大學學部是唯一的升學管道。在這裡

我向各位介紹所謂的豫科。

1928 年台北高等學校與台北帝國大學同時

建校，由台北高校畢業的學生大部份都進入東

京大學、京都大學等內地(日本國內)的大

學。進入台北帝大的學生比例上佔少數，而豫

科的設置是為了確保大學部的學生而設立的。

到了 1941 年大學豫科成立，新成立的豫科

沒有傳統規則可循。豫科吸引人的地方是從入

學一開始就如同沈浸在大學的氣氛中讓我們逐

漸成長。但是豫科學生與大學學部生是完全不

同的。對於豫科學生來說台北高校的學生是最

大的競爭對手。如果沒有台北高校的話，也就

不會誕生出意志強烈的豫科精神。

台北帝國大學豫科設立五年間，是處於當

2002 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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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軍國主義統治下的戰時體制中。當時我們雖

然身在相當艱苦的大環境中，但經由豫科生的

洗禮，讓我們充分的享受到青春，享受到時而

發散內心中壓抑不住的能量，時而能靜靜思考

事情的生活。

在中學的五年之中，身為台灣人的我，盡

心盡力的投注於學業上。倘若不如此努力的

話，不光是與日本人，連相同的台灣人都無法

競爭，而我就在這樣競爭激烈的環境下學習，

終於題名於豫科的金榜上。豫科的生活不同於

中學，是處於沒有束縛，白我放任的時期。對

於不是出身於富裕家庭的我完全沒有想過為什

麼會來考豫科。 當時唯一的想法只是應該進入

醫專早點畢業開業好幫助家計。但是在豫科的

那段日子我讀了各式各樣的書，目睹社會百態

讓我深感自己 日漸成熟。剛進入豫科峙的矛盾

心態頓然消失，就這樣在豫科度過了三年的學

習生活。

學校的課程內容是升大學的預備教育。其

中德語是專攻醫學的學生不可或缺的科目，每

天幾乎都有德語課，我到現在仍記憶猶新，一

個星期有 13 個小時。當然也有動植物、物理、

化學、數學等科目 。 除此之外也有國文、漢

文、哲學等副修科目。 這些科目通常只是在課

堂上閱讀購買的教科書的前幾頁 ，之後的時間

就是洗耳恭聽教授本身的專業研究成果和報

告 。我認為這就是大學課程，並且因這些課程

的內容陶冶出我的人格 。

我們的豫科時代正當日本所謂的大東亞戰

爭時期，雖然以前的高校生可以盡情的發表談

論自己的想法，但在戰時的學生們無法如同往

昔般過著自由閱讀、自由討論的高校生活。不

2002 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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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興時~!ê的團體舞卜) (又卡 - b)

高興時跳的團體舞伯(又← - b)

高興 S#~!E的團體舞L三) (又卡 - b)

過即使在這樣的環境下，與傳統的高校生相

比，過的是比較自由自在的生活 。 豫科學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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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分之一是由內地(日本國內)來的，他們

比我們更了解內地的高校生活，因此無論被剝

奪自由的殖民地國民，高唱著愛國思想，這些

內地學生一如往昔過著自由的生活，也讓我們

的學生生活過得比台北高校自由自在。例如戰

時台北高校規定學生上學時是綁腿外面套皮

鞋，而豫科的學生是綁腿外面套木屐並且腰上

掛著草鞋。現在回想起當時的樣子覺得真的很

可笑。男外豫干斗的教授幾乎都是由日本內地來

的，比起台灣本地的教授思想開放，而且能體

諒學生對於追求自由的心態。在這些教授中，

教製圖的吉峰教授本身就相當反對這樣不合理

的規定，因此我們所見的吉峰教授總是綁腿套

上木屐在課堂的講台上伴隨著木屐聲大搖大擺

的走來走去。

因為如此自由的風氣，也可以說是反軍國

主義校風的豫科，促使第一代的西田豫科長在

我們畢業之後被下放到台中師範學校(這只是

我個人推測)。

入學當時，我們所使用的是台大運動場邊

所建的臨時校舍。入學當天晚上，第一屆學長

們為我們這些新生舉辦了迎新會。迎新會中，

我被學長們灌酒，有種自己已經長大成人的感

覺。破衣破帽是當時高校生的表徵，大家對於

外表都不太重視，著重於內在的充實，頭戴白

線帽(豫科生三線、台北高校二線) ，身穿黑

色的斗蓮，腳上穿著木屐，腰問掛著長長的手

巾在街上闊步步，這就是最常見的豫科生、高

校生的裝扮。另外頭髮也不去理髮院整理，個

個都像鳥窩頭，請各位想像如此裝扮的人走在

榮盯(現在的衡陽路)、太平盯(延平北路) , 

雖然是高校生、豫科生以一般社會常人的眼光

來看就像是活在不同空間的異類民族。但是在

8 

同學會 ( 理科工類第三屆)

理科理農頁頁第三屆同學們 1 圍繞著須藤教授合照

文科第三屆同學攝~'?新公園

當時一般人是用一種帶有尊敬的眼光來看待我

們。我們同時涉獵主要的文字書籍。在這之中

包括了世界文學全集、日本文學全集、俄羅斯

文學托爾斯泰的著作以及原文的德國文學著

作。 主要以德國文學家歌德的作品為主 。

在當時我們為了要維持生計，大家都有兼

2002 年十一 月



Arbeit (副業)。這些副業幾乎都是家庭教師或

者是中學的兼職教員。我在兼家庭教師的時候

協助二位台北一中(建中)的學生進入了台大

工學院。並且我又另外安排時間在桃園中學擔

任兼職教員 也順利的送出三屆畢業生，事隔多

年這些學生有時還會來探望我。

在我們入學後的五月份 (1942) 建在士林的

木板新校舍完成，我們便遷移到新校舍去了。

士林郊外的校地相當的寬敞，左邊可以看到往

草山的路，右邊則是芝山巖。而且教室中可以

很清楚的看到草山的街道(也就是現在往陽明

山的仰德大道)。時常可以看到一群群的女學

生經過這條街道去遠足。與我同班同學的廖月

華、蘇肇凱看到這樣的光景時，我們三個人就

會蹺課由操場登上草山街道往草山方向移動。

我們會先去泡個溫泉然後下山到北投，在北投

市場三個人小飲幾杯後，睡個午覺過了三點從

新北投車站搭淡水線的火車回台北。到了士林

站剛好是同班同學上完課回台北的時間。我們

通常是一副若無其事的表惰，就像是和大家一

起下課回台北一樣。

對於不運動的我來說，在三年的豫科生活

(之後被縮短成二年半 )印象最深刻的是對台

北高校的定期賽。在昭和 17 年 (1942) 是第一

眉，豫科在當時很可惜的沒有拿到優勝。第二

年的第二屆定期賽中豫科奪得了大優勝 。 ( 因

為戰爭 ，第三屆之後無法再舉行)。因為豫科

得到壓倒性的勝利，豫科生全部列隊遊行出

動，在台北街道慶祝這次的勝利。

當我們聚集在台北街中心並移動到菊元

(現今衡陽路與重慶南路交叉口 )之前峙，阻

斷了交通，勞駕警察維持交通秩序，事到如今

2002 年 十一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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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無法忘記。在對台北高校定期賽的那段日

子岩村光介(文科第一屆學生)填詞的聲援歌

以及勝利之歌，將豫科精神表現得淋漓盡至。

在我的記憶中，無論是破衣破帽或鳥窩頭

的豫校生以及高校生畢業後，一進入大學整個

外觀都煥然一新，行動上也變得如同紳士一

般。特別是醫學院中將來成為醫師新貴的學生

們感覺上更有紳士的風範。而且每個人在高中

時代所修養的人格進入社會中都會反映出來。

我出生於 1923 年，進入台大豫科為 1942

年，當年是 19 歲。也可以說 20 歲、 21 歲、 22

歲最年輕氣盛的時期在豫科中度過的。我現在

79 歲倒算回去的話已過了 60 年。 在台灣這樣的

年紀的人一甲子之前的事幾乎都已經淡忘了。

在這裡我寫下我所回憶起來的事，藉著這個機

會讓我體會到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在豫科

的三年生活中定下了我人生的最重要的基礎。

(作者係母校醫科 1948 年畢業，曾任母校耳鼻。!是科教授

兼主任，現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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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of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with 
beta -adrenergic blockers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CHF) is a major 

public health problem. It has been estimated 

that in the United States, more than 4 million 

patients suffer from CHF and that more than 

400,000 new cases of CHF are diagnosed each 

year. More than one million hospitalizations 

occur each year for the patients with this condi

tion 

Total cost , including physician visits, drugs 

and nursing home care amount to billions of 

dollars. There have been rnajor advancements in 

understanding of the pathophysiology and treat

ment of CHF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Use of 

beta-blockers to treat selected cases of CHF is 

one of such examples. 

Waagstein and associates in Sweeden and 

1 were the first to employ beta-blockers to treat 

severe CHF independently in the early 1970s. 

In 1972, 1 treated a 72 years old man at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Hospital. He had a long 

standing history of hypertension and developed 

severe CHF with persistent sinus tachycardia 

resistant to the traditional treatment including: 

digitalis , diuretics, oxygen and bed rest. At that 

time , 1 postulated that low dose of propranolol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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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 beta-blocker available at that time) might 

reduce the cardiac rate without impairing the 

cardiac contractivity , and thereby reduce the 

cardiac workload. Accordingly, 10 mg of propra

nolol was given orally every 6 hours, and remark

able improvement of CHF was observed. Seven 

additional patients with resistant CHF with 

tachycardia due to various etiologies including 

rheumatic mitral valvular disease ， 的chemic or 

idiopathic dilated cardiomyopathy were treated 

with low doses of propranolol. Six of the 7 

patients had symptomatic improvement, and 

the results of this experience were reported 

briefly in the proceedings of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beta-adrenergic blockade in 

1978. Before this report , Waagstein and associ

ates published the beneficial effect of beta

blocker, alprenolol in patients with dilated 

cardiomyopathy in 1975 issue of the British 

Heart Journal. Their first patient was treated in 

1973 

Despite the earlier skepticism, numerous 

well designed studies have been published 

subsequently and have confirmed the beneficial 

effects of various types of beta -blockers on 

CHF. 

2002 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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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al hypotheses have been proposed to 

explain the beneficial effect of the beta-block

ers on CHF. The most important mechanisms 

are probably their ability to shield the 

myocardium from sustained over- stimulation of 

the sympathetic activity and reduction of the 

cardiac workload by reducing the rate-pressure 

product 

There is a remarkable analogy between 

budget cut for budget deficit (BD) versus beta

blocker treatment for CHF. Both are results of 

demand exceeding supply. When a country 

develops serious BD, it prints more money and/ 

or borrows from other wealthy countries. The 

short- term effect is a false sense of prosperity. 

