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台大醫學系「習醫先修體驗學習營」合影　　　　　時間：2011年9月6日（臺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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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醫學部醫師的角色定位

與未來發展方向
文／江福田

檢
驗醫學部的角色，如果把臨床醫師醫

治病人比喻做一場戰爭，它就是一個

情報單位，提供病人的病情給予醫師作為診

治病人的參考依據。在醫學中心，它必須兼

負教學、研究與服務三方面的任務。本部自

60年前在前輩醫師篳路藍縷開啟山林以降，

目前由醫師、醫技系老師與醫檢師「三師共

治」組成，其中老師與醫檢師的角色，大家

比較清楚，但醫師的角色，卻相對顯得比較

模糊。本部醫師的正式名稱應為「臨床病理

醫師」，屬於行政院衛生署的一個大專科，

專科醫師證書由行政院衛生署授權臨床病理

醫學會甄審授與之。所以本部「臨床病理醫

師」的角色有它的定位。在哪裡呢？如果把

一項檢驗業務的整個流程剖析來看，可分為

檢驗前作業（包括檢體收集與檢驗方法選擇

等），檢驗中作業（包括儀器機台標準操作

等）與檢驗後作業（包括報告確認通知等）

三部分。「臨床病理醫師」的任務扮演主要

偏重在檢驗前與檢驗後，雖然他知道各種檢

驗的原理和優劣，但不執行機台操作的業

務。他與臨床各科醫師有差別，在於他比較

懂得檢驗的方法原理與檢驗報告異常的問題

癥結；他也與醫檢師有差別，在於他比較懂

得檢驗方法選擇與報告的臨床意義（即檢驗

與病人的關連性）。部內的重要業務，如血

庫、細胞診斷、骨髓判讀與幹細胞收集主導

的任務，當然也屬於臨床病理專科醫師的業

務。

如果臨床醫師需要某種檢驗，本部醫師

可替他設計、開發、選擇比較合乎成本效益

的方法、與該用的儀器，並確認與檢討結果

的可靠性、正確性。綜括之，臨床病理學會

期待本部醫師擔任以下的角色：「臨床病理

專科醫師是衛生署署訂的專科醫師，其業務

職掌為與臨床醫師溝通檢驗相關問題及反映

和滿足臨床需求、評估和處理病人病情和檢

驗報告不一致之差異、受理臨床照會和臨床

諮詢、督導血品供應及使用安全、輸血反應

的評估及處置、督導血漿置換術與幹細胞收

集、特殊檢驗及異常血液及體液抹片判讀和

確認、協助醫院落實院內感染管制之作為、

訂定及落實檢驗作業品質政策、處理醫檢師

提出之檢驗作業相關問題、督導及落實檢驗

作業品質控制及管理、引進及評估新式檢驗

技術或儀器設備、督導及落實院內、外檢驗

品管作業和持續品管改善。參與儀器設備及

試劑採購及評估、檢驗作業成本之管控、檢

驗項目之效益評估及取捨、檢驗相關之行政

作業如醫院評鑑、教學醫院評鑑、檢驗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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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認證及展延（如CAP、TAF、JCI等）、

實驗室人事管理。在教學研究方面，擔任檢

驗醫學相關之教學、員工繼續教育及從事臨

床研究。」

本部專科醫師之效益在於讓檢驗報告經

得起質疑、持續改善及提升檢驗醫學作業水

準及品質、減少醫療糾紛及降低發生醫療糾

紛之風險、促進病人安全、促進臨床醫師與

醫學實驗室的溝通。本部目前正致力於檢驗

自動化的改造，包括檢體收集、分類的條碼

化、無紙化，並有兼顧病人隱私與安全的空

間整修，加上電腦化自動驗證報告與通知時

效性的改善，希望未來檢驗品質的提升在這

次改造中一次到位。

去年底本部的人事改組，將醫檢師與醫

師的業務清楚分離，應有助於醫檢師與臨床

病理醫師之各自進一步發展。部內臨床病理

專科醫師有兼任臨床內、兒科治療業務者，

也有全時在做檢驗醫師者，前者更可發揮與

臨床科部溝通的效果，後者可全力發展臨床

病理專業學識。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76年畢業，現任母院

附設醫院檢驗醫學部主任）

2011/7/10 江正傑 NT$2,000 
2011/7/25 周顯彰 US$200 
2011/7/25 黃玉得 NT$12,000 

2011/7/25 韓李慧嫻
Hwei-Shien L. Hahn US$200 

2011/7/25 吳建豐 US$200 
2011/7/25 李友仁 US$50 
2011/7/25 闕新萍 US$300 
2011/7/25 楊冠傑 US$300 
2011/7/25 洪文治 US$100 
2011/7/25 萬祥玉 US$1,000 
2011/7/25 陳棋型 US$500 
2011/7/25 吳榮一 US$500 
2011/7/25 徐崇信 US$200 
2011/7/25 黃耀鐘 US$100 

2011/7/25 楊楨雄
Charles C. Young,M.D. US$200 

2011/7/25 蔡猷文 US$100 
2011/7/25 吳聞咸 US$500 
2011/7/25 楊省三 US$100 
2011/7/25 江青雲 US$100 
2011/7/25 劉玲玲 US$100 
2011/7/25 王揚正 US$500 
2011/7/25 陳鵬生 US$500 

2011/7/25 張家琦 NT$1,000 
2011/7/25 詹金興 NT$20,000 
2011/7/25 趙斌輝 NT$10,000 
2011/7/25 林芳郁 NT$100,000 
2011/7/25 李秉穎 NT$10,000 
2011/7/25 郭伯偉 NT$20,000 
2011/7/25 黃崔源 NT$2,000 
2011/7/25 吳寬墩 NT$20,000 
2011/7/25 蔡哲雄 NT$3,000 
2011/7/25 葉金川 NT$2,000 
2011/7/25 王壽東 NT$3,000 
2011/7/25 吳綺容 NT$1,000 
2011/7/25 陳宏綸 NT$10,000 
2011/7/25 陳思達 NT$5,000 
2011/7/25 林炳焮 NT$30,000 
2011/7/25 張　麟 NT$5,000 
2011/7/25 余福祺 NT$5,000 
2011/7/25 呂美玲 NT$20,000 
2011/7/25 傅泉箕 NT$10,000 

2011/7/25 林哲雄
Dr. Jershoung Lin US$100 

2011/7/25 黃英峰
Ying Feng Huang M.D. US$400 

2011/7/25 王海旭 US$100 

2011/7/25 何家瀚
Kenneth. K. Ho US$200 

2011/8/24 沈瑞姬
Heemay Jone US$300 

2011/8/24 楊文昌 US$500 
2011/8/24 李木鐸 US$500 

2011/8/24 朱桓銘
Hung-ming Chu US$100 

2011/8/24 洪瑞賢 NT$1,000 
2011/8/24 高芷華 NT$1,000 
2011/8/24 仁木茂 NT$100,000 
2011/8/24 林芳郁 NT$100,000 
2011/8/24 許健吉 NT$1,600 
2011/8/24 侯育致 NT$6,000 
2011/8/24 柯滄銘 NT$10,000 
2011/8/24 黃燦然 NT$5,000 
2011/8/24 林　茂 NT$10,000 
2011/8/24 許瑞信 NT$1,200 
2011/8/24 謝霖芬 NT$2,000 
2011/9/27 陳泰宗 NT$10,000 
2011/9/27 林芳郁 NT$100,000 
2011/9/27 周　銑 US$400 
2011/9/27 吳袖江 US$100 

100年7-9月校友捐款徵信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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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愛滋器捐事件中發生

「伯仁之死」的憾事

文／吳佳璇

我
是台大醫學院與醫院培育出來的精神科

醫師，也是移植醫師的家屬，雖然暗暗

慶幸外子因出國和這回震驚社會的愛滋器官

移植事件擦肩而過，但想到五位剛接受移植

的病人及家屬深陷罹患愛滋病無以名狀的恐

懼，以及台大、成大兩院數十位參與手術同

僚亦因不知情暴露於高風險情境忐忑不已，

我為自己內心些許僥倖之心深感慚愧。

我的強烈不安除了來自近日衛生署與

台大醫院發布之訊息，似有定調此一不幸事

件為個人失誤之傾向，更來自十多年前一件

罕為人知的醫師自殺悲劇。1995年10月，台

北榮總爆發院內感染事件，六位病人因接受

電腦斷層檢查時未遵照無菌操作標準流程，

重複使用螺旋導管注射顯影劑而感染瘧疾，

其中四位不幸身亡。喧騰一時的案子也改變

許多醫療人員的命運，但最最遺憾要屬那年

八月才上班的第一年住院醫師賴醫師，因執

行當天六位病患的檢查從此承受莫大心理壓

力。隔年一審雖獲判無罪，事發兩年半，仍

不幸自殺，得年三十未滿。

因此，在檢討、咎責、甚至撻伐整個

事件的高壓氛圍中，尤其是日後進入司法程

序，相關醫療人員除了擔心感染，另一不能

承受之重便是被視為「罪犯」。且不論司法

最終裁決（包括可見的巨額賠償）為何，漫

長的調查訴訟過程，就可能讓這群原本一片

救人赤忱且大多數無辜的醫護人員懷憂喪志

（其中肯定不乏自責傾向強者）。榮總賴醫

師殷鑑不遠。

當兩院精神醫學、臨床心理與社工專

業人員竭盡所能關注移植病人以及家屬後續

心理反應時，請別忘了你們的同事；當媒體

及社會大眾睜大眼睛看台大醫院如何痛定思

痛從錯誤中反省學習，能不能給相關醫療人

員稍留餘裕。畢竟大家衷心期待的是更安全

的醫療環境，決不止於揪出幾個人下台或判

刑。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95年畢業，精神科專

科醫師，現服務於台北遠東聯合診所，此文

原發表於蘋果日報2011年9月6日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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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拉近同學的距離
文／戴鐵雄、林清森、劉榮甲、吳光正、林洪謙、黃國泰、李汝城