!n the long- term, however, inflation ensues, inter

ests on borrowed money snowballs, and eventu

ally the economy collapses . The remedy for BD 

is to apply brakes to íeckless spending by 

cutting budget. This must be done carefully , as 

too little cut is ineffective, on the other hand, too 

much and too quick cut will cause depression of 

the economy. When patient develops CHF, the 

body will activate the 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 and produces more norepinephrine. The 

short-term effect is a sense of well being owing 

to the increase in cardiac output. If further 

cardiac stimulation is necessary, pressor agents 

such as dobutamine can be given. The short

term result is again benefici訓 ， but the long-term 

result is disappointing because of the reported 

increase of mortality . 

As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s rapidly increas

ing world-wide , more and more people will 

2002 年 十一月

suffer from CHF 

Cardiac transplant, artificial heart or other 

mechanical devices are very exciting but they 

are not likel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vast 

number of patients , because of the enormous 

costs . We must seek the most cost effective 

way to treat our patients. Beta- blockers appear 

to be an important adjunct in treating properly 

selected patients with CHF due to various 

causes. They can ameliorate patients ' symp

toms, improve left ventricular (L V) function, 

reduce the risk of hospitalization and may 

prolong life 

Additionally , treatment wi th beta blockers 

was reported to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develop

ment of CHF in the elderly population with prior 

myocardial infarction and a!;ymptomatic LV 

systolic dysfunction. 

For the record , as I have stated in this arti

cle, I was among the first to use beta- blocker 

to treat CHF indepe門dently ， and I was the first to 

postulate that low dose beta-blockers exert 

negative chronotropic action while preserving 

the left ventl'icular systolic function . The latter 

finding was confirmed by the report of Ishizaka 

and associates at the 2001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Scientific Convention 

Yu-Chen Lee, M.D. 

Baltimore , Maryland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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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問世界上用貝他交感神經阻斷劑治療

充血性心衰竭臨床經驗談

在美國估計有四百萬以上人罹患充血性心

衰竭(以下簡稱 CHF) ，且每年有四十萬新病

人。 每年有一百萬以上病人因而住院，所耗用

之金錢包括醫師、藥物、護理居家治療等，已

達數十億美金之多，所以可說 CHF 是美國公共

衛生之一重要課題。

傳統上，對 CHF 之治療採取用毛地黃、手Jj

尿劑、給氧及臨床休息等，雖大多數有效，但

也有些沒什麼效果。

筆者於 1972 年，在馬利蘭大學附屬醫院有

3年齡 72 歲之病人，他有長期高血壓且有持久

性竇性心搏過速，以致嚴重 CHF 對傳統之治療

不發生效果 O 束手無策之餘，想起過去上藥理

學時，所知或許可用貝他交感神經阻斷劑來治

療，因此推想到用小劑量，當時唯一之此類藥

propranolol (Inderal) ，或可降低心跳而不致損傷

心臟收縮，因而降低心臟工作負荷。經過每六

小時給病人服用 10 mg 之該藥後，病人之 CHF

大有改善。接下來，對七例帶有心跳過速，由

於各種原因包括風濕性僧帽瓣病、失血性或原

發性擴張心肌炎等來難泊之 CHF ' 予以小劑量

propanolol 峙，有六例得到症狀大改善，我也將

此經驗成果於 1978 年簡單地在貝他交感神經阻

斷劑國際學術會上發表。後來方知無獨有偶，

在瑞典之 Waagstein 及他之合作者於 1975 年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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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成功使用 alprenolol 來治療擴張性心肌炎之事

於英國心臟學雜誌 (British Heart Journal) ，不過

他之病人是在 1973 年用此法，比我慢一年。

開始時縱然有不少人持懷疑態度，但訐多

很周詳之研究成果見諸於學術界、雜誌，因而

確認了各種貝他交感神經阻斷劑有效於 CHF 。

到底何以會有此奇效?不少人提出解釋。最主

要或許它之有能力保護由於恆久性交感亢進，

而受害之心肌膜，及降低速度與壓力乘積而減

少心臟工作負荷。

其實貝他阻斷劑治療 CHF 和剔除預算來改

善預算赤字有異曲同工之處，都是因為需要超

過供應之結果。當一個國家發生嚴重預算赤字

時，或採多印紙錢或由其他富裕之國借入。短

期間有一番風調雨順之假象，但長期來說，通

貨膨脹，所借錢利上加利如滾雪球般，越滾越

大，最後經濟崩潰。預算赤字的對策應該減少

預算來對漫無節制之消費予以剎住。不過實行

時要很小心，減太少不會有效，但太多或太快

又會引起經濟衰退。當病人發生 CHF 時，身體

會激發交感神經系統，因而產生很多之 Nor

epinephrine 。因此短時間，因心臟流出量增多

而感覺好轉。但若有必要心臟刺激時，可給升

壓劑如 dobutamine 。短期間又可收一時之效，

但長此以往下去，因增加死亡率而令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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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世界老人人口急速增加，更多人會得

CHF '雖然心臟移植，人工心臟或其他有關機

械都是很好的治療，但要用來解決大多數之病

患費用太貴 ，負擔不起 。 所以我們必須找得經

濟實惠之法來治療這些病人。 貝他阻斷劑對各

種原因引起之 CHF 或有些特定病思可得其幫

助。它可舒解病人之症狀，改進左心室功能減

少住院且延長壽命。同時貝他阻斷劑也證明對

於老年人因前思過心肌槓塞及無症狀左心室收

縮機能障礙得CHF之機會降低。

為了備案，筆者乃世界上首開用貝他阻斷

劑治療 CHF 之人之一 ，同時也是第一位提出小

量貝他阻斷劑能有減速作用且能保持左心室收

縮功能之推論。此種假說於 2001 年美心臟學會

學術年會時，由日人石板等人加以證實。

(李玉深係母校醫科 1949 年畢業， ~見早已美馬利蘭大學內

科名譽教授，李彥輝係母校醫科 1963 年畢業， UCLA 

蔡 1史博士，目前內科執業於費城)

種恥大醫學院物;更治療學家間斷人
卜)資 格:1.需具有教育部認定大學物理治療相關領坡之博士學位。

2. 近五年內積極從事研究並有論文著作發表。

3. 具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執照者得優先考慮錄用。

已)工作內容:負責學系神經物理治療相關課程之講授、研究與服務。

~檢具資料 個人履歷表及相關學經歷證件、著作目鋒、論文抽印本、學士、

碩士及博士成績單、推薦函兩封

個)截止日期:九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寄達本所

田聯絡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七號

台大物理治療學系暨研究所 吳英黛主任收

的聯絡電話: (02)2356-2335 傳真專線: (02)2331-3598 

網址 http://www.pt. 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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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看肝癌

江 顯 禎

「得癒者， 偶而有之; 得助者， 時常有之; 得慰者，恆皆有之 。 」

肝細胞癌細epatocellular carcinoma - HCC) 

在美國是罕見的疾病，卻是中國人常罹息的癌

症之一 。我既不是肝癌專家，也不是一般開業

的家庭醫生 ， 在美國的三十幾年期間，真正接

觸到這種 「原發性肝癌 J (primary hepatoma) 的

個案，寥寥無幾，可以說是太微不足道了。到

1998 年我關閉診所之前 ， 算了一算，才只有五

個。而且這些還不算是我自己的病人 ， 因為其

中三位是此地 Dr. 玉的病人，我幫他們做了外科

組織診斷。包括一位東埔賽華僑， 一位緬甸華

僑，和一位剛從中國廣西省來此地的年輕人。

其他兩位 ， 則是我自己的親戚朋友，找我問病

時才發現肝癌的。後述這兩位來自台灣，印象

特深，是以為記。 ( 故事真實 ， 當事人之名則

屬虛擬，以保其隱私權。 )

德州友人的急症

1972 年我在德州達拉斯 (Dallas) 的貝勒

(Ba y lor ) 大學醫學中心的胸外科受訓。有一天我

到奧斯汀(註 Austin 為德州首府 ， 在 Dallas

南方約二百哩 ) ，參加醫師執照考試。中午休

息時，突然接到內人的電話，要我回家前聯絡

一位在聖安東(註 San Antoni。 在 Austin 南方

約八十l盟)的美國人家庭醫生 Dr . M 。事情原委

是這樣:我的一位親戚 Charlie 在 Dallas 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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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醫者之格言 (十五世紀西諺 ) 註 l

他的美國鄰居太太兩天前專程帶他到 280 哩外

的聖安東找她妹夫 Dr. M 看病 ， 作了體檢和肝功

能。報告回來， Charlie 急壞了 ， 因為家裡沒人

聽得懂英文醫學名詞。

我立刻就地打了一通長途電話給這位醫

生 ， 根據他的判斷病人可能患有胃炎 (gastritis ) 。

考完試趕回家，內人催促當晚趕去 Charlie 家 ，

在他臥室我檢查了他 。知道他身體不適已經兩

星期:有噁心 、 胃口不過、肚子脹 ， 牽扯到右

庸的症狀。 他不發燒 、 沒觸痛 ， 沒黃痘 ， 右肋

骨下有四指寬的肝腫大。我暗想他患的是 HCC'

臨走時我勸他去 Baylor 作更進一步檢查。兩天

後 ， 他在 Baylor 做了肝掃描 (Ii v er scan) ，發現

多處腫瘤，肝的針刺生檢 (Iiver biopsy ) 證實恩的

是 HCC 0 Cha rlie 三十出頭 ， 早年來美經商 ， 但

一直都沒有醫療保險。

徒勞無功的手術

我向 Baylor 的外科教授們請教 r換肝 」

(Iiver transplant ) 是他們唯一的建議 ， 但是他們

都說從來沒這于術經驗。我想起 70 年代的初

期，全美國在臨床外科做肝臟移植成功的 ， 只

有在科羅拉多 州 大學 (U Colorado) 的 Dr .

Thomas Starzel 。而且早期的換肝手研討 ， 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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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都不是惡性腫瘤。我也想起台灣的肝癌切除

手術國際馳名。我想憑他們多年來累積的經

驗，由他們來建議開刀與否，也許比較適當。

我把這壞消息告訴了 Cha rli e 和他的太太 Kay , 

也坦白告訴他們病的嚴重性。他表面鎮定，好

像這是預料之中。我建議他們回去台灣休息並

且就醫。師然他們每年都回台辦事和省親，這

次何不趁早成行 ， 讓台灣的肝癌專家們作個審

慎的評估和處理?得到他們夫婦同意，我就寫

了一封介紹專函，連同 Baylor 的資料一起 ， 讓

他們帶走 。

Charlie 回台，馬上住進醫院，聽說探究性

手術是 "open and close " 。主刀的主治醫師第二

天就出國旅行，把所有手術後的病人都交給別

的醫師。可憐的 Charlie 病情急轉直下，聽說他

們很少理他 ， 只是連續不停地打止痛藥。他一

直陷入半昏迷狀態，跟著就不醒人事，渣然長

逝。 Kay 料理後事完畢，帶著兩個廠廠待哺的

小孩傷心回美。當我們再次去他家，看到的是

一片愁雲慘霧。除了弔慰致哀之外，我也無辭

以對。

鳳凰城另一經驗 1996 年仲夏，此地一位中

國朋友 She ri 突然出現在我的鳳凰城診所，她年

過三十 ， 膝下猶虛。看遍不孕症婦產科、內分

泌及家庭科醫生，也試了許多不同的方法，包

括賀爾蒙和促孕的藥物 ， 甚至於中藥偏方 ， 都

不見效。這回身體不適，美國家庭醫生 Dr . A 懷

疑有膽結石，作了腹部超音波檢查 ， 意外發現

肝臟有許多病t士 ， 判斷那是藥物引起良性瘤或

是轉移性的惡瘤，下一步就是要檢查她的整個

胃腸系統。當她告訴我這情形時，我馬上要她

去作全身 CT 及肝針刺生檢，同時也檢查 α-胎

蛋白 (AFP ) 。結果病理是 HCC ， AFP 指數甚高。

2002 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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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 B 型肝炎病原 (HBV ) 的帶原者。從 CT 上

看，她的病沒有蔓延到肝臟之外。

這時我認為 Sheri 應該考慮 「換肝 J 我聯

絡到鳳凰城唯一做肝臟移植的外科醫生 ， 這人

曾是 Dr . Thomas Sta rzel 的得意門生和助手。在

電話中他告訴我:為 HCC 而做的肝臟移植，成

果好壞要看 HCC 的組織學特徵和 HBV 病毒的

DNA 。他要病人和她先生預約來古今所，可惜他

們認為換肝機會渺茫，沒有如約。後來主化知

道，他們經由洛杉磯的朋友介紹，前往加州、I Ci ty 

of Hope 醫院，但是不久就錯羽而歸。這時我也

聽說，她在台灣的姐姐聯絡到當地有名醫院的

肝癌專家，要她回台。他們不希望她在美國接

受任何外科手術'理由是 r 美國的肝癌病例

太少，醫生經驗不夠。 」 我們因此失去聯絡。

控塞治療

四個月後的一個冬夜，我們帶著女兒到台

北東區的一條小巷子口，在一家有名的餐館圍

爐，竟然與 Sheri 和她先生 Noah 不期而遇，當

時她的父母兄弟均在場。異地相逢，我覺得她

氣色很好。聽說已經在醫院作了多次的 「 導管

桂塞治療 J (transcatheter embolization ) ，現在

正好是治療週期後休息的期間。她的 AFP 指數

在每次治療後立刻下降，現在是過去最高峙的

十分之一 ，我們也為她高興。她希望將來回美

國後能繼續向我討教 ， 我不是她醫療計畫中的

醫生，也將近退休，但勉強答應。以後的一年

當中， Sheri 幾次往返台美兩地 ， 每次回台就在

醫院作導管治療，回來美國就帶主治醫師的記

錄和血液報告 ， 在不同地方看我。

我注意到她的最後一次治療，記錄上顯示

「桂塞治療 」 漸漸失靈，好像與癌細胞的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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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平衡 ， AFP 指數居高不下。不久 ， 她開始

有腹水，呼吸和胃口慢慢地受到影響。我幾次

在醫院門診為她抽水 (paracentesis ) 。後來發覺

Noah 是個有耐心的丈夫兼很能幹的 「護士 J

我乾脆為她裝置一條柔軟的腹腔導管 (peritoneal

catheter) ，用來排水 ; 也在她鎖骨下埋置了一

條導管 (subclavian port-A -cath) ，用於輸送營

養和藥物。我教 Noah 如何 「無菌操作 」 這些管

子 ， 使他能在家裡日夜貼身照顧。我也安排了

安寧護士 (hospice nurse) ，隔數日看她一次，

有一天我登府造訪 ， 見她瘦弱但精神極好。一

個月後她平靜地離開人間。

肝癌原因?過去與現在

1964年我在台大外科當住院醫師 ，幾乎每

天都可以看到 HCC 的病人。記得當時教授常

說 ， 世界上患 「 原發性肝癌 」 最多的地區是華

南 、 台灣和東南亞 ， 以及非洲的 Bantu 。有趣的

是 : 他說移民來美的華裔患肝癌者仍然很多 ，

而非裔則否。他觀察到華裔不改食物的習慣，

因此認為肝癌與中國食物有關。那時我們知

道，發霉的米和豆類等農產物產生 「 黃麵毒

素 J (aflatoxin) ，這個致癌物就被鎖定為引發

HCC 的主因。 1965 年我來美國以後才第一次聽

到 「 澳洲抗原 J (Austral ian antigen ) 。兩年後有

人更進一步，證實了它與HBV 的關係。 1973 年

WHO 才統一命名它為 r B 型肝炎表面抗原 」

(Hepatis B surface antigen - HBsAg) ，乃是

HBV 病毒多種抗原之一。

美國也有 1 - 2 %的人口有 B型肝炎 ' C 型

肝炎也不停在增加 ， 但是大多數美國人的肝硬

化與慢性酒精中毒比較有關，偶而變成肝癌，

這可以說與台灣大異其趣。據美國華人防癌協

會一項全球癌症統計資料顯示，近年來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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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肝癌新病患是北美罹肝癌者 11 倍 ， 另一項針

對移民進行的統計研究顯示，即使在亞洲出生

的美國華裔 ， 每年死於肝癌人數還是偏高，比

率是美國白人的 8 倍。 80 年代之初，我從台灣

對肝炎的研究知道 HBV 病毒為台灣地區 HCC 的

主因，有的%的肝硬化與肝癌是由於感染 HBV

病毒所造成。據說 HBV 病毒帶原者在台灣一地

就有三百萬人之多。在這些終身帶原者中，有

二分之一的男人以及七分之一的女人可能發生

肝硬化與肝癌。病理變化「 三部曲 J ( 肝炎變

肝硬化再變肝癌 ) 已被確認。多年來，肝炎是

台灣臨床醫學和公共衛生的嚴重問題;而 HCC

一直名列台灣十大死因之一，這是很特殊的現

象。

診斷與外科治療

70 年代早期還沒有 CT '超音波檢查也尚未

普遍，診斷須靠放射性同位素掃描與肝的生

檢。癌的範圍超出肝臟以外與否，術前估量很

難確定，如有一線生機 ， 還要靠醫生主觀的經

驗 ， 病人的唯一希望寄於外科的 「切除 J (hepa

tectomy ) 。現在肝癌的診斷可以運用 AFP ， CEA 、

MRI 、 enhanced CT 、血管造影以及用細針吸取

的生檢 (F ine Needle Aspi ration - FNA ) 等 ， 早期

診斷增加痊癒的機會。

在治療方面，酒精注射 (percutaneous

ethanol injection - PEIT) 曾在外科試過。技術的

演進，有肝動脈桂塞治療，但最重要的突破是

90 年代後期的肝臟移植。目前已盛行各地，據

報導 : 去年 (2001) 美國各地有 120 個醫院做將

近 5000 次的肝臟移植。腫瘤直徑小於 5 cm 採

用肝臟移植，手術後五年存活率可達 75% 。他

們的經驗告訴我 r組織相容 J ( histocompa t卜

bility) 在肝臟移植于術中並不扮演舉足輕重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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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只要大小相若的捐贈肝臟幾乎都可派上用

場。 肝炎口服藥 「拉美夫鉅 J (Lamivudine) 有效

抑制 HBV-DNA 的合成，只要長期服用，即使是

HBV 病原的帶菌者， 也有希望藉 「換肝 」 戰勝

肝硬化與肝癌。

醫「病 J 與醫「人 j

除了談純醫學和技術以外，我也想把論題

提昇到人性關懷的層次。從發病 、 診斷 、到死

亡，我所記述兩位病人的命運與任何肝癌末期

患者並沒兩樣;但是他們兩人所接受的醫療照

顧 ，卻因為時空的差異而迴然不同。我們可以

理解 Charlie 之死自始似成定局，遺憾的是當時

教學醫院的冷漠環境 ， 只重視醫 「 病 」 而忽視

病人與家屬的感受，匆促開刀，缺乏術後關

心，更無安寧照顧可言 ，這也是家屬所難以接

受的。去年我與同班同學一起參觀了台北幾個

醫院 ，特別注意到癌症病人的照顱，在與醫護

人員討教言談當中 ， 覺徉過去廿年來台灣在這

方面已有長足的進步 ，而且與有國際一流水準

的純醫學研究和技術不相脫節。

雖然新的醫學強而有力，使許多事情改

觀;但我深信任何方式的治療，不管開刀與

否，都包括有一個互古不變的基本要素，那就

是人性的關懷 ， 這個要素當然也蘊含在 「 醫病

關係」之中。治療的經驗是醫生和病人共同的

參與，醫生的理念就是 ，在任何困境之下都能

夠為病人的福祉，以坦誠莊敬的心情表示關

懷。 Sheri 後來接受的治療方式，是她和她的醫

生一起詳細斟酌後所作的決定，這使她樂天知

命 ，而終生不悔。 桂塞治療給她的緩和效應延

長了一年半 ， 在這短暫可貴的期間，她大都清

醒理智，自己掌握了生命結束之旅，並以積極

和主動的態度，看待死亡。她W Noah 也同時理

2002 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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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到，在現代醫學還不是全無缺陷的環境中，

這就是我們能夠給她的一個美好贈品。

註 1 "To cure , sometimes ; to hel口， often; to comfort , 

always , " 

th -Physician 's goal ，的 century maxlm 

(作者係母校醫科 1963 年畢業 ， fh心臟血管外科專家 ，

現已退休於美國亞利fþ， }]~ 1'1'1 鳳凰城)

合大學學院議理學家所

九十三亭亭皮

誠徽各科專任護理教師

數名

一、職務﹒教學、研究及服務

二、資格:具護理及相關學系博士學位

者優先考慮

三、 檢具資料:學經歷、專長及最近三

年學術研究論著

四、起聘時間 九十二年八月起聘

五、截止日期 九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 ( 以收件郵戳日期為憑 )

六、信函請寄: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

段一號台大醫學院

護理學系所戴玉慈主任

七、洽詢電話專線 (02)2312-3456 

分機 222 8

傳真專線(02)2321-9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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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實證醫學」與「失口識經濟」的時代

一談職能治療學系碩士班之發展目標

對於 「職能治療未來的發展 J 許多年輕

職能治療師經常抱持負面、消極

的觀點 ， 資深的職能治療師雖不

致如此 ， 但面對此課題要如何鼓

勵年輕職能治療師， 卻常感到

「 無力 」 。這可從職能治療學會

或公會網頁之留言板內容獲得印

證 : 我們常看到的是一堆抱怨 、

無奈 ， 卻看不到排憂解怨的具體

答覆，更遑論振奮人心的言論。

隨著醫療科技的進步，目前的醫學主流愈

來愈重視 「 實證醫學 J (evidence

based medicine ) 。實證醫學是詳

實地利用現有最佳的科學研究證

據，來為病人訂立治療計畫及提供

服務的醫學。 也就是說，如果職能

治療師也採用「賈證醫學 J 則我

們提供的治療計畫必須植基於 「研

究證據 J 而最佳的研究證據來自

所謂的 「隨機對照研究 J (random

ized controlled tri a l s) 成果。然而，

如果各位至 MEDLlNE ， PsycLlT，或

CINAHL 等資料庫，查詢 "occupational therapy " 

與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 ls " 交集之研究成

'"鴿'""

「哥H會「

我想大家都會同意 「 病人的

進步」或 「職能治療的療效 」 是從事臨床職能

治療最大的成就感來源。反之 ， 大家也會同

意:如果職能治療的治療成效有限或不確定，

或者職能治療的治療技術及療程 ， 進展有限，

甚至數年來如一日;則對長期從事職能治療者

將會不易獲得任何 「重大成就 J 即使是 「 加

官晉祿 」 意義也不大。所以 ， 為了提升治療技

fijtÏ或追求成就感 ， 許多職能治療師一方面累積

「 臨床經驗 J 另一方面參與 「繼續教育 」 或

「 學術研討會 J 藉以充實 「 專業知識 」 。個

人認為這些是目前一般臨床職能治療師掌握療

效、獲致成就感的重要方法。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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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將會帶給各位一定程度的震撼 為何有關

職能治療療效驗證的成果如此有限 ? 當然 ， 各

位也會想到:即使有關職能治療療效驗證的研

究成果被發表了，我們是過了多久之後才掌握

到的 !