畢
業後，同學散居臺灣、美加、日本等

地，50年來除了幾年一度的同學重聚

外，難得見面一敘，因此我們發現了靠E-mail

溝通訊息的妙法。以下展示我們靠E-mail傳遞

重聚訊息及敲定日期、地點等溝通事項與連

絡世界各地同學事宜，負責報名的同學發通

知音訊、報名人數統計及重聚的抒懷、本身

的人生歷練、有趣見聞等，都可藉E-mail連

繫，拉近同學間距離，有如住在左鄰右舍，

親切無比，特選取一些，供各界學長學弟參

考仿傚。

□洪謙兄：

2012再聚會地點等，與在美同學以E-mail

整合中，目前為止，以定點相聚敘舊意見居

多，待決定了，會請你與連倚南、徐茂銘、

陳明庭，作最後決定。

李汝城的演講稿已在景福登出。你的大

作（有關歌名與歌詞），請你按計畫自行投

稿好了。李汝城的演講及李靝順的個人秀，

歷屆同學的反應如何？請簡述示知好嗎？請

回音！ 戴鐵雄 100.03.12

□林洪謙的E-mail：

鐵雄兄：

因今晨才從Costa Rica哥斯大黎加十日遊

回來，所以到現在才能執筆回信，請見諒。

一、聚會名單

（一） 台灣其他地方：劉滄波在12月18日景

福返校日才來。但我班的12月15、

16、17日的三天活動，他（與夫人）

都沒來。

（二） 在台的林永金據李汝城說，他身體相

當不適，所以都沒來。其他蔡錦哲、

蔡長嘉、柯銀治、楊庚申、曾聰明都

沒參加，其他人理由不明。

　　　 又劉奕銑是旅美同學，原先還報名要

參加，但到時根本沒來，原因也不

明。

二、關於行程及餐廳方面。來來飯店為舊

名，現在應為喜來登飯店。

12月15~17日三天中餐均由台北市參加同

學共同做東，餐廳名字我沒記下來，要請你

問別人，如連倚南、陳明庭等。

第一天（12月15日）的晚宴由美加回來

的同學（除李汝城、陳友珍及林洪謙外）做

東，餐廳名沒記下來。第二天（12月16日）

的行程請改正些，由台北出發經雪山隧道到

蘭陽地區最先參觀開幕不久的蘭陽博物館，

中餐後參觀金車集團的蘭花培植場與威士忌

酒廠而最後才參觀羅東五結的傳統藝術中

心，晚宴由宜蘭縣的同學徐茂銘、李汝城、

陳友珍與林洪謙在羅東的金門飯店做東。第

三天（12月17日）的晚宴由陳明庭個人做

東。第四天（12月18日）並非我班同學會本

身的活動，上午有北美校友會年會舉辦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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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演講，我班林清森同學為演講者之一，請

問他講題。

李汝城的演講是在下午的景福返校日活

動節目裡做的。我們（我們同學）都認為他

講得很得體，講得最好。李靝順的個人歌唱

秀是在18日的晚宴，當然大家都驚訝於快80

歲的老翁（他比我們多2歲）還會搞這種把

戲，哈哈。

我才收到12月份的景福醫訊，照例「津

津有味地」拜讀了大作「甜蜜夫妻得獎致

詞」，「天作之合」是為你們兩位做出來的

成語。

對了，我如過幾天再寄有關那二首歌

（介紹之意）的稿子與你的同學會活動聚會

記敘，不會有所抵觸吧？ 洪謙　上

□黃國泰兄曾對林洪謙、劉榮甲及林清森有

關2012重聚主辦建言回簡訊如下：

一、林洪謙的E-mail：

鐵雄、國泰兄嫂與各位：很高興我們

有了一難忘的畢業五十週年同學會。兩年後

的相聚又由戴夫人與國泰兄主持，你們當然

是最佳人選。慢我們一屆的似乎較知天命，

很早就每二年聚會一次。過去主辦人既花時

間，費神籌劃又破費請客。我在此建議從今

起請主辦人不要請客。一切費用如交通，住

宿及宴席等均由參加者各自負擔其部分。不

知各位以為如何？

祝聖誕快樂，新年如意 弟　林洪謙　上

二、黃國泰兄致林洪謙E-mail：

各位同學：

頃接國泰兄來函請我轉寄。請各位閱

讀。 弟　洪謙　上

拜讀尊函甚感困惑與慚愧，因為本人自

知無能接下2012年同學會的主辦重任。本人

退休二十年來懶散成性雖也是原因之一；但

主要理由如下：

1. 較為熟悉的嘉雲南地區本就缺乏觀光資

源，而僅有的阿里山，烏山頭水庫，和關

子嶺我們同學會卻都已去過，且前者之交

通現已柔腸寸斷，其復原在目前制度下不

只遙遙無期甚至危機重重，而後者則溫泉

水源枯竭水質變差不值得再三前往。

2. 至於彰化以北則完全超出本人能力之外，

根本未曾涉獵完全陌生；在鐵雄兄堅持不

許旅遊業策劃情況下，何能勝任？若勉為

其難，則花錢事小，如果因而讓難得重聚

的諸位乘興而來，卻敗興而歸，那就茲事

體大了；這，我可擔當不起，至於多相聚 

本人由衷贊同。以上諸點請諒解！還請麻

煩吾兄（用e-mail）代弟轉告諸位同學我

的立場與歉意，謝謝！ 弟　國泰

洪謙兄：我不得不再度借重吾兄代弟將

本人立場傳給各位同學，先就此謝謝！

三、林清森的E-mail

Date: Sun, 26 Dec 2010 01:20:15-0500

From: cslin1@optonline.netSubject: Re: class 

reunion in 2012兩年後的同學會

Dear HC, Please ask Ko-Tai to take it easy, 

just to make a reservation of a good hotel. The 

meals are up to the individual to choice and pay 

by themselves. We just have lunch and dinner in 

one restaurant. Sightseeing is not obligated and 

up to personal healthy condition. He just give 

each classmate the reunion time and every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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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rve their room in one hotel by themselves 

which should have a time limit for reservation.  

He does not need to collect any money at all. 

E-mail is enough. Some classmates are spoiled 

and do not touch the computer and we do not 

need to take care of them. Everybody is getting 

old and can get together is good enough in one or 

two days. One place is possibly enough, or make 

second place if some classmates like to go there. 

Do not send any gift which is too heavy for me 

to carry back to USA. Thanks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for the classmates in charge of these 

bus trips and meals. With best regards to all. To 

tell you truth, this time I already felt a hard time 

to make a long trip from NY to Taiwan

Ching-Shen

四、劉榮甲致林清森的E-mail：

畢業五十年後再見吾兄，真乃快事！

同學們兩年後重聚，我以為重要的是

同學們彼此有機會隨便談談各自的情況而不

在看風景。能找一個夠大的旅館，附近有小

吃店，就很理想了。如果再能預先聯絡好能

為我們服務的醫療機構，那就更好了。畢竟

我們都上年紀了，身體隨時會發生不同的問

題。

祝　新年快樂

弟　榮甲　上

清森兄：

多謝關懷！得見吾兄並有幸聽到在台大

病理科的演講，不容易！兩年後的聚會，我

完全同意你的意見。我以為同學的聚會最重

要的是有機會彼此談談各人的情形而不在看

風景。還有一點，大家年齡不小了，難免身

體會出狀況，我希望主辦同學能預先安排醫

療人員或機構，隨時幫助我們。

祝　平安，健康，新年好！ 弟　榮甲　上

五、黃國泰致諸位同學的E-mail：

謝謝諸位的提議與鼓勵，卻令我更覺莫

名。因為如前信說明，我從未接下2012年同

學會主辦重任。鐵雄兄事先並未與我溝通而

擅自發表而已，自始至終我沒有同意，至於

我不願主辦的原因已如前述不再贅言，鐵雄

嫂主辦一事本人舉雙手贊成。簡言之：我不

知道2012年之同學重聚，主辦人是誰， 但肯

定不是我！深怕諸公有所誤會，特此聲明。

如果因而2012辦不成同學會，請莫怪我，請

怪老戴吧！弟言盡於此。

恭祝　大家新年快樂萬事如意 黃國泰　上

六、戴鐵雄E-mail致歉詞：

洪謙兄：

請轉知所有同學，弟在此向大家拜個

春節早年，願大家身體健康，閤家快樂平

安。又因為弟一時的失注意及專擅，事先未

徵詢黃國泰同學並加溝通，造成黃國泰同學

的無端困擾，慎重向黃國泰同學致以衷心萬

分的歉意。其實惜別晚會當晚，黃國泰同學

自始至終，真的並未點頭答應主辦2012，弟

的建請黃國泰同學主辦一事，也在弟為趕搭

最後一班新竹南下高鐵，提早離場而沒有結

論（而未完成主辦陳明庭同學，請弟代為決

定2012聚會地點及主辦同學的囑託，卻不小

心的造成困擾，甚感汗顏。其實，過去台南

及台北兩次聚會地點及主辦同學都由老班長

我所指定，並都被接受，現在想起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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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太那個了，幸好韓良誠與陳明庭、連倚