另一個時代的潮流一「知識經濟 J 也正

衝擊著我們 。傳統上大家都知道 "Knowledge is 

power." , r知識」 代表著 「力量 」 與 「權威」 。

而所謂知識經濟的時代 ， 更將 「知識 」 之定義

2002 年十一月



與價值提升至另一層境界。政大商學院吳思華

教授認為「知識」已經成為土地、勞力、資本

之外，另一項重要的生產要素。未來 r 知

識」將是決定一國能否在國際競爭的舞台上，

扮演關鍵角色的決定性因素。往後的國際競爭

不再只是國土的大小、武力的強弱、或是外匯

存底的多寡，而是一國的知識涵量。「知識經

濟」意即建立在知識生產、分配與使用之上的

經濟活動 O 其中又以知識的「生產」或「創

造」為知識經濟的核心。所以，創造「知識」

將是推動知識經濟的原動力。

綜合以上，個人大膽預期職能治療師必須

積極驗證治療的效果，淘汰無效的治療模式，

同時開發新的治療模式，進而提升個人治療的

效率與水準'如此才能在「實證醫學」與「知

識經濟」的潮流下取得生存的空間，同時這也

是專業人員獲取成就感與避免 burnout 的重要方

式。

至於職能治療師如何「驗證療效」、「開

創新知(新的治療模式) J '必須提到「研究

發展」的方法與能力之培養，以及台大職能治

療研究所的發展目標。個人覺得大學教育之主

要目標為培養學生具備吸收知識與獨立思考的

能力，而研究所的主要目標則更進一步在於培

養學生「創造知識」的能力。所以唸完碩士

班、甚至博士班的學生可以具備下列「獨立研

究」的能力:批判、驗證既有知識(如現存之

評估工具或治療模式之有效性)的能力，改良

既有之測量工其或治療理論，甚至開創嶄新的

知識體系(如開發新的評估工具、治療理論或

模式等)。個人相信如果個別職能治療師能夠

2002 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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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獨立研究 J (意即獨立創造知識)的能

力，則不但能悠遊於「知識」的寶庫中，亦能

享受創新知識的無上快樂。所以，本系研究所

主要發展目標是培養具備「創造知識」能力的

職能治療師!

然而，培養具備研發能力的職能治療師，

並非一蹦可幾之目標。在個別學生的研究能力

培養上，個人認為沒有三到五年以上的全力投

入，難以完全掌握。可是碩士班的學習期間僅

有 2-3 年， 般學生若能窺得學術殿堂的宗廟之

盛，已屬不錯。若能因此更進一步，立志往學

術研究做為終身職志，那便是碩士班的重大成

就了。所以本系一方面將盡力籌備博士班，以

便職能治療師能於國內完成完整的獨立研究之

能力養成。另一方面，在碩士班的教學目標

上，若能讓學生體會到「創造知識」對於職能

治療發展的重要性，以及有一個「快樂的」從

事學術論文的經歷，或許畢業之後能夠進而終

身投入「研究發展」的行列中。

以上僅是個人淺顯的見解，希望能夠拋磚

引玉，以期關心職能治療發展之同仁，對於職

能治療未來的發展能夠提出更佳的見解，讓職

能治療的未來更為美好!

(作者係母校復健醫學系職能治療組 1988 年畢業，現任

母校職能治療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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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職能治療從業人員之在職教育

台灣職能治療之發展始自民國 45 年，國際

婦女會派遣職能治療顧問來台大醫院指導成立

了作業治療部，以服務精神科病患為主。其後

又有幾家醫療或復健機構陸續成立了作業治療

部門，但直到民國 62 年，國立台灣大學復健醫

學系職能治療組第一屆的學生畢業以後，職能

治療人員才逐漸增加。而台灣職能治療較快速

的發展則是在民國 81 年以後，陸續有其他四所

大學的職能治療系(組)畢業生產生之後。迄

今領有職能治療師証書者已超過千人，職能治

療生証書者二百餘人。

職能治療從業人員早在民國 63 年，即由台

大復健醫學系職能治療組的畢業生及在校生發

組組成了「職能治療學術研討會 J 二年後更

名為 「職能治療臨床學術研討會 J 定期由參

與成員或各職能治療單位人員輪流就職能治療

相關知識與處置，自訂主題報告。其方式從初

期每月一次由一位主講者報告，到後來每三個

月或每半年舉行一次，一次有多個主題的演

講。此為早期職能治療人員為提升個人的專業

知能，自行組成之學filìJ交流活動。

及至民國 7 1 年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學會成立

之後，職能治療學filtJ研討會即由學會主辦。由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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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職能治療人員人數已超過百人，並分散於全

省，為能方便所有職能治療人員參加，研討會

則配合每年一度之會員大會時舉行，並改以公

開徵求文章的方式代替先前輪流的方式執行。

此外，學會並於次年開始發行中華民國職

能治療學會雜誌，鼓勵會員投稿，帶動會員從

事學術研究的風氣，促進學術交流。此外，並

應會員之需求，安排統計方法之進修課程，提

升會員之研究能力。民國 75 年起行政院衛生署

每年均委託學會舉辦職能治療人員繼續教育訓

練課程，其課程內容涵蓋職能治療的復健及精

神兩大領域，近年來更配合社會之需求及健康

政策之走向，特別補助學會舉辦早期療育及長

期照護兩方面之職能治療專業人才培育課程，

以提升從業人員特殊領域之專業知能。除了舉

辦學術研討會或繼續教育課程，提供會員們在

職進修及自我提升的機會外，為能夠確保職能

治療從業人員均能主動進修，近幾年更配合台

北市衛生局每年舉行之早期療育特約機構訪察

工作，將參加繼續教育課程、參與相關研究工

作及發表論文列在訪察項目中，以督促職能治

療從業人員加強這些方面的活動。

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學會為了能夠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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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治療從業人員的專業知能，並確保專業人

員確實持續的進修，維持個人最高水準的專業

知能 ， 自三年前起 ， 開始規劃職能治療人員進

修教育積分認証制度，以及職能治療師分級

制，將治療師分為初 、 中、高三級，治療師可

依工作年資、學歷及教育進修積分點數進級。

這個制度之實施 ， 將可確保具備一定水準之各

級治療師，提高職能治療師之專業素質與專業

地位。目前這兩個制度正在試辦中，將在收集

會員們的反應，做必要之修正後實施。

將來正式實施後，將向醫事人員主管機關

一行政院衛生署爭取採認，並依各種額之治療

所需治療師等級之不同，向健保局爭取合理之

保險給付，以鼓勵職能治療師持續進修，維持

最高水準之專業知能。

(作者係母校復健醫學系職能治療組 1975 年畢業，現任

母校職能治療學系副教授及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學會理事

長)

r 徵求領帶及絲巾圖據設計」

(一)宗旨 : 本院發售之紀念品中領帶與絲巾是最受歡迎的物品 ， 現已銷售一空。為使新產品

能更受歡迎，更具代表性，決定公開徵求圖樣設計，以製作新式的領帶與絲巾。

(斗辦法 : 1.醫學校區師生、師生之眷屬及畢業校友，具優先參選資格，每人可提出一至二
件作品參選。

2 . 作品需以彩色繪畫於A3規格之紙上 ， 領帶設計需附全圖及領帶型圖樣 ， 絲巾

設計需為方形圍樣 (40 X 40 cm ) 。

3 . 作品需能充分表現 「 一看就知道是台大醫學院 」 的要求， 而又具備美觀、高

雅、易於接受的條件。

4. 可以紙本送件 ， 亦可以圖檔光碟送件。

5. 截止收件日期為九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倒入選作品;第一名:獎金 10000 元，作品用為領帶、絲巾及相關紀念品之圖樣。第二

l 日評選方式 : 自聘請專家公開評選。入選作品本會有權修改不同意修改者請註明。

、 名 : 獎金 5000 元，作品依需要用為部分紀念品圖樣。佳作五名 : 每名獎金 (f 
~， 1000 元。
雪白作品請送交醫學人文館一樓校友會聯合會辦公室 ， 或電 8叫柯銘勳先生聯絡。 g 

tz 

~\\，'1-可能fd W訪;-7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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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精神障微芳的另一條路

一職能治療一

玉里，如果您未曾到過花蓮，相信您可能連

它位在什麼地方都不知，然而卻有一個在精神醫

療界赫赫有名的醫院--玉里榮民醫院在此地。於

精神醫療史上，玉里榮民醫院成立於民國四十六

年，設立當初，專責收容罹患精神疾病之榮民，

然因歲月與時代的變遷，榮民逐漸凋零;榮眷及

一般健保身份的精神疾病個案逐漸成為本院收治

的對象之一 。 當初收容這群榮民是有其背景的需

要，所提供的服務自有其獨特的考量。

然而這群榮眷及一般健保身份的精神疾病個

案， 年齡層降低、住院期長，是這群個案的特

色，面對這群精神疾病個案職能治療常用之治療

活動，就必須考量上述的問題，如只以活動治

療，在長期運用上總難免會遇到堅守驢技窮的時

候，而且必須面對諸多的挑戰。其中之一是詢問

治療師:參與目前的活動表現不錯，不知何時可

以出院回家。這個問題困擾著醫療圖隊，也讓治

療師感到兩難。原因是這群長期住院的個案，其

家庭支持系統無法提供適當的支持，對於出院這

個問題必須考量家屬是否能接受個案。再者，家

庭支持系統的缺乏，如父母年邁無法適當照顧個

案，導致在諸多方面無法適當提供，尤其是心理

層次或經濟方面的協助與支持。

因此，職能治療人員所思考著的:不單是以

解決個案的問題做為治療的部分;更重要的是必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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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以考量個案在長期住院下，其功能表現的維持

及其整個生涯的發展與規劃。因此，職能治療人

員以個案的生涯做一適當之全人、全程規畫 ，發

展出一套適合這群個案的服務方式。

基於職能治療的概念，我們對於這群慢性精

神疾病個案提供相關復健服務，以減少個案因疾

病所導致的功能缺失，發揮個案最大潛能。並透

過各式各樣對個案有意義的活動，培養參與活動

之動機、增加工作動機與意願、改善個案的功

能、及其人際關係、增進其日常生活表現，進而

使其發揮最大獨立自主的潛能，以期讓個案能於

未來如有機會回屋軒士區時，能適應社區生活。

另外，我們認為:

1 工作本身就是職能治療活動之一 ;可作為治療

服務媒介，以改善個案問題。

2. 工作可提供經濟上及精神上的支持:如金錢的

獲得、成就感、較有自尊......。

3 工作讓個案由負向的角色變為正向角色:如消

費者一手生產者的角色。

4 工作可發財士交技巧和與他人、環境互動的機

會。

因此，我們透過一系列完整持續的復健服

務，做為我們重要的作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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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職能治療活動(如手工藝、家事、藝術、休閒

娛樂...... )依不同功能程度的個案，給予適當

的職能治療活動，以維持、改善或增進其日常

生活、休閒與工作活動之合適安排，並藉此建

立個案相關活動的參與意願。

2. 病房內勞務服務性工作:透過病房內各種不同

的清潔維護工作(如餐後收拾清潔、病房單位

清潔整理) ，給予個案培養工作動機之機會及

適當之自我照顧能力訓練，以做為後續工作訓

練的根基。

3 . 院內工作訓練:院內設置庇護性工作訓練職

場，以訓練個案職業相關功能。職能治療師以

簡易功能評估方式，評量病房內合適之個案，

以了解個案基本功能表現，加上會談和實際接

觸觀察，暸解個案其他相關功能表現，並考慮

個案的興趣後，轉介個案至合適之職場。工作

訓練包括食品產品之生產、包裝;病歷公文之

傳送;醫院硬體建築物之環境清潔維持;商店

之管理;園藝植物之栽種、照護等等。院內工

作訓練時，需工作人員指導，個案基本上不需

負責，然而工作態度、習性及技巧的表現則為

訓練重點。為能增加個案之相關功能表現，透

過醫院提供之獎勵金發放，做為實質性之回饋

獎勵，以強化上述之訓練目標。

4. 院夕1-1士區職場:個案以到雇主提供之職場現場

實境操作方式，來訓練個案職業相關功能表

現。工作訓練內容類似於院內庇護性工作訓

練，但再增加職場環境適應訓練，以增進個案

對社區職場之現實感與適應，並做為未來就業

安置之前期。為能增加個案之相關功能表現，

亦透過雇主提供之獎勵金做為獎勵。

2002 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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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支持性就業:個案安置於競爭性職場，治療師

則依個案對工作之適應能力與表現，適時提供

適當的支持，藉以使個案實際適應於競爭性職

場，達到最佳之復健成效。個案所從事之工作

包括餐飲業之環境清潔、民宿房間之清潔維

護、食品加工業之貨品包裝、運送等等。

上述之職能復健，對於慢性精神疾病個案而

言，是精神醫療照護服務的特色(內容)之一 ，

透過這樣的復健服務，讓個案確確實實與現實狀

況結合，也讓個案在工作中得到自尊、成車站惑與

金錢的資助，甚而增加他們的生活品質與滿意

度，也增加其責任感，在工作過程中建立與他

人、環境互動的機會，我們這樣的理念與做法，

已漸為這群個案建造一條可行的路。

然而，儘管我們不斷努力讓這群個案透過此

一方式之訓練，使其功能表現有所維持與改善，

但他們仍需與社會大眾有一良性互動，也亟需社

會大眾對他們能肯定與接納。所以，在就業或職

能復健過程中，不管是職能治療活動或是院內庇

護性工作訓練，多少會產生一些產品，如能將這

些產品做更適詣的推銷，相信對個案亦是一種肯

定與認識，也藉由產品的推展，讓更多的社會大

眾瞭解精神疾病個案正向的一面，非全如新聞中

報導的那般，以改變社會大眾對精神疾病思者的

刻板印象。最後，仍期待著社會大眾對這群個案

能適時的接納與支持，使他們在人生道路上走的

更順、更平坦，當然也亟需您提供更好的想法以

幫助這群個案。

(作者係母校職能治療學系 1997 年畢業，現任玉皇榮民

醫院復健科副校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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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輔具中心服務的日子

去年從母校職能治療學系畢業後，我就加

入衛生署委託補助台大醫院的『身心障礙醫療

復健輔助器具研究發展中心 J 計畫(註一 ) , 

成為輔具中心生

活輔具組的職能

-(ffi')
E3 湘 '1台

量 (如輔具的款式、體積、攜帶方便性和本身

操作輔具的習慣等) ，與我們客觀的專業評估

上達到一平衡點。而這整個過程都是重要的，

也是花費最多時間、

治療師(註二) , 

從一開始對於

『輔具服務 J 的

瞭解有限，與計

畫中其他專業人

@ 身心障礙醫療鐘韓
申請真研發中 II!，\

精力的地方。在與個

案的互動的同時，發

現不論再理想的設計

或是具備復健目的的

輔具 ，若沒有考慮到

他們的主觀偏好，瞭

解到他們才是需要與

輔具朝夕相處的人

峙，則這些輔具終會

員 ，包括醫師、

物理治療師、職

能治療師一起學

習 ， 一起為中心

努力 ，到目前輔

被個案束之高閣。

具中心己日漸受

到重視也更具規

台大醫院 「身心積礙醫療復健輔具研發中心」入口處景觀 生活輔具的範圍

模、制度化，而心中感觸良多。

起初中心的硬體設備和空間尚未很完善，

常有機會和計畫內的兩位負責老師(毛慧芬 、

黃小玲職能治療師)“外出服務 所謂外出

服務常常是要花個 1 - 2 小時的車程 ，到三峽的

愛心教養院 ， 或是到內湖、 三芝的個案家中，

評估個案的輔具需求和提供相關服務。藉由仔

細評估個案和居住環境的情形，與個案及其家

屬討論他們的需求 ，進而可以將他們的主觀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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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的廣，包含了

食、衣、住、行、溝通、電腦、復健等方面的

輔真 ，大到輪椅、汽機車改裝 ，小到特殊湯

匙、握筆器 ，雖然有時會有輔具廠商在旁邊進

行組裝、修改，但為了提供個案在評估過後即

時的服務 ，總得學會 DIY' 漸漸地就會發現自己

手邊多出螺絲起子、扳手、水平儀 ，沒隔多久

電鑽 、 電動刀也出現， 這真是我始料未及的

(因為在這之前很多工具還真的沒碰過呢，甚

至連名字也叫不準) ，不過常常也就因為在

輔具上作了簡單的調整或是一個小小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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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醫院「身心障礙醫療復健輔具研發中心」室內

一隅

台六身心障礙醫療復健「輔具研發中心」內
陳設各式日常生活輔具

就帶給個案日常生活中很多便利，如用低溫塑

材製作的手指筆套，就可以讓患有肌肉萎縮症

的圈中生，在有限的動作能力下順暢地進行書

寫。

由於 r !~m具」對於個案的影響是顯而易見

的，可以很清楚的讓個案、家屬和治療師本身

知道這項輔具對於日常活動的執行是否有幫

助，或者需要做哪些調整才能使之更有效率。

所以若要提供完整的輔其評估，除了先前提到

的初次評估以外，等到輔具做好後，還需要讓

2002 年十一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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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試用看看，可能因為個案的身體狀況有變

化，或者廠商的製作與治療師的評估結果有落

差等 ，造成個案在輔具使用上出現問題 ，因此

再評的程序是少不了的。常常也因著個案狀況

的複雜度與輔具本身的合適性，需要更多次後

績的評估服務。

其實身心障礙者對於輔具的需求一直都存

在著，而近年來也愈來愈受到重視，隨著相關

法令的修正，大家對於輔具是需要經由專業評

估的概念也漸漸形成(其中的專業包含醫師、

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語言治療師) ，而

本院的輔具中心就坐落在復健部門診旁，也有

了較完善的空間及硬體設備，提供多類的輔具

展示，及專業團隊的輔具評估。

這一年來在中心的服務，有許多較不同於

一般醫院的工作經驗，包括與個案討論他們日

常生活中的需求，偶爾需要到居家、學校或工

作場所進行環境評估，提供最直接的服務;依

每個人的特殊性，設計出最符合需求的輔具交

由廠商製作;而個案的需求各有不同，有時因

為市面上沒有適用的輔其或者經濟上的考量，

亦需由治療師自行研發製作輔具等等。因為自

己從中學習了很多，也成長了不少，希望藉此

難得的機會與大家分享。

註一:台大醫院身心障礙醫療復健輔助器具研究發展中心

是衛生署委託成立的七個中心之一，其他還包括台

北榮民總醫院、花蓮慈濟醫院、羅東博愛醫院、嘉

義基督教醫院、中山醫學大學附設復健醫院、高雄

長庚紀念醫院 。

註二:台大醫院輔具中心共分為五紹，包括生活輔真組、

足部串串真組、義版組、訓練推廣紹、研發組。

(作者係母校職能治療學系 2001 年畢業，曾任台大輔具

研發中心職能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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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快樂的孩子一

成為兒童教育者伙伴的，心路歷程

蕭 舜 友

參與學校體系職能治療服務，是一個國隊合作的解決問題過程一一職能治療師和孩

子、老師及家長共同努力，以求暸解孩子，並且幫助孩子在學校中生活得快樂、學習得

順利。

去年我從台大職能治療學系畢業後，即全心投入台北市學校體系職能治療服務，至今

雖歷時不長 ，卻也已有幾番波折與成長。容我在這跟諸位前輩分享一些成長中的滋味與

小故事吧!

壓力

初出茅廬的我，要成為一位 「學校體系職

能治療師 J 壓力真是比在校實習時要巨大許

多，所面對到工作上的要求更是比在校實習時

複雜許多。學校體系職能治療服務在做些什麼

呢? 這是教育局為在學的身心障礙(肢體障

礙、情緒障礙、學習障礙...等)孩子設立的服

務之一 ，整體而言有各個醫療專業人員(視各

校需求而定，包括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

語言治療師等)每月至校服務半天，和該校的

特教老師與孩子的家長合作(治療師提供評

估、治療建議與監控/追蹤，老師在學校實際

執行教學/治療師建議治療的內容，家長亦在

平時生活中配合教育/訓練孩子) ，幫助孩子

在學校的生活能過得更好、成長得更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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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服務的學校有十五家之多(我服務

的大部分是國小，亦有少許幼稚園與國中) , 

而學校的環境和在校實習時的「醫療」環境是

大不相同 : 從硬體設施與資源的缺乏、時間與

人力資源的運用難以調動、學校老師、家長及

治療帥不見得對孩子的療育抱持相同的觀點，

到我自己單槍匹馬深入不熟悉的環境，面對好

幾個特教老師和家長(十五問學校加起來約有

百來個孩子、數十位家長和老師)、和某些驕

傲固執的人溝通.... ..種種的挑戰，真是讓我一

個頭兩個大!