南、徐茂銘、賴樺玉、莊壽洺等都無異議的

欣然接受，真感謝他們）。

國泰兄於前提簡訊中提及筆者堅持不許

旅遊業策劃包辦（其實2010重聚出遊，就全

部委由旅遊業包辦），筆者一向確實如此主

張，理由如下：

1. 旅遊品質差：餐飲差（質差的遊覽車專包

餐廳），級數低的住宿旅館，沿途帶往專

做遊覽車生意的「雜貨商店」（有時還大

繞圈），美其名曰休息「解大小便」，其

實「幫」做生意，推銷商品是真。有時還

會碰到司機透過遊覽車小姐向乘客（遊覽

客）推銷藥物、營養食品、零食或日用品

等。

2. 不按照事先約好，且白紙黑字，記載清楚

的行程走，隨便湊個行程，讓遊覽車小姐

在漫長路途中，東拉西扯的介紹所謂的

「沿途景光」，我們好不容易盼到晴天的

第三天，原以為可如願以償的「遊烏來舊

街後乘坐小台車抵烏來內洞觀看烏來瀑布

後，坐纜車俯瞰烏來瀑布及美麗櫻花或楓

葉全景並到瀑布上端山上的遊樂區，於面

對烏來瀑布的高級「那魯灣飯店」一面隔

窗觀賞傾瀉而下，雄壯瀑布奇景，一面輕

鬆用過中餐後，坐船遊「翡翠水庫」，回

台北」。

但實際上，卻縮水變樣成前述陳明庭於

前文E-mail所描述「照Schedule，先去內洞，

在簡陋的遊覽車飯館「酋長餐廳」用餐後，

再到供水給台北市的水源地（翡翠水庫），

但翡翠水庫沒有坐船，只有專人說明其緣由

內容，發電供水情況」，這就是筆者反對讓

遊覽車包辦的最主要原因。（已於前面提

及，並供邇後各屆同學舉辦同學會郊遊借

鏡）。

由烏來回台北途中，內子林雪信，因

受不了早上全程，遊覽車小姐無視於滿車醫

學博士與各科專家，一路上喋喋不休的介紹

毫無營養的所謂風景；乃婉轉的向遊覽車小

姐表示「車上都是久別重逢的老同學，勢必

有很多話要敘舊，請妳尊重他們，讓他們發

言，暢談自己與同學自畢業分別後的種種人

生遭遇與奮鬥歷程」。小姐果然接受，並向

大家宣布內子的建議。筆者乃立即指名這次

主辦的陳明庭簡述畢業後的心路歷程及主辦

左起：李靝順、戴鐵雄、徐茂銘。 左起：陳俊國、陳德照、戴鐵雄、李汝城及韓良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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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同學再聚會的甘苦辛酸。內容已敘述於

五十週年紀念餘波盪漾中。

□林洪謙Email：各位同學：

戴鐵雄同學來信請我將它轉寄給各位：

□下次聚會有坐郵輪環遊，美國紐約之

遊，仍遊中台灣等之建議，請同學發表意見

再統合，請E-mail給我或林宏謙、李汝城或李

靝順同學。我的E-mail是「****@msa.hinet.

net」，謝謝！

看來我所知同學E-Mail網址的一共有32

位。我們仍有約20位同學不在這名單裡。請

各位用任何方式如郵寄，電話等通知他們。

謝謝。 林洪謙　上

洪謙兄：

有關歌詞一文確實很長，景福每稿有五

千字以內的限制，你單獨投稿的想法很好，

不過別先投，否則同學的集體創作將會被排

擠（因同性質的文章只能選登一篇），請同

學有抒懷之作湧現，我們再來研究好嗎？若

要一起，則大作將有一些必須忍痛刪減，總

之，到時候再說。真希望同學們能趕快執

筆。

你說中台灣尚有幾處景點，請提出來供

大家參考。一切，最後還是要尊重2010陳明

庭、連倚南、徐茂銘等主辦同學的意見。麻

煩你再轉拜託同學們能表示意見，不要再沉

默了。

洪謙兄：

二件E-mail均收到，並立即收到吳光正

同學的抒懷短文。希望能獲更多回應。台灣

中部之聚會地點有二方案：（1）單一定點駐

遊，可選擇「日月潭」大飯店住三天，照劉

榮甲與林清森的意見，以重聚為主，遊景為

副。（2）多景點同遊：與往常不同的是，

考量有些同學的腳力與體力（畢竟都已近80

了），以車到景到為原則，盡量不走長路。

可選擇阿里山住一宿（三月正可賞櫻及清晨

觀日出，都有車子可租用），轉往日月潭住

一晚，遊潭，每晚可在旅館聚會談今憶昔。

第三天轉往桃園遊六福莊野生動物園，住

「六福山莊」（在小山上很棒的旅館），並

舉行惜別晚會，隔天早上「珍重再見」。

海上之旅：則韓良誠建議「日本環全日

本島之旅」，有如2000年本班南歐之旅。紐

約之旅則由李煙景或李汝城負責規劃。以上

是弟之淺見，願同學們發表意見。謝謝！請

回音！ 弟　戴鐵雄

鐵雄兄：

我們既大約決定每二年聚會一次，2012

年就是明年，因2010年在12月才聚會，所以

這二次相距的時間較短，也無妨。如為2012

年總統選舉回國之同學考量（有多少人不

知），即以一月在中台灣為宜。而中台灣，

我個人喜歡B案多景點，但A案亦可。

海上環全日本島之旅，（日本本島或

諸島？）聽來很有趣，是否應在天氣較暖和

時？還有以前有人提過環夏威夷諸島嶼之海

上遊等，或亦可考慮。紐約之旅，目前我個

人沒多大興趣，如要舉行，應在天氣較暖和

時。

有關這次同學會的事，隔幾天有空時會

寫幾個字。 洪謙　上

（資料提供者戴鐵雄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

業，現於恆春鎮開業戴外科婦產科診所）



同窗情誼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10

蘇繼宗校友最後的夢想

文／林子淳

蘇
繼宗校友於2010年12月27日在美國

Maryland州Baltimore往生，他最後的

夢想是設立The Chi-Tsung Su M.D. Endowed 

Professorship in Plastic Surgery Research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這

夢想已在他過去Johns Hopkins Plastic Surgery 

Department之同事，他指導過的住院醫師、研

究員以及他女兒Dr. Helen Su 在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設立。今後需要大家

的捐贈才能夠運作。

蘇醫師是1961年從醫科第14屆畢業，

在預備醫官一年，台大外科二年後於1964年

來美，在Baltimore Union Memorial Hospital

當外科住院醫師五年，做到總住院醫師，然

後到Barnes Hospital at Washing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做Plastic Surgery Fellow。於

1971年回到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當faculty到1980年，這期間

他在Baltimore City Hospital設立有名的Burn 

Center及做plastic surgery之教學研究工作。

他享譽於高超的手術技巧，特別對於

外科組織的精巧處理有良方。他對病人之態

度，讓每一位病人感到是他唯一的病人，他

把家裡的電話號碼給病人，有事可隨時打電

話給他，他給每一位病人精神上及身體上的

支持，鼓勵病人以樂觀的態度以恢復健康。

他希望設立這個Endowed Professorship

能夠做研究，以期讓嚴重毀容及不能正常生

活的病人可以經常接受顏面移植術及手腳移

植術等等。他是早產兒出生，是兄弟姐妹十

人中排行第二，他有天份，工作認真、很有

自信，我在校時就認識他。1964年我們不約

而同來美。我1967年來Baltimore就住在他介

紹的同一條街上。那時Johns Hopkins Hospital

及Medical School的校友有周聯彬、黃錫勳、

洪伯廷、黃文哲、李明亮、顏裕庭諸醫師及

我，他與夫人李雪如結婚時，我替他們拍了

電影及相片。我那時是單身還跟他們夫婦倆

去露營。那時在Baltimore的校友還有黃碩文

從左到右，校友陳吉祥、作者、洪祝美、校

友蘇繼宗、夫人李雪如，攝於作者七十歲生

日宴（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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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石岫醫師。1968年我回台有幸與洪祝美結