挑戰

除了成為社會新鮮人要進入不熟悉的體系

工作令我倍感壓力之外，我也經歷了一些專業

性與個人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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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為了與老師及家長建立適當的合作

關係，我得讓他們瞭解職能治療關心的是什

麼、職能治療師在與他們合作幫助孩子上的角

色是什麼。要達到這個基本條件，雖然「做」

比「說」來得實際，然而困難點在於我該如何

讓老師、家長、治療師三者之間達成共識。職

能治療關心的是個案(在學校體系的服務裡是

孩子)生活中全面性的適應表現，諸如孩子的

自我照顧、學習、與遊玩等職能活動 (occupa

tions) 是否平衡、孩子是否經歷一些生理/心理

/社會|生 (bio-psycho- social) 的困難' .以致於他

難以從事每天所要做的事情，乃至於扮演好身

為學生/同伴/孩子等等的角色?因此我們說職

能治療對人的個體有「全人性的觀點 (holistic

view) J 。但是學校老師與家長多半只知道職能

治療師會做感覺統合 (sensory integration) 治

療，或是訓練精細動作功能，而潛意識地期望

我如同對症下藥般、聞處方一樣地給孩子做一

套套的「治療 J 而失落了把孩子看做一個

「完整的人」的角度，錯以為提升孩子的種種

「能力 J 就理所當然可以提升孩子的學習效

果與生活品質。身為職能治療師，我該如何傳

達對孩子的全人理念?這是我所面臨的第一個

難題 。

第二個挑戰是:我有能力在服務中實際落

實職能治療的全人理念嗎?若我只做各種能力

的訓練是很簡單，但要幫助孩子突破現狀、解

決全面性的問題，則需要大量的經驗與創意，

而經驗與創意正是我還不足夠的地方。

第三個挑戰是:和老師及家長溝通教學的

結構與內容面的問題。雖然我自認溝通與諮商

2002 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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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尚可，但是面臨實際上很複雜的問題，則

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解決的，它是一個長期的互

動性解決問題的過程。有時候，和某些個性較

固執的老師會有溝通不良的情形，在教學結構

面和內容面均難配合做調整，以致於治療的建

議成效難彰 。 例如，該校行政與教學情況如

何?是否有給特教老師足夠的權力去彈性地替

孩子們安排教學時間，抑或老師們被卡得死死

的以致彈性不夠?學校、教室、家裡的環境

(物理的、人為的)是否能被改變調整以協助

孩子更適應學校環境、更順利地學習?老師與

家長教育的內容只有學業嗎?能否兼顧孩子的

全人發展?這就帶來了我面臨的第四個挑戰。

第四個挑戰是:為了達成治療目標，除了

要溝通學校老師教學的結構與內容面之外，有

關老師、家長和治療師對療育觀點的不同要如

何逐漸達成共識，也是這過程的重要一環。家

長的教育知識和態度對孩子的性格、學習態

度、心靈成長影響最大，其次是老師。老師、

家長的認真學習和溝通，和治療師透過適當溝

通方式主動搜尋資訊、提供建議、討論雙方意

見、獲得有效共識，是此團隊合作解決問題過

程的核心工具。比如說，有些家長或老師只重

視孩子的學業，在品格和生活規矩方面欠缺教

育;有些父母不暸解孩子心理的需求，或是看

不懂孩子的行為表現、不知道孩子適應生活上

的困難在哪裡，也沒有適當的教育技巧。家長

最常見的窘況，是不會使用引導性的教育方

式，而多是用直接/事先指示、無法讓孩子理

解的打罵、利誘、隨興所致的管教(管教原則

不一致)等不當方式。而許多老師可能也犯了

類似的疏忽。我面對的挑戰便是要認出這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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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想辦法用適當的語言和態度溝通雙方的信

念 ， 並且實際示範，嘗試達成共識、改變現

狀 ， 以期家長與老師有更好的教育態度(由於

老師與家長是主要的療育角色 ， 故這是治療目

標要達成的重要條件 ) 。

在以上我面臨的數個挑戰中，著實讓我絞

盡腦汁 、 握了不少苦頭，但也迫使我成長許

多。在這過程中 ， 我必須在非工作的時間，時

常思考個案和學校的種種問題與解決方案 ， 向

課本或期刊文獻尋找解答。但更多時候我要向

長輩詰益、和其他學校體系職能治療師討論 ，

例如已經跑學校好多年 、 負責台北市職能治療

服務的台大職能治療學系羅鈞令老師 ， 就常關

心我在學校做的情況，雖然我常被 「電 J 但

是的確在實務上和觀念上都獲益良多。和同個

辦公室但平常各自獨闖學校的同事討論各種困

難的個案 ， 也給我增添不少支持 。另外，我常

用文字記錄下自己的工作心情與反思，好似用

自我對話的方式來整理自己的情緒 ( 累積的壓

力和對種種不當現象的憤怒 ) ， 重獲全新的自

己以邁向下一步 O

成就感

令人欣慰的是，一邊耕耘之中也一邊可以

看到逐漸浮現的成果，不論是在孩子、老師或

是家長們的身上。

和老師與家長們討論孩子的學習、生活情

況，給予建議之後 ， 他們會在一個月內嘗試，

下個月我再到該校時會詢問孩子這個月的情

況 ， 和老師家長實行職能治療建議的情況。多

半老師家長做的時候會碰到困難、或和我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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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有出入之處，我們便就孩子實際情況來討

論、修改治療方案。有時候老師們會告訴我:

「 以前他只能坐著上課一分鐘就會起來走動，

他現在已經可以坐在位子上專心超過七分鐘

了 J r 上次你建議的活動我帶著他做，讓他

以前都很害怕的事情現在都很喜歡、很主動想

做了 ， 每次來上課都很高興的樣子 J r 他以

前上課只要外面有聲音他就會跑到窗邊看好久

叫不回來，現在他已經可以專心繼續做他的事

情而不會跑起來了，或是跑起來但是老師叫他

他會馬上回來 」 。我們也看到有些本來是很急

躁、自我中心、不會察言觀色或體恤別人以致

於難以和同學相處的孩子，逐漸開始學習在團

體中觀察別人的行為與感受、調整自己應對的

方式以適應學校裡的人際互動;有的孩子原本

十分退縮、自卑、被動，現在在團體中會展露

笑顏、主動分享自己的意見，也會主動幫助同

伴 。

除了實際看到孩子的成長之外 ，特教老師

和家長們自己在面對這些有特殊障礙的孩子時

也比較輕鬆、有頭緒了。有時老師和家長們告

訴我 r 我們都覺得你好專業喔 ， 跟你學了好

多東西。 」 這樣的回應也是為我打了一劑強心

針，好似一切努力都得到了回應。

伙伴關係:共體甜蜜與傷痛

參與學校體系職能治療服務，是一個團隊

合作解決問題的過程一一職能治療師和孩子、

老師及家長們共同努力，以求瞭解孩子，並且

幫助孩子在學校中生活得快樂、學習得順利。

在這個過程中 ， 治療師、老師、和家長的合

作 ， 逐漸建立起一種共同體驗、共同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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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關係」。

當我們看到孩子的成長時 ， 我們一起體驗

到快樂、成就感與強烈的欣慰之情;當我分享

老師與家長在孩子身上體驗的不斷努力嘗試與

挫折時，我提供他們方向與希望感、 一起嘗試

不同方法之可行度和效果，有時我們也共同體

驗了百試不靈的低谷;當有的老師、家長懷孕

時，我們分享對新生命的喜悅和期詐，與對現

在的孩子要當哥哥姊姊的雀躍;當有些家長苦

於經濟壓力、難有照顧孩子的時間、經歷其他

家人的責難時，我們一起受傷於窘困的生活限

制，也努力試圖找出解決之道;當得知某個孩

子意外去世的消息時，我們共同體驗鷺愕與傷

痛的悲傷過程，再一起打起精神往前看:還有

其他的孩子要我們努力幫助。

有時這實在很困難:作為助人者，需時時

做醒地維持自身的既涉入、又抽離的狀態，才

能確保對個案的服務是既以個案為中心、又能

較客觀去評估整體的。但我很感謝這些特教老

師、家長、孩子們，還有指導我的職能治療前

輩，讓我在這個工作中屢敗屢戰、不斷成長。

我特別感謝孩子們，這些有障礙的孩子是如何

適應生活，真是令人鷺訝。對這些孩子的生活

安適感貢獻最大效能的，常常不是肢體動作上

的矯治、認知或學業上的進步，而是經驗到自

己能做到很多對他而言有意義且重要的事。例

如適應學校生活、順利在課堂內學習、能和同

學交朋友、能自己照顧自己在學校的需求等等

基本的職能活動 (occupations ) 。這些就是我在

學校服務當中的首要任務 : 幫助孩子們能快樂

地成長 、在學校生活中順利地學習。我很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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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讓我學會和他們一起成長。

對教育與健康概念的重新暸解

在參與學校體系職能治療服務之中，我逐

漸對於 「 健康 」 與 「 教育 」 的概念有了新的理

解。

對於 「 健康」的概念，在醫療與健康照護

的背景中 ， 我們習慣於用許多生理指標來衡量

個案的 「 健康 」 程度 ， 諸如血液中各種成分的

濃度、各種臨床測試的影像/數據結果、個案做

某些促進健康行為的頻率...等，這些是很基礎

的健康要素，但並不直接構成健康的生活(或

說一個人的生活形態、主觀安適感與生活品

質 ) 。怎樣才能幫助個案過個健康、快樂的生

活?從職能治療的觀點來看，個案可以達成職

能適應 (occupational adaptation ) 人類透過適

應性行為以在環境的挑戰中達到自身的平衡。

從基礎的身體健康以致於整體的生活安適，我

們醫療人員不必擔任填補這個大鴻溝的全部角

色，但是我們可以在臨床實務中，不斷反思我

們所做的要如何貢獻到個案的生活面，幫助人

們過健康而快樂的生活。

對於 「 教育 」 的概念，我們的社會一般認

知是希望孩子們吸收龐大繁多的知識、增加競

爭力。但是要達到健康而平衡的生活 ， 孩子們

需要學的還有什麼?雖然我還沒有孩子，但是

我不斷想著以後當我為人母時，我要怎麼教我

的小孩、教什麼、怎麼教?我認為孩子們要學

習認識自我效能、社會規範、人的價值、自我

的責任和環境的關係，學會 「適應 」 。站在醫

療人員的立場來看，我們也擔任了某種 「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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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 個案的角色，不得不慎。

終生學習

在學校體系職能治療服務中，我初次體會

自己獨立工作是怎樣的挑戰 ，也學習到許多學

校沒有教的技能與觀念。這個工作也讓我深刻

體認到自己的大大不足，於是今年我考回母校

念職能治療碩士班 ，期望將來在臨床上能更有

實證基礎。除了念碩士班 ， 我也搬出來一個人

住、學習自己生活(雖然有點幼稚，但我視此

為邁入生命中的另一個階段 ) 。

另外，有些朋友與職能治療的老師十分關

心、提點我。當我開始學習用職能治療的角度

來檢視自己的生活時，看到自己的生活真是不

平衡極了 : 讀書、工作、和胡思亂想佔據了我

生活中的太多部分 ， 以致於沒有顧及休閒與睡

眠的品質，造成長期的生活壓力和焦慮。 「 這

樣不行，你知道。你要改變! J 一位長輩如此

地關心我 。 的確如此，我要學習改變我的生

活 !如何改變自己，這也是終生學習的一部

份。雖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但是克己確是

人生頂重要的功課。

在醫療專業的路上 ，我還只是一顆小樹

苗，但仍盼望以上我參與學校體系職能治療服

務的心路歷程、及我個人的一些生活感想，也

能為各位的生活帶來一些新的想法嘍。祝福大

家都過著平衡而健康的生活 !

(作者係母校職能治療學系 200 1 年畢業，現任台北市學

校體系職能治療帥，並於母校職能治療學系碩士班進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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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筆施專「學術、台灣、與生活

筆者於七月中旬由美國回到腰違三年的台

灣，並於八月中旬開始於台大職能治療學系擔

任系上老師之研究助理。應「景褔醫訊 」 此期

執行編輯的“邀稿筆者決定紀錄自己於美

國念書、回台灣後、與任職近一個半月期間之

所見所聞及所思。雜雜總總，只是隨筆紀錄。

第一屆台大職能治療碩士班啟航之

聯想

職能治療學系碩士班開始上課了!這是全

台灣第一個的職能治療學系碩士班，成立於台

大職能治療學系，開始於今年 2002 年。暑假中

已有專為研究所新生暖身之統計相關課程;開

學前一 、兩個星期，則可聽到教師辦公室裡討

論著課程安排和畢業論文審核之相關規定、或

催趕著研究所新生入學于加之出刊。走進別間

教師之辦公室，則碰到兩位新研究生正在與該

教師針對雙方之研究領域及興趣進行意見交

流，希望藉此能有助於研究生選擇與決定論文

之指導教授。而為了檢視一份供碩士班研究生

學習如何評論論文之分析表格有無需修正之

處，筆者和同為研究助理之另一學妹則擔負了

「課前受試者 」 之重責大任;這背後即是蘊藏

著授課老師為碩士班課程做準備之用心囉 ! 而

以上種種在在訴說著 r 台大職能治療學系第

一屆碩士班 」 已經啟航了!也因此讓筆者想將

心中的聯想與感觸紀錄下來與系上師生們分

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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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佳煒

筆者回想起自己於美國唸書時的一個深刻

印象:也就是感動於指導教授在 「 研究方法 」

課程中，強調重要的是研究態度。其實，筆者

已不大記得當時那位副教授是如何闡述以上之

觀點的，但卻對自己當時心中的感動記得很清

楚。因為在那原本可能只在於傳授進行研究之

基本要素及流程的課程中，意外地聽到老師對

於研究態度素養之強調，讓自己更心服口服或

更加肯定該教師於學術研究上之功力。

類似地 r 台灣蛇毒傳奇 」 一書中也論及

研究態度所產生之影響。閱讀這本書，是工作

上的老闆所推薦及交付的 「 下班後休閒 」 。 書

中描述李鎮源(前台大醫學院院長及中央研究

院院士)是非分明、個性強硬之性格恐難適應

當時之台灣社會 ; 而與李鎮源相識數十年的彭

明聰(中央研究院院士及前台大醫學院院長 )

雖然也承認 r 李教授的性格是絕對不妥協

的。當他覺得某件事是對的，不管怎樣，他都

會堅持到底。 J 然而，彭明聰卻也認為:

「 對於作研究的人來說，不固執根本沒辦法做

下去 ， 只有固執的人 ， 才能一直堅持下去」

或許因此擇善固執之態度使李鎮源能帶領他的

實驗室 ， 躍升國際舞台 ， 並造就台灣蛇毒研究

獲得國際肯定而邁入黃金時代。 一九七六年，

李鎮源受德國史賓格出版社之邀，主編一本厚

達一千一百多頁，名為〈蛇毒〉之學術巨著，

更加奠定李鎮源在蛇毒研究方面的世界權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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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參考「台灣蛇毒傳奇」 一書 )。

筆者相信教師們在學術或研究上之態度 ，

會深深影響學生，不僅對碩士班研究者本身之

發展及成長，對他人如大學部學生亦可能很重

要，尤其是對於正徘徊於轉系、重考、休學、

或擔心將來出路、發展之同學。這由 「 台灣蛇

毒傳奇」 一書中描述陳水田之傳奇故事可窺一

二 。 當陳水田只有十四、五歲時，即進入王光

燦(中央研究院院士)之實驗室打工，同時還

在一家商職夜枝 ， 後來在淡江大學夜間部化工

系唸書。因王老師在研究完全支持的態度及惜

才之關切，陳水田雖然覺得很辛苦，但因感受

到老師給他的鼓勵及建議中深切之支持，他接

受了建議而赴美念碩士並回台完成了博士學

位。這和陳水田早年接觸之商學，是大大不同

的發展。

因此，建議正處於異動之學弟妹們先考慮

自己之性向及興趣，因為很多時候當有興趣

峙，則可像陳水田 「事在人為存乎一心 」 終究

得到國際的肯定而受邀至蘇聯擔任學術研討會

之主講人。或許在相較於其他專業時，職位治

療尚屬新興發展之專業，體系尚未百分之百完

整，但或也因此而蘊藏豐富之發展潛能。正如

同張傳惆(中央研究院院士)所言 r那時因

為常做這類研究，使我對於電生理學愈來愈有

興趣，但是很多問題在台灣找不到人間，所以

那是一次很好的機會 J (取自 「 台灣蛇毒傳

奇」 一書 )。職能治療也可能在接觸中產生興

趣，並帶來很好的機會喔 !

更甚者 ， 筆者因現職之工作中查閱文獻而

了解到最近由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

ni zation ) 於 2001 年五月時發表之 Interna 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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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 Disability and 

Health ( ICF ) 是很有利於職能治療之發展的。 ICF

是一套可用來描述健康相關情形及其評量工具

之分類系統，它的前身是 International Classifi

cation of Impairment, Disability and Handicap, 

ICIDH-1 or ICIDH-2 ) 。筆者認為 ICF 中之 「 活動

和參與表現 (Activit y and Partic ipation) J '及強

調 「 情境因素 (Contextua l Factors) J 對個人功

能表現之影響 ， 和職能治療專業哲學中所強調

之理念非常相近。這將有助於強化職能治療之

理論依據及專業發展，更有賴研究人員及臨床

治療師之共同努力。

再加上筆者認為台灣職能治療臨床之設備

或空間並非都是較國外差，因此只要是有興

趣 ， 加上把握機會、求真與探討的精神或原創

力，自然會走出具發展性的不同天空，便有需

要的人受用 。 勉勵我們自己都能 「看天上的星

星 ， 腳踏實地 J 就像楊振忠鑽研台灣眼鏡蛇

毒近五十年，回顧過去之態度時說 r 實在沒

有刻意一定要怎樣，只能說 try your best every

day ， 每天努力作而已 J (取自 「 台灣蛇毒傳

奇 」 一書 )。

再思及前面所提的第一屆碩士班研究生 ，

讓筆者對在國內研讀碩士有幾項看法。由於是

在國內研讀而少了因語言所造成之學習困難，

可幫助自己吸收更快，這是在國內研讀之一項

優勢。加上授課老師(相較於國外老師 ) 易將

研究生當作自己人及懷抱培育人才之心 ， 往往

易對各個碩士班研究生予以深切之期望 ， 優點

是可讓研究新生有機會體驗當年陳水田所受到

的鼓勵與支持。建議若有機會體驗站在講台上

的授課老師之用心與期許，則上課時也可以當

作是一種享受(雖然筆者也了解 : 當承擔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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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學生的壓力時，是不易以欣賞的角度來看待 然保育的「台灣探險隊」等電視節目。由此可

的)。另外，筆者覺得若能於指導教授中找到 感受到大家愈來愈注意到我們自己的台灣。

令自己欣賞之特質或欲學習之專長 ，則不論學

習過程如何，相信大家終會有收穫的。 筆者也常常聽到同為留美之台灣同學都直

這群第一屆碩士班研究生或將度過幾番緊

湊忙碌之研究生生活:或許有辛苦，或許有品

l層學習研究之興奮，或訐有心力交痺之時，或

有感理想、實現之滿足。同時，無可避免地，第

一屆碩士班之課程將需不斷地進行修正。然

而，這具歷史意義的第一屆碩士班之啟航對師

生都將是既新鮮又其挑戰性的學習機會。這一

路上之師生或許都是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態上

路，祝福大家都能辛勤播種、歡喜收割。

走過台灣回頭看台灣

身為台灣人，當然知道台灣可愛之處 ;然

而，由三年的居美經驗中卻感受到國際問對地

處亞洲之台灣並非都有很深的印象。此處筆者

非有任何具體的建議，只是藉由此機會分享自

己之所思，盼大夥都能一起來關心台灣。就如

同「台灣蛇毒傳奇」中描述李鎮源所思之一:

「 關懷台灣，愛惜台灣 」

朋友曾問 r你覺得台灣有什麼變化11馬 J ? 

筆者回台灣後 ，除了必嚐百食以外，當然也會

打開電視來看看囉!印象深刻的是筆者發現不

論有線或無線電視節目都洋溢著濃濃的台灣本

土味。不但連續劇以台語發音或有探討早期平

地人不IJ原住民相!在型之題材，更增加了品質精

緻之因語老歌或經典台語歌之音樂節目。最有

意思的是現在還開發了許多原原本本屬於台灣

特有的本土味節日，尤其是地方小吃、台灣城

鎮及其中之人事物、或風景文物。例如﹒挖掘走

過土地、探索台灣的 「 在台灣的故事 」 或是自

2002 年 卡一月

接以 「 天堂 」 來形容台灣之好及其便利。每談

及台灣，大夥常會異口同聲地共讚嘆台灣山很

美 、 台灣小吃很好吃 、台灣公共交通系統之便

捷、衣服漂亮樣式多 、日常用品便宜又耐用等

食衣住行種種之好。也體會到我們普遍來說較

注重禮節、有禮貌，難怪會有 「禮儀之邦」之

美名。但感到可惜的是，在美國接觸之西方人

中通常對亞洲國家之印象多以日本或中國大陸

為主。曾幾次碰過計程車司機試著猜出筆者是

來自何國家;很洩氣的是他們通常都先猜是日

本，然後是猜中國大陸、韓國、甚至是泰國，

但就是猜不到台灣。而如房東、學校或工作中

之一般朋友若能記得筆者國家之英文名稱始於

“ Tai.. "者則往往會猜成是“ Tailand" 而非

是猜成“ Taiwan" 。這顯示一般西方人之粗略

概念中對台灣這個國家可能不是很清楚的(希

望不是因為認為筆者長得像泰國人。

筆者本身很喜歡台灣，但為世人不知世界

上有台灣這樣的寶島而感到些許的可惜。若暫

不論任何之政治立場，就如同報紙評論所言，

讚賞總統夫人吳淑珍女士為台灣走出去之舉。

若跳開政治之範疇，以推進台灣文化圈際化或

訐也可以是有助於他國友人對台灣暸解之方

式。然而，在促進台灣國際化之時，尤應兼備

重視台灣之本土性 ，以避免本末倒置。

另外，筆者認識的一位深深喜愛學中文及

現己住在大陸的美國朋友，以及開學前來參觀

本系之泰國同系教授們都極欲探訪且非常喜歡

我們的夜市小吃和地方寺廟。當陪同那幾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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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們去到萬華之龍山寺時，筆者意外地發現到