婚，與家父林麗水（也是校友）在台南市

開業12年。於1980年又回到Baltimore近郊開

業，又跟他們連絡上，他對我們及二女兒還

是照顧如昔。

那年他為了培養一女二子就自行開業

了，有一女一子是醫生，後繼有人。他很會

經營，買了有小橋流水、美湖的農場及附近

海洋城的渡假屋出租。他對股票很有心得，

常常對同鄉談投資之道。他喜歡唱Karaoke，

有一段時間都到他家每月一次唱日本歌，一

直到他身體不佳才作罷。但在生病一年半

多，還繼續開刀，也到張育文及陳吉祥校友

前後主持的Baltimore Karaoke Club唱歌。他

常常對我說唱歌每一首歌要練一百次才能熟

練。他生活簡樸、不穿華服、不開名車。每

年元旦除夕都請同鄉到他們家過年。他常與

Maryland之Congressmen及Senators連絡以促進

台灣的地位，他支持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及Baltimore台灣同鄉會。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於2011年1月15日舉辦蘇繼宗醫師的追思會，

他過去的同事、他的住院醫師、病人及他的

家人都參加，大家回憶蘇醫師感人的往事及

非凡的成就。我們Baltimore北美台灣醫師會

會員（包括校友李玉琛、童瑞恭、徐龍雄、

邱鳳英、孫善敬、周貞枝、吳子丑、吳嘉興

諸醫師）也去參加。校友劉嘉慶、許登龍醫

師也遠道來參加。

蘇繼宗醫師會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2年畢業，退休於美國

Baltimore近郊）

一、助理教授（講師升等助理教授）：3位
編號  單　　位 姓　名

1 精神科 劉智民

2 職能治療學系 黃小玲

3 物理治療學系 陸哲駒

二、副教授（助理教授升等副教授）： 15位
編號  單　　位 姓　名

1 藥學系 林君榮

2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莊雅惠

3 腫瘤醫學研究所 吳文超

4 生理學科 胡孟君

5 生理學科 余佳慧

6 藥學系 郭錦樺

7 外科 黃勝堅

8 物理治療學系 湯佩芳

9 護理學系 孫秀卿

10 免疫學研究所 繆希椿

11 法醫學科 華筱玲

12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楊雅倩

臺灣大學醫學院100學年度教師升等案通過名單

13 外科 蔡孟昆

14 臨床藥學研究所 沈麗娟

15 藥學系 孔繁璐

三、教授（副教授升等教授）：13位
編號  單　　位 姓　名

1 檢驗醫學科 周文堅

2 臨床醫學研究所 劉俊人

3 婦產科 陳思原

4 耳鼻喉科 婁培人

5 婦產科 許博欽

6 外科 田郁文

7 職能治療學系 曾美惠

8 外科 胡瑞恆

9 耳鼻喉科 劉嘉銘

10 護理學系 胡文郁

11 微生物學科 李財坤

12 口腔生物科學研究所 李伯訓

13 物理治療學系 林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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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若比鄰的網路同學會
文／徐思淳

每
年驪歌響起之時，同學們各奔東西，除

了在國內接受專科訓練，也有同學出

國進修，或是旅外行醫，隨著時間飛逝，漸

漸聯絡不易，甚至渺無音訊。對於重溫同窗

之好，實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情。雖然，同學

們都會舉辦同學會，但是要大多數人放下手

邊工作，一起聚會，也是很困難的大工程。

這樣的困難在自從1990年代中期有了解決之

道，因為網際網路的推廣，以及新興的網路

技術的推波助瀾，藉由無遠弗屆的網際網

路，畢業的同學就能夠順利地互相聯絡，重

溫求學時的回憶。

在網路上開辦同學會，最開心的功能

是互通訊息。所以，要建立網路同學會，

必須利用網際網路技術裡的訊息服務。目

前，常用的方式有電子佈告欄（B u l l e t i n 

board system, BBS），電子郵件群組（E-mail 

group），獨立入口網站（Web Portal），以及

社群網路（Social Network，例如：Facebook, 

Myspace）。以下針對這幾種模式，做一個簡

單的介紹。

在網際網路的發展中，最早出現的模式

是電子佈告欄與電子郵件群組，首先介紹電

子佈告欄。電子佈告欄的設計理念源自於社

區佈告欄，一如社區佈告欄的分類廣告區，

使用者可以成立自己的區域，利用這個功

能，就可以建立同學會的分區，讓同學在分

區裡交換訊息。

電子佈告欄的程式位於主機上，使用者

必須在自己的電腦上，使用終端機程式，利

用遠端連線功能，登錄電子佈告欄，才能開

始使用。電子佈告欄最盛行於校園內，目前

台灣最有名的電子佈告欄，當屬「PTT實業

坊」（圖1），各學校各學系各班級的學生，

在PTT實業坊幾乎都有屬於自己年班的班版，

平時用來交流生活訊息，學校公告事項。畢

業之後，這些班版不會刪除，成為一個交流

中心。目前，會使用這種網路工具進行聯絡

的，以1995年以後畢業的同學為主。

因為這個遠端連線的系統，除了反應速

度快，而且全班同學都熟悉程式的操作，乍

看之下，網路同學會的設立，使用BBS就能夠

得到完美的解決。實際上，這類的班版，大

約在畢業三到五年之後，活動量就大幅減少

而呈現停滯狀態。原因除了工作忙碌之外，

也跟後續分享圖片影片不易多少也有關係。

其次，BBS的會員眾多，而且不採用「實名

制」，使用者的身份不易確認，同時對於分

區的人員管制，一直沒有辦法完全滿足同學

會的隱私需求，無法避免非同學的會員參與

討論，某些討論甚至遭到第三者擷取利用，

讓使用者有頗多顧慮。

接著，要說明電子郵件群組。其實電

子郵件群組，以使用技巧而言，相當簡單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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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最重要的是把同學們的電子信箱收集齊

全，然後發送電子郵件，就可以進行群組交

流。收到信的同學，若是想要分享意見，可

以直接回覆，然後全體同學都會收到。在網

路技術的進步之下，現今的電子信箱容量巨

大，而且容許電子郵件可以夾帶大型檔案，

因此要分享照片，影片都不是問題。某些免

費的電子郵件提供者，甚至提供直接觀看圖

片附件的功能，使用者不需要下載圖檔，就

可以直接在線上觀看。

電子郵件群組模式，無可避免的問題，

就是無法讓所有的參與者，精準地進行回

應，尤其是熱門話題，信件往來頗多，最後

甚至模糊原有的討論焦點。其次是資料收藏

的問題，若是沒有熱心的同學，主動把信件

存放在離線的電子郵件閱讀軟體，時間一

久，信件會被埋沒在電子信件的大海中。還

有一個更值得注意的問題，即是電子郵箱清

單的準確性與完備性，若是群組內的同學啟

用新的電子郵箱，而沒有辦法讓所有的同學

將清單更新，這位同學自此就可能失聯。

當然，使用電子郵件群組，最討厭的

是垃圾郵件的猛烈轟炸。網路上提供了一個

小技巧，也就是善用電子郵件「隱密副本」

（Blind Carbon Copy, BCC）功能。群組郵件

使用者們，統一將電子郵件寄給特定電子信

箱，然後把群組電子郵箱清單放在隱密副本

來發送，如此可以減少群組電子郵箱被蒐集

的可能性。

接下來要介紹「獨立入口網站」，這

是一種常用的模式，但是需要一位精通網路

知識，又具備處理程式能力的建構人，才能

完成。因為，要維護這個網站，必須懂得如

何申請與設定網址，還要自己購買並設定網

這是在PTT BBS上台大醫學系的班版群組，此處的年班是指
入學年班，MED100即是民國100年入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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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空間，更重要的是要能夠自己打點網頁內

容。當然，隨著網路技術的進步，這類網頁

從自己寫作整個網頁，慢慢進步到有「入口

網站」或是「論壇」程式集以供利用，最

後，因為WEB 2.0的技術出現，使得要建立獨

立網站的技術門檻，大幅度下降。所以，即

使對程式寫作沒有經驗，也能夠順利架設一

個功能完善的獨立入口網站。

筆者的電腦知識普通，利用工作之餘，

透過網路，找到合適的架站程式，為自己的

年班架設同學會網站，在此野人獻曝，與大

家分享。筆者首先購買網址，本來打算使用

網路上的免費網站空間，但是後來發現「天

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這類免

費網站空間，要不是太慢，就

是很快就倒閉，對於設立同學

會網站十分不利。因此，還是

選擇付費網路空間，才保障有

穩定的連結。由於，本班同學

會網站的流量不大，我購買了

基本型套餐，一年只要美金60

元就有用不完的網路空間。然

後在查閱各種介紹架站程式的

網站之後，選擇E107這個免

費的自由軟體來架設同學會網

站。從安裝到設定完成，大概

只花了30分鐘，算是很輕鬆。

接下來要設定會員資格，反而

是工作裡面最困難的部分。本

來這類網站都有自動註冊的功

能，但是，為了內容安全，但

是筆者又沒有太多時間，為加

入的同學，即時進行審核的工作，所以，筆

者使用學號來當作同學登入的帳號，同時設

定密碼，然後才通知同學來使用網站。（圖

2）

E107架站程式有不錯的擴充性，加上

網路上的高手的努力，除了有自己的擴充套

件，也可以把一些功能強大的網路論壇，網

路相簿納入網站裡，提供更多互動功能。不

過，筆者終究不會程式寫作，若是遭遇問

題，解答又遍尋不獲，通常只能選擇放棄，

頗有「守成不易」之嘆。其次，這類網站程

式其實一直都會有安全漏洞，所以，必須按

時去更新，否則很容易遭到「黑客」入侵，

筆者個人設定的班級專屬網站首頁，所有的美工都是網路上

取得，非筆者一人之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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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被放入垃圾信息、情色廣告。使用了幾

年之後，大概是因為這幾年沒有辦理同學的

大聚會，而且同學們各自為病人們打拼，其

實網站使用率不高。身為站長的筆者，自己

也忙得很少上去更新訊息，也覺得很對不起

大家。不過，在另一種網路應用興起之後，

世界有了很大的轉變。

筆者提到的巨大轉變就是社群網站的

興起，與前面提到的任一模式，最大的不同

點，社群網站本來就是為了建立同學會而設

計的。所以，社群網站將WEB 2.0的功能發揮

得淋漓盡致，使得朋友聚會需要的功能，樣

樣具備。使用者可以及時傳送訊息，一如即

時通訊軟體（ICQ、MSN等等），也可以輕鬆

上傳照片影片，任意分享。尤其，社群網站

還有一項特色，先前的模式就是可以玩網路

遊戲，交流情感。由於社群網站功能強大，

所以，使用者會經常連線，增加很多互動的

機會。

以目前最熱門的facebook（網友直譯為

臉書）而言，這個網站是由哈佛的學生所創

立，原先就是用在校園裡，後來，對學校

以外的使用者開放，目前有上億的會員。

Facebook的設計理念，就是鼓勵會員連結會

員，同時，為了讓大家能夠確認會員的身

份，Facebook也希望會員使用真實姓名來登

錄。所以，在Facebook利用人際網路的連結，

會員能夠透過自己朋友的留言與回應，常有

找到自己好友的驚喜。當然，以筆者自己

的使用經驗，本班在Facebook建立同學會社

群之後，在短短三個月內找到接近20位同學

入會，同時，很多人已經多年不曾見過面。

（圖3）

使用Facebook，要使用電子信箱當作帳

號，填好註冊申請，就會發出確認信件到電

子信箱，然後回應這封註冊信，就可以成功

開啟帳號。通常開啟帳號之後，Facebook程式

會希望藉助您的電子信箱的地址簿，找出已

經登錄的朋友，或發出邀請函給尚未註冊的

朋友，以擴大使用者交友圈。當然，假如使

用者的朋友已經加入Facebook服務，也會收到

通知，請他們將使用者設為朋友，擴大交友

筆者年班的Facebook封閉型網路社團首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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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當使用者加入新的朋友，可以看看新朋

友公開的朋友名單，常常都會找到許久不見

的老友，往往讓新的使用者在電腦前驚呼連

連。

要建立同學會，就需要使用社團功能，

當然以景福校友的社會背景，這樣的同學會

還是以封閉社團為佳，而且，會員加入一定

要經過確認與審核。筆者個人的使用經驗顯

示，若是把審核的權力放在站長一人身上，

加入同學會的時效不佳。而且，若是站長工

作忙碌，往往會等很久。筆者學到一個方

法，就是將管理員的權限，賦予所有的會

員，就可以解決這項問題。另外，有些會員

邀請的規則，也需要同學們達成共識，譬

如：「非班對的配偶可否加入」

當然，Facebook的功能如此強大，當

然也有衍生出來的問題。首先是觀看分享內

容的權限，若是沒有設好，全世界都能看得

到，所以，切記要限制觀看分享內容的群

組。其次，同班同學未必同心，有些同學在

班上是死敵，畢業後在事業上是競爭對手，

恐怕連正眼都不看對方一眼，此時最好限制

只有全班事務的事情才在同學會網頁討論，

對於某些有針對性的討論，最好在同學會社

團網頁以外發表。

其次，還是要提醒校友們，一定要記住

Facebook是個方便你找到朋友的社群網站，對

於隱私的保護一直有疑慮。所有的資訊專業

人士，都會請您複誦「保密防諜」守則，希

望您能注意。筆者個人覺得，Facebook基本上

是個實名制的網站，所以，在上面的任何發

言，都代表現實世界裡的自己，在Facebook上

活動，就比照現實世界運作，就沒有那麼多

困擾。所以，在現實世界裡你不會說的話，

就不要說，自然會使用得很順利。

當然，最後不能不提到Facebook的新興

競爭對手Google Plus，仗著擁有龐大數量的

Google帳戶，Google Plus加強交友圈的功能，

對隱私保護更好。但是，目前沒有獨立設定

社團的功能，對於組織網路同學會不是很

方便。由於Google Plus仍是測試版（不過，

Google的各項服務一向只有測試版），未來是

否有更新的發展，值得期待。

結語

剛畢業的時候，開始在職場上打拼，

通常不會覺得「重溫舊夢」有什麼重要，但

是，日子久了，就會越來越懷念與同學們在

一起的酸甜苦辣。不論現在是否已經建立網

路聯絡的模式，希望這次提供校友們的資

訊，對於大家重新享受無拘無束的情感交

流，能夠有所幫助。

相關網站

Ptt實業坊 Telnet://ptt.cc

筆者年班的同學會網站 http://www.med76.

club.tw

E107官網 http://e107.org/news.php

Facebook http://www.facebook.com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94年畢業，現任職母

院附設醫院檢驗醫學部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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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來我的醫生生活
—《六十回憶》補遺（下）

文／韓石泉述、韓良俊整理並加註

十三年來我的醫生生活（九）	 韓石泉述

A院長是一個學者，對於學問很忠實，

常常這樣說：「學問惟有觀察目前的事實，

公平冷靜去判斷，忠實去敘述的東西，以先

輩的經驗――書籍及演講――作基礎，然後

出發，不能夠做偉大的事業，並且很難創

作，對自然忠實是自然科學者的使命，真正

的學問是超越學閥（註48）」，又告誡我

說：「醫師的面前只有疾病，沒有貴賤、貧

富的差別（註49）」他從病人得來的往診料

（註50）自己沒有開封過，這是因為不欲以

金錢的多寡而生差別待遇。他又嫌惡世上的

雜事，常常嫌惡因院長的地位而為雜事所

纏。接着「總督來南，要去火車站歡迎」的

通知，還是泰然自若（註51）。反之，Y醫長

（註52）善於社會的交際，有很多的得意病

人，我很驚異他每個人的往診料都記得很清

楚。Y醫長有兩本筆記簿，我每問他的時候，

他就依靠這筆記簿回答我。我想一一問他是

非常麻煩，不若把他全部抄來。所以我就利

用值日（有？）空的時候，把他抄入我的筆

記簿，現在想起來實是無邪氣（註53）的竊

盜行為。

×　×　×

我們診察的餘暇，常常同事五、六人在

廣闊的庭院的楊桃樹下，此X君做中央環坐雜

談。X君常常這樣說，

我們醫生，要博得病人

的信用而使得病院繁

昌，須要大大地交際，

而交際最好的地方是菜

館和妓院（註 5 4）。

因為那邊是鄉村的富

翁、財產家以及有閑階級的浪漫子弟聚集的

地方，所以最適宜於宣傳。他們特別多花柳

病，自然能夠多多賺六○六的注射金。X君很

知道病人的心理，對於接待鄉村富翁的手段

很巧妙。贊成X君的主張，而以後時常去粗糠

崎（舊妓院的街名）荒唐的也有（註55），

我很可憐那種因要交際而不得不自己墮落的

青年，尤其是我想以女子為滿足性慾的對象

而玩弄的事為可怕。還有一層的可惜，就是

時間和肉體的浪費。晚上很早就去，到明天

早上五、六點鐘回來的中間，在那邊喝、

吃，做巫山之戲等盡荒唐的能事，正是破壞

生機，然而大多數的青年醫師很得意地做這

種事情。（那些）醫師多半是品行不良的，

有一個、二個、三個的姨太太不是稀罕，我

很想把同校出身的有姨太太的，和姨太太的

數目，調查統計起來，但是還沒有功夫着手

（註56）。

1927年30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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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來我的醫生生活（十）	 韓石泉述

看護婦是很可憐、勞苦的職業，初進

去的時候，身體健康，勤務數年後大部分都

患肺病或他種疾病。我所知道的大多數是這

樣，因為他們和傳染病接觸的機會較多，並

且有夜勤，因睡眠不足和過勞連續的緣故，

看到寒夜勤務的時候，在看護事務所瞌睡的

樣子，那一個不同情他們的境遇？尤其是有

重症的病人，夜半去喚醒醫師的時候，常常

惹起無同情心的醫師憤怒；因為要配藥去喚

醒藥劑師的時候，又受藥劑師的斥責，在下

位的人總是苦於上位的隨便發脾氣。

看護婦雖是神聖、高尚的職業婦人，然

而無理解的病人當她做下女使役，傲慢的醫

師當她做女招待酷使，並且很多誘惑，因此

踏入迷路的人很多，尤其是所謂會社員（註

57）們最會伸展他們的魔手，是最危險的職

業。又大概的醫院都有種種看護婦色情關係

的風說（註58）…和某書記、某醫員、某患

者的關係，甚而至於有和某小使（註59）的

風說，然而其中也有非常可以佩服的、很親

切的、很勤勉

的、意志很堅

強的，不為外

界所誘惑而終

於建設良好的

家庭的人（註

60）。

×　×　×

（按，以

下被刪約3 7 0

字）

註釋

註48： A院長，即當時台南醫院院長明石真

隆。因明石院長本身經驗過日本學閥

之害，故有此言。此外，在此他也強

調做學問就是要創新、創作。明石院

長後來回日本熊本醫科大學當了內科

教授後，又當到校長。

註49：這些思想，長久影響韓石泉，並可見

於他在三十多年後所撰的〈醫師十

箴〉之六（見韓石泉原著，韓良俊編

註之第三版《六十回憶》236頁）。

其內容如下：「醫師面對因患病而陷

于痛苦危險之人，因其精神與肉體均

不能保持正常狀態，應和藹親切，態

度、發言尤須慎重；站在醫療方面，

僅有病體、病患，一視同仁，無貧富

貴賤階級之分；應以拯救其生命、痛

苦為第一要義，不遑計及其他，方克

完成神聖之使命。」

註50：「往診料」，即往診之報酬、收費。

註51：泰然自若，指明石院長並不熱衷於逢

迎拍馬屁，連總督到台南來都敢不去

「歡迎」，其風骨非比尋常。無獨有

偶地，於三十多年之後，在韓石泉的

著作，也可看到完全同樣的思維和作

風。讓我們參閱他原著的修訂第三版

《六十回憶》第十七章「回首走過的

路」中的第二段（231頁）：

 「大官顯要蒞臨，輒動員各機關團體

首長及學生數千名，排隊歡迎，挂旗

獻花，因到達時間多不準確，常在驕

陽下鵠立數小時。曾有一次，長官要
韓石泉年輕時坐於書桌前專心

用功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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蒞臨市政府，弄得全體市府職員，列

隊守候半天。有時特別重要人物，猶

欲郊外做迎。此種虛浮禮節，實有糾

正的必要。迎送一事，余尤不慣，亦

因醫務繁忙，不忍置病人於不顧，而

徒事奔走逢迎。倘送迎多，會議多，

典禮多，人生有限，豈能從事這種工

作！」

註52： Y醫長似指當時台南醫院之耳鼻喉科

醫長「伊藤某」，以下引用第三版

《六十回憶》第三章「執業初期以及

台南醫院時代」中之P.98，對「伊藤

某」有如下之描述，在此正好可前後

對比，相當有趣：「當時民族主義漸

漸露骨，在院內，臺人職員和日本人

職員有對立形勢。日人中差別觀念最

深，且蠻不講理者，為耳鼻科醫長伊

藤某、齒科醫官野谷某及事務長鹿沼

某也。伊藤某身材矮小，態度驕橫，

目空一切，性情乖張，出言不遜，對

病人極不親切，且輕視臺人；野谷性

情與伊藤極似，同是一丘之貉，為日

本軍國主義者之標準人物」。

註53：「無邪氣」亦係轉用自日文，有天

真、無惡意之意。

註54：此處正應了孔子所說：「食、色，性

也！」今昔皆同而不變。

註55：醫師在年輕時宜戒之在色，古今皆然。

註56： 此段所描寫的，正對準「飽暖思淫

慾」的人性弱點，相當生動、傳神。

註57：「會社員」，指在公司上班者。

註58：「風說」，即風聞，傳聞。

註59：「小使」，指工友。

註60：雖然護理工作有不少誘惑、考驗，但

最後這句話對她們的肯定非常重要，

值得護理人員據以維持自尊及自我肯

定。

附錄

韓石泉醫師醫歷（摘錄自韓石泉著《診療隨

想》，1962，47～49頁）

個人醫歷―余於1913年（大正二年）

16歲時進入台灣總督府醫學校預科。五年後

―即1918年―畢業，入日本赤十字社台灣支

部醫院內科，受吉田坦藏、小島鼐二兩位先

生指導，於1919年轉至台灣總督府台南醫院

內科，在明石真隆院長指導下繼續服務，至

1922年冬辭職，與黃金火兄共同開設「共和

醫院」。1928年3月（昭和三年）於現址創立

「韓內科醫院」，當時標榜專科係自余始。

是年通過檢定考試，獲得專門學校畢業資

格。

1927年矢內原忠雄蒞台時，在台中與台灣議會設
置請願者合影。前排坐者左起：鄭松筠、林獻堂、

矢內原忠雄、蔡培火、韓石泉，後排立者左起：陳

炘、陳逢源、張聘三、林陸龍、葉榮鐘、莊垂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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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七年後（1935年3月），攜眷東渡日

本，入熊本醫科大學明石內科（當時明石先

生為該大學學長）。明石先生辭職後，入生

化學教室研究，受加藤七三教授指導，同時

入小宮（悅造）內科研習，於1940年（昭和

十五年）4月返台。是年秋獲得日本醫學博士

學位。歸台後繼續在舊址開業，翌年太平洋

戰爭開始。1945年3月1日，在一次空襲中，

病院全部（書籍、藥品、雜誌、家財、其他

一切）為戰災燒燬，其後承買吉村喬氏醫療

藥品器具，遂移至本淵寮（安南區）開業。

半年後返市，借楊元翰兄院址開業至光復

（1945年8月）。

光復後始移至文廟路公厝。此時參加

政治活動，被選為臺灣省參議員，並被推選

為私立光華女子中學校長。此數年期間，無

心醫業。1947年秋，因候選區域性國大代表

落選，決心重整醫業，乃於1949年春，由廢

墟中重建醫院，再行專心醫務至今（按，指

1962年）。

現在余已認為醫業與政治不能兩兼，

故二者必須擇一。如上所述，余自畢業後除

就職赤十字醫院、臺南醫院及入熊大研究以

外，一直為市井開業醫，永住臺南市，負內

科小兒科實際治療工作至今（1962年8月）。

同班畢業生38名，別世者12名，健在者26

名，大都已形似退休。余雖在日治時代參加

政治文化運動（文化協會、民眾黨、台灣議

會期成同盟會），光復後又被選為省參議

員，然對於醫業絕未放棄，又因久住臺南市

沒有遷徙，病人信用基礎比較良好，至今依

然每日求診者眾，醫師的聲譽，幸未失墜。

積四十餘年醫生生活經驗，深信醫業

係人生最重要的職業之一，因為人生只有一

次，而生命為人生的根本；增進健康，預防

及治療疾病，擋延老衰，提高壽命，都要依

賴於醫生的智慧、學識、經驗與技術。醫生

倘能敬業服務，則其人生將具有崇高價值；

而敬業者不外視病人的病苦如同身受，不斷

的探討新的有關藥物、技術和儀器，並渴求

新知，廣搜病例；要熱情，有耐心；要勤

勉，要謹慎；且要能先病人之憂而憂，後病

人之樂而樂；視人命為先，而不「視」財如

命，則庶幾可能實踐醫人神聖使命，其樂無

窮焉。

（作者係1918年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第

17屆，1940獲日本熊本醫科大學醫學博士，

1923年曾因治警事件被捕，坐牢2個半月；

戰後任第一屆台灣省參議會參議員、台南市

醫師公會理事長、台南光華女中校長及董事

長、台灣省紅十字分會台南市支會會長等

職，1963年逝世）

台大醫學院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科（研究所）
徵主任（所長）：
一、資格：（1）具生化分生相關領域副教授以上資格。
　　　　　（2）起聘日起年齡未滿62歲。
　　　　　（3）具提升生化暨分生所未來發展之能力。
二、檢具資格：（1） 詳細履歷表，包括學、經歷、榮譽、

服務及論文著作目錄。
　　　　　　　（2） 國內外相關學門教授、副教授三人以

上之推薦信。

　　　　　　　（3）被推薦人同意書。
　　　　　　　（4）對本所教學研究發展理念。

截止日期：民國100年11月14日下午5時前送達。
地　　址：台北市仁愛路一段一號九樓907室　台大醫學院
　　　　　「生化分生所主任（所長）遴選委員會」。
聯絡電話：(02)2312-3456分機88227
傳　　真：(02)2391-5295
電子信箱：biochem@ntu.edu.tw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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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俊隆醫師榮膺提名候選聖地牙哥
社區公益服務亞洲傳統獎

呼籲台美人踴躍聲援 送台美人上壘

原載／太平洋時報

曾
俊隆醫師Dr. Chun Long（Jerry）Tsung

（如圖），長年以來熱心公益，創組

各類育樂團體，參與大小社團活動，更不辭

勞累，服務熱忱令人敬佩。最近榮膺提名候

選聖地牙哥社區公益服務亞洲傳統獎（San 

Diego Asian Heritage Awards in Community 

Service），與其他八位不同族裔的候選人

競選。請台美人到http://asianheritagesociety.

org/NOMINEE/COMMUNITY_SERVICE_Jerr

y_Tsung/參閱各候選人的資歷，並在網頁上投

票支持。另外一種投票方式是電郵editorial@

asiamediainc.com，郵件內容註明“I want to 

vote for Dr. Tsung in the category of community 

service."即可。目前已經開始投票，6月17日

截止，請大家連同自己的親朋好友，踴躍惠

賜一票。有電郵地址即行，不拘地區。

曾俊隆醫師生於1936年台北市。在他三

歲時，因主修應用化學的父親，將工作於現

今東北的大連市，日本南滿鐵道株式會社，

因此舉家搬至該地，一直到1945年光復以後

才回台。學生時代就學於台北市龍安國小，

建中（初中及高中）及台灣大學醫學院醫科

七年。在學時品學兼優，也酷愛運動，參加

各 種 球 類 如 棒

球、足球、籃球

等 球 隊 選 手 比

賽。以後進修台

大醫院住院醫師

三年，包括半年

在 金 門 服 役 軍

醫。

1964年隨著留學潮，至美國紐約市愛

因斯坦醫學院及所屬醫院進修，專攻麻醉學

科，包括住院醫師及臨床研究四年，榮獲美

國麻醉學特別專科醫師文憑。以後至紐約近

郊Poughkeepsie, St Francis Hospital執業27年。

其間不但照顧病人，繼續再學習新知，該院

麻醉專科醫師也由四位增加至11位，並且捐款

協助擴大醫院及其設備，以便更有效的為病

人服務。二女兒也學業有成，長女習醫，次

女習法。

2000年退休至天氣良好的聖地牙哥。本

著“活到老、學到老＂、“人生以服務為目

的＂、“助人為快樂之本＂、“自樂不如同

樂＂的名言，參加及舉辨台灣中心及其他社

團各種活動。



校友小品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

於2002及2003年兩年擔任長輩會會長

期間，增加星期三長輩會活動諸如氣功、太

極拳、排舞、社交舞等運動，參加午餐人數

也增加至70人。創立長輩會合唱團，團員近

40人，至今已練唱180多支曲子，在台灣中

心及其他場合獻唱了幾十次。以後擔任聖地

牙哥同鄉會會長，主辦春節、中秋、除夕等

晚會。協助籌備每月一次的生活座談會，大

家一起歡談生活上、職業上、旅遊上不同的

經驗。在聖地牙哥台美基金會董事八年中，

協助捐款並於兩年前購買並裝修美侖美奐的

台灣中心。場地設備改善，協調各種活動，

創立每月音樂、電影及紀錄片研討系列，包

括古典音樂、百老匯音樂、經典電影。紀錄

片有體重過重在美國的健康影響、地球暖化

及環保問題、台灣歷史及文化等。所設的電

腦俱樂部、日文俱樂部、日本歌俱樂部、西

班牙文俱樂部都可活化腦力。新設的乒乓球

俱樂部，男女老少皆可參加，甚至有94歲老

翁參與，打得不亦樂乎。園藝俱樂部不但在

中心講解，照顧花草並到植物園及有機農場

實地學習。在攝影俱樂部學習攝影及裝上電

腦技術，在每月同鄉會鄉訊都有他的文章及

相片報導，現已有幾十篇，偶而也在太平洋

時報登載。他現任聖地牙哥台美人臺大校友

會會長，之後與台灣中心合辨一日遊，諸如

聖地牙哥港灣船遊了解港務操作情形，洛杉

磯長島港口綠化船遊，了解如何減碳以便環

保，洛杉磯Getty Museum, Hungtington Library 

and Garden欣賞藝術及花園等。3月間有Jashua 

Tree National Park一日遊，同鄉們遊玩甚歡。

他負責的聖地牙哥台美人醫事人員協會與台

灣中心合辦健康講座，講題包括青光眼、唐

氏症及小兒遺傳病、糖尿病及甲狀腺病、飲

食與癌症，給予民眾一般了解。新近創立的

緩和有氧運動則適合長青會會員及其他長

輩。

最近他又協助策劃於7月1日至3日在聖地

牙哥UCSD舉行的美西夏令會，近四十個社團

贊助。有Key Note Speakers、主講人、討論

會、演講會等，詳見網站WACWC，曾醫師

將主持健康與醫學兩個研討會，並協助安排

台灣文化及研究、宗教與科學、園藝等研討

會。他與賴慧娜編導精采的台灣之夜，於7月

2日星期六7時在聖地牙哥UCSD, Prince Center, 

Ballroom East舉行，該晚免費入場，免費停

車，歡迎參加共襄盛舉。

※原載《太平洋時報》聖地牙哥：曾俊隆醫

師榮膺提名候選聖地牙哥社區公益服務亞

洲傳統獎呼籲台美人聲援  送台美人上壘

（2011-06-01）

（曾俊隆醫師係母校醫科1961年畢業，現任

聖地牙哥台美人台大校友會會長，聖地牙哥

台美人醫事人員協會會長。經常舉辦健康講

座，並主辦每月音樂、電影及紀錄片系列，

涉及台灣文化、歷史、社區公益、環保等，

並主持各種康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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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藝　中　年
文／沈政男

這
兩年我提筆投稿，得了幾個文學獎，景

福醫訊的編輯思淳兄注意到了，要我談

談創作歷程，十分榮幸。

先說一下我的醫學背景。我在1987年進

入台大醫學系就讀，1994年畢業，1995年底

到署立草屯療養院（當時為省立）走精神科

至今。

從高中開始，學校課本已無法滿足我的

閱讀慾望，中一中放學後，我經常到台中圖

書館借書。文學方面，台灣主要作家在那時

幾乎都看了，包括最冷門的新詩；人文科學

解析社會問題的角度讓我大開眼界，也找了

大學政治與經濟學教科書來看。

雖然對文史哲有興趣，但我知道那不能

當飯吃。高三那年我強迫自己割捨課外書，

好好準備聯考；在窒悶的空氣中，週記成了

宣洩出口，我用新詩體寫下青春心事，學報

紙社論批評時事，經常一寫七、八頁，得到

老師讚賞。

高中時代決定唸醫以後，我就打定主

意要走精神科。一方面固然是因為當時唸了

一些佛洛伊德，對心理學產生興趣，但更大

的理由，是知道自己生性膽怯，不適合舞刀

弄槍。大一上生物實驗要做青蛙骨骼標本，

我連抓青蛙都不敢，那握在手中兀自掙扎扭

動的生命力讓人心驚，弄得青蛙在教室裡滿

場亂跳。整個製作過程，從麻醉、解剖、煮

爛、拼貼，都靠同組夥伴何士奇（目前為台

中澄清醫院胃腸肝膽科主治醫師）幫我完

成。

大一、大二在校總區的日子，對我而

言是一段黃金歲月。那時住在老舊的男十一

舍（現在體育館所在位置），偌大的美麗校

園等於是自家庭院；自由的校風讓人思想解

放，那幾年剛解嚴，社會運動風起雲湧，我

和幾個住男十一舍的友人（包括目前知名的

環保律師林三加），組織了一個地下社團

「噬菌體」，從反核、護農，到國會改選，

無役不與；那時還沒上醫學課程，壓力不

大，我經常窩到古樸的文學院，借幾本詩

集、小說，搬張桌椅到綠草如茵的中庭，在

白千層樹蔭下，讀到打起瞌睡。

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在文圖櫃檯借書，一

手拿了醫學系的借書證，另一手則是幾本希

臘悲劇，一旁有位中文研究所的外籍生看了

大感驚訝，跟我攀談起來――其實二十幾年

來，我一直這樣過日子，在醫學以外，我保

持閱讀習慣，期許自己兼顧科學與人文兩種

領域。

大三以後逐漸走入臨床，唸閒書的時間

被壓縮不少，但我仍不願放棄所愛。好玩的

是，同學之中不是只有我學非所願。記得有

一次快期中考了，我還在讀黑格爾，讀累了

走出男二舍，到對面巷子口吃碗剉冰，竟遇

到郭青齡（目前為加州理工大學生物工程教

授）拎著一本《量子力學》在路上晃蕩。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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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目前在台大經濟系任教的黃貞穎教授，

當年也在大三毅然轉系。

醫學院那幾年我幾乎不上課，臨床知

識貧乏，到了大五進醫院見習，第一次在內

科晨會報個案，報得零零落落一問三不知，

當場被教授轟下臺。畢業以後，雖然成績殿

後，還是硬著頭皮回母校應徵住院醫師，面

試的教授看了我的成績單，愛問不問地拋了

兩個問題就要我回去等消息。那時精神科可

訓練的地方不多，最後是草療收容了我。

療養院步調和緩，有大片的留白空間供

我揮灑，把病人照顧好以外的時間，我都拿來

唸書。做為一個精神醫療人員，我是少數把

《夢的解析》英文版讀完的；在同一段時間，

我也辛苦地將《浮士德》英文版翻過一遍。

一晃眼，就這麼在療養院待了十幾年。

四十歲生日那晚，我在醫院值班，七月天，

鄉下蚊子又多，被叮得手腳發癢；想洗個

澡，抹了洗髮精大力扭開水龍頭，它只咕嚕

嚕漱了個口就無聲無息，我只能頂著一頭粘

膩，穿回酸臭的衣褲想辦法。

生日那天我都會變成哲學家，想想過

去與未來。四十歲生日那晚，把頭洗乾淨以

後，我突然想到：「除了待在這裡當一個不

像醫生的醫生，我還能做什麼呢？」

為什麼不寫文章呢？潛意識運作了一

夜，第二天早上給了我這個建議，於是我開

始投稿各大報紙副刊，但隨即像打地鼠遊戲

機一樣，稿件兜兜兜一一被敲回洞穴。

後來想到了或許可以投文學獎試試，反

正又不用報名費，落選了也沒人知道有人這

麼老了還在投稿。

兩個月（2009年）後，中國時報的編輯

打電話來，說我得了新詩首獎，當下我還以

為是詐騙集團，或者對方搞錯了，掛下電話

又馬上打過去確認。得獎的感覺跟當年考上

台大醫科同樣美妙，於是我寫得更起勁，第

二年又得了林榮三文學獎散文三獎，而其他

地方性文學獎也有十餘個，收穫不少。

除了文學創作以外，我也經常寫時事評

論，投到報紙的民意論壇。讀者投書通常第

二天就知道登不登，回饋迅速，再加上我多

年累積的社會科學知識正好派得上用場，更

讓人有提筆的動機。兩年多來，我用了五、

六個筆名寫了兩百多篇的時事評論，提出的

見解好幾次被報紙社論、call-in節目、政黨、

政府採納。

這兩年開始寫文章以後，年少的藝文

嗜好得以在中年延續，也讓我重新找到參與

社會的管道，好像當年走街道的那股熱誠又

回來了。新手寫作，大都以自身生活經驗為

題材，我於是有機會重新審視成長經驗，整

理自己。寫文章的時候，腦力專注，心靈純

化，足以忘卻日常瑣事，算是最好的消遣，

我因而拋棄了玩音響的嗜好，省了不少錢。

老實說，我一直以為舞文弄墨不過是雕

蟲小技、文字遊戲，與現實世界無涉，但這

兩年的寫作經驗讓我體會，文學對人性的了

解，遠遠大過心理學與其他科學，而文字產

生的影響力，也超乎我的想像，這是我樂當

一個「文藝中年」的原因。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94年畢業，現任署立

草屯療養院精神科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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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台大景福校友會
社團開張了！

文／徐思淳

Facebook是新興的校友會網路應用媒體，

母校各系所的校友，也紛紛在 Facebook

上進行交流活動，許多系所的校友們，也利

用Facebook的社團功能，建立自己的同學會社

團。

對於景福校友會而言，廣泛地接觸校

友，並且提供校友資訊與服務，是很重要的

工作。同時，許多校友在畢業之後失聯，也

無法再接收到來自校友會的資訊，實在是非

常可惜的事情。所以，景福校友會除了在

網路上建立自己的官方網頁之外，也在九月

份，正式成立台大景福校友會的Facebook社

團，希望能夠進一步凝聚校友們的向心力，

為母校盡一份心力。

筆者受託設定這個Facebook社團，兼

任管理員之職，經過一連串試用之後，將這

個社團先設置成「公開社團」，以方便校友

們加入社團。但是，「公開社團」的設定，

會讓非會員的第三者看到社團內的內容，在

隱私保護比較不佳。為了避免閒雜人等來社

團網頁放置垃圾訊息，對於申請加入會員的

校友，我們設定了審核機制。申請加入會員

後，必須通過管理員審核，確認是台大醫學

院相關系所的校友（亦包含原在醫學院組織

當中，近年成立的公衛學院，牙醫學院），

才能在社團裡發言。當會員人數增加到千

人以上時，再考慮將社團性質改成「不公

開」，改用邀請參加的方式進行，同時提供

會員們更大的隱私。

以下以FAQ問答的方式來介紹相關的訊

息。

1. 會員加入有什麼資格限制？

  只要是景福校友會的會員，都可以參加。

  醫學院各系所、牙醫學院、公衛學院的校

友，若是沒有加入景福校友會，亦可參加。

2. 如何找到景福校友會的社團首頁？

經過筆者實際測試的結果，若是朋友

當中尚未有任何人加入台大景福校友會的

社團，使用Facebook的搜尋功能，輸入關鍵

字「台大景福校友會」，其實很難找到該網

頁。假如僅僅輸入關鍵字「台大景福」，只

會找到台大景福校友會管理者的ID，也就是

「台大景福」。所以，筆者提供台大景福校

友會在Facebook上社團的網址，供各位校友直

接輸入後連結。

網址：http://www.facebook.com/groups/ 

187689154636402/ 

3. 如何加入景福校友會的Facebook社團？

連結到台大景福校友會的社團首頁，

可以看到右上角有一個「要求加入」的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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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只要點擊就完成申請的程序。

4. 提出申請之後，要如何驗證身份？

由於Facebook社團的申請加入功能，並

沒有留言給管理員的選項，所以，單單完成

「要求加入」的動作，管理人員是無法得知

來申請的ID，是否真的是校友。假如，申請

加入的校友，在Facebook上使用真實姓名，

而且在個人檔案裡，已經描述自己的學業經

歷，可以確認者，管理人員就會同意加入。

否則，請寄一封訊息給「台大景福」，來說

明自己的身份。

5. 如何寄訊息給「台大景福」？

寄訊息給「台大景福」，不必先將「台

大景福」加入為朋友，只要找到「台大景

福」的個人檔案網頁即可。為了避免校友使

用Facebook搜尋的不方便，僅提供「台大景

福」的個人檔案網頁：http://www.facebook.

com/profile.php?id=100002115924454（“？＂

不可省略）。連結網頁之後，可以看到在右

上角有一個「發訊息」的按鍵（圖2）。點擊

該按鍵之後，就會出現對話視窗，可以書寫

內容。請在視窗內輸入自己的姓名，系所名

稱，畢業年度以供管理人員查驗。

6. 台大景福校友會社團提供的服務

景福校友會將在此公告校友會的活動，

並將各地校友會的活動照片，以及部分景福

醫訊的文章，放在這裡與校友們分享。校友

加入會員之後可以在社團網頁留言，並且回

應其他會員的留言。校友若需要台大景福校

友會協助，也可以利用這個社團網頁來提出

需求。

在您收到這本景福醫訊時，台大景福校

友會的facebook社團，業已開始活動，希望有

興趣的校友，能踴躍加入，展現台大景福校

友們的人氣。

「台大景福校友會」Facebook社團網址：

圖1： 台大景福校友會Facebook社團首頁（未加入會員時看到的
畫面），箭頭所指處，就是「要求加入」的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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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acebook.com/groups/187689154636 

402/

「台大景福」的個人檔案網頁：http://www.

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2115924454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94年畢業，現任母院

附設醫院檢驗醫學部主治醫師）

圖2： 社團管理員「台大景福」的Facebook個人檔案網頁，箭頭
所指處，即「發訊息」的按鍵。

各位98學年度畢業的醫學系校友：您好，為協助瞭解畢業校友之動向，請協助上網填答
下列調查。

　調查名稱：「98學年度畢業生畢業後一年調查」
　承辦單位；國立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
　對　　象：全國164間大專院校98學年度畢業生之普查
　期　　程：2011年8月～2011年11月30日（暫訂），共計3個月
　大專畢業生填答網址：https://ques.cher.ntnu.edu.tw/ques/postbachelor/
　形　　式：網路問卷

　感謝您的幫忙！

臺大醫學院醫學系辦公室
聯絡人：蕭伊芸
電　話：02-23560029-36
傳　真：02-2395-9416
信　箱：iyhsiao@ntu.edu.tw

��學年度畢業生畢業後一年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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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　季
文／圖　黃英峰

是雨季

雨季裡的雨夜

妳和我撐著黑傘

走過那條長長的椰林大道

道上行人匆匆

兩旁校舍燈光迷離

迷離是今晚的夜色

迷離是這一季的花香

「雨下得好大。」我說。

「下得好纏綿。」妳說。

「星星都不見了。」我說。

「星星都躲到愛的窩巢裡去了。」妳說。

又是雨季

雨季裡的雨夜

我獨自撐著黑傘

走過那條長長的椰林大道

道上行人冷清寥落

兩旁校舍都已關門熄燈

只有傅鐘旁的路燈在雨中依稀明滅

風悄悄地吹來

風蕭蕭地呼過

「淑玲，是妳嗎？」我彷彿聽到了妳的呼喚

風蕭蕭地呼過

「淑玲，是妳嗎？」我又喊

風蕭蕭地呼過

風裡只有一顆顆珍珠的無語

是雨季

雨季裡的雨夜

窗外是十二月的寒天

窗上綴著雨珠滑過的水痕

屋簷下的燕子早已飛走

飛到溫暖的南國去尋找另一個春天

當階前的梧桐禁不住寒風而飄零

陳封的往事就簌簌地從窗雨中篩落

妳那傷感的字跡

如裊裊的炊煙向晚

又朦朧地在我心底深處浮起

──讓我保有一份眷戀捕捉你離去的腳步

　　讓我保有一份執著期盼你驀然的回首

　　讓我保有一個夢境深藏那生命的至愛

　　讓我保有一筐回憶懷念那逝去的時光

　　多年以後我們都不再年輕

　　多年以後當我撫著歲月的痕跡

　　我擁有的仍是刻骨的相知相許

　　我擁有的仍是那一顆無悔的心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77年畢業，現為家庭

醫學科醫師於洛杉磯行醫）



學生園地

2011年10月‧第28卷第10期 ��

感 動 與 學 習
～一段愛與達仁的故事

文／魏志阜

有
種不真實的感覺，在八天七夜的旅