他們都很誠心地燒香拜拜，並對其中之各個擺

設與建築感到讚賞。記得當時他們直說 :“ I t' s 

very beautiful , it ' s very beautiful " 。但是，很

慚愧地，當他們詢問“什麼是台灣特有的?帶

我們去看看吧 ， " 筆者卻也想不出什麼具體

之建議。除了該要檢討自己對台灣特色瞭解不

深外，從以上之經驗筆者可深深體會到開發或

保有我們自有之台灣特色資產之重要性 。

因此，以愛惜台灣情懷為本而致力於本土

家鄉題材之開發，相信亦可大放光彩。 一位真

有美國耶魯大學建築博士學位的建築師，帶領

著一群懷抱相同理想的年輕人，選擇進駐宜

蘭;在宜蘭的這片鄉土上，揮灑他們的原創

力，激發出兼備本土韻味及國際潮流之作品。

相信這必也有助於推廣台灣之寶。

以上種種之紀錄，純屬自己於生活經驗中

之體會 ， 並非以政治論述為出發或為目的 ， 只

在分享 。

生活記趣

是否許久未曾體驗過走在有點崎嘔的田間

小徑 ， 且有成群的飛蚊環繞頭頂的滋味了呢?

「匠師的故鄉 J 是個極富詩意、藝術的名字

l吧 ! 它以向日葵花田聞名，且具鄉村野趣的原

味 。 它是位於台中縣的一個觀光景點。有機會

去一趟，可以讓習慣於都市生活且忙於才藝學

習之新一代，有機會輕輕鬆鬆地徜徉於鄰家的

田間野趣;同時，也讓自己再重溫小時候玩耍

的情境，除了備感親切外，也會為這樣的機緣

而感動呢!因為同行之人能藉此機會交流親

情、友誼，享受人與人之間可以輕易地互相接

近、話家常的感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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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們來到那邊，也許會看到行徑邊之沼

澤中成群之蚓斜 ，也許會巧遇駐足於腳下的蜻

蜓，也許會受驚於徘徊身旁之蜜蜂，也許會興

奮於正要跳走的蚱蜢，也許會因感染海洋無邊

無際的寬闊而放鬆了自己 ，也許會因在堤防上

而能遠眺天邊緩緩行進的漁船、也許會......也

許會有許訐多多意想不到的也許喔 !

那是在一個晴日高空的星期日下午，偕同

家人簡便出遊、尋找、並享樂的一段記趣。

「 匠師的故鄉 J 即隸屬於筆者家鄉之同一鎮

內，但位於j賓海公路旁。不過，我們或許仗著

自己是本地人，以為要找到 「 匠師的故鄉」應

該不難 ; 結果我們一路上不但走走停停到處

問、找指標或方向，而且啊，我們還開過頭、

迷了路 ， 讓車上躍躍欲試的娃女和佳子漸漸因

按耐不住而開始嚷嚷起來了 。

還好，在短女因極度想要看看向日葵花田

的堅持下，我們終於破除一再迷路繞圈圈的挫

折、沒有放棄地來到了這個鄉田。很快地，娃

子和娃女相互追逐於池上婉蜓木造之涼亭迴

廊，他們或蹲下來探頭、或登高於木造迴廊

上，來觀看池中悠游之魚兒及池上綻放之彩

蓮。當我們抬頭望著高掛在棚架上的絲瓜時，

娃女還於一旁練習跳一跳畫於路中央之 r ~j~房

子 」 。 嗯 ， 這倒是勾起了小時候和小學同學或

鄰居一起玩的情景，當時可真是無憂無慮呢 !

心想，站在一旁的大姐和二姐當下大概也有類

似的感觸吧!不可避免地，我們當然也用隨身

攜帶的相機，拍下了娃子娃女們站於向日葵花

田間極賦天真的童味。

一窺向日葵花田，也許正可體會「數大就

是美」之最佳意境。而垂吊於竹架上的綠色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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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不正可以提供我們學習小學「自然」課之

最佳天然實驗室嗎?還有呢，這裡的特色還包

括有溪邊「摸蛤 J 或竹編之小哨笛等不再容

易覓著之珍貴童趣，說不定遊客還可體會到什

麼叫做「摸蛤<<一 王子 4 大了又、」 之韻味呢 !

這樣的田聞自然情趣可是散發著濃濃的台灣味

呦!

是否已有訐久沒有聽到「出淤泥而不染 」

之形容詞了呢? “ 請你的朋友一起來 r 匠師

的故鄉」來作客" (擬自鄧麗君小城故事之歌

詞) ，相信你的收穫也會特別多。

~士雪E
ij.口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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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呂副總統所提，將八卦改為六卦;所謂

六卦是指敬天 、情地、愛人 、求真 、求善 、 求

美。懷抱這樣的情懷，加上如西班牙籍之科學

兼哲學大師一拉蒙所重視之愛家愛國的情懷，

作為激發原創力的動能，然後認真、投入地去

耕耘，相信不論是於學術研究上、自己工作

上 、 或是在生活中，種種用心付出後的心血足

跡，都將有助於播種、生根、發芽、結枝、開

花、或結碩果中任一步驟之發展，也會為台灣

這片土地上之人事物多增添一份活躍的生命

力。願與大家共勉之 !

(作者係母校職能治療學系 1996 年畢業，現任母校職能

治療學系教師之研究助理)

長福校友返校聯誼活動節目表

地點 台大聲學院基礎醫學大樓 101 講堂 ( 仁 愛路一段一號 )

時間:中華民國 9 1年 1 2 月 22 日 ( 星期日 )

13:00-13:30 ~且至IJ

13 : 30-13 :“ 杏林弦樂團

1 3 : 45一14:00

14:00-14: 10 

14 : 10-14: 20 

14: 2 0 - ),1 :30 

14:30-14:40 

14:40-14: 55 

15:00-15:30 

1 5 : 3。一 1 5 : 110 

15:40-15 : 50 

15: 5 0- 16:00 

16: 00-16 : 10 

16: 10- 16:20 

16: 2 0-16 : 30 

16:30-16: 5 0 

16: 5。一 17: 50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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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工作報告

台 灣 大學校長致詞

跨學院院長致詞

附設醫院院長致詞

東寧會會長王丈詞

海外校友動態、介紹 北美台大醫學院校友會

2002年大會會長

休息 ( 全體校友合影、用茶點)

畢業六十週年校友代表致詞

畢業六十1f.!l年校友代表致詞

畢業六十週年校友代表致詞

畢業四十過年校友代表致詞

畢業三十週年校友代表致詞

畢業二十週年校友代表致詞

並捐助母院圖書款專款

杏林合唱團

專題演講

聚餐、餘興節目、撲彩(景福、景康合辦)

邀請牙醫學系、護理學 系、 醫技系、物理治

療學系、職能治療學系、研究所及公衛學院

校友代表致詞

董事長楊照雄

執行長張上淳

!來維昭

I來定信

李污、德

三浦恆祐

陳子主中

賴肇束

陳萬千手

黃廷飛

Z射炎先

賴明主中

蔡森田

R來定信

一樓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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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含金語

自平; 漪 平
由於本學期工作非常忙碌，直至九月底，才驚覺到自己是「景福醫訊 」 十一月份的執行編

輯，而且也是我第一次捧任執行編輯的工作，感到非常惶恐 。 雖然參加過數次編輯會議，但對整

個文稿的性質、編輯流程、及準備工作的時間表，仍全無概念，又聽其他編輯表示邀稿不易，須

及早開始進行，而我只剩一個多月的時間，可否順利邀到文稿，心中真是走志不安 。 幸好助理編

輯王亮月小姐仔細而耐性的解說編輯程序及相關資訊，才讓我稍稍安心 。 由於時間緊迫，在兩天

內我便決定了邀稿對象，及所需文章內容的方向，積極聯絡，意外地，所有被邀稿的先進或系友

們，都答應賜稿，心中暗喜自己如此幸運 。 在這裡要表達對他們的深深感謝，百忙之中尚需於短

短的時間內寫出文稿，實屬不易 。

本期中收錄了謝地校友「日據時代的舊制度的高中生活 J 使我們後輩了解日據時代高中生

的生活狀況，及那段教育對謝地校友長遠的影響;李玉珠校友在文章中典國人分享使用貝他交感

神經阻斷劑 ， 成功地治療充血性心衰竭患者之經驗， '/.工顯禎校友則藉由敘述罹患肝癌的朋友接受
治療的過程，引申出建立「人性關懷」的醫病關保的重要;謝清麟校友與羅鈞令校友則在文中道

出對本校職能治療學系新聞辦碩士班，及台灣職能治療專業深切的期許;此外，職能治療學系三

位系友，陳俊銘、曾湘怡及蕭舜友，分別以自己的經驗介紹職能治療在精神科工作復健、殘障個

案輔具的評估建議及學校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使景福讀者可以了解職能治療在醫療模式之外的

服務領域;最後職治系友周佳烽在留學回國後描述她的所見所息，及對台灣的熱愛之情 。 篇篇皆

流露著作者的智慧 、 心血與經驗，希望大家可以 enjoy reading 由於這是我第一次擔任執行編

輯，若有編輯不用或疏失之處，敬請大家海涵 。

(作者係母校復健醫學系職能治療組 1983 年畢業，現任母校職能治療學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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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

j 敬邀 i
~~~~~~~~~~~~~~~~~ 

各位校友

誼訂於十三月三十三日(星期日)下

午舉汗長福校友返校聯誼會，晚上備有餐

會，歡迎各位校友攜眷踴躍參加，共表盛

舉 O 敬請於十二，月十五日前將回 11無夸日，

以復籌備 O 專此 欲;楚，立丘祝康泰

(
明

v

差事長 才多只在走在 考文;皇各

每~~句~~~~~~~~~~~~句~~~句~~~~~~~~~~~~

l.同班同學，如有十名以上參加，將安排同桌

進餐敘舊。

2. 聯絡電話: (02) 2312-3456轉6370

傳真: (02) 2388-6161 

3. 參加聯誼會之校友可免費停車於台大醫院B1

停車場(請持停車收費卡至報到處蓋章)

4.歡迎捐餐費NT$500.



告失醫學科學校盧雷鉤 (lfti)

j延東址肺看西址院民

(郭英雄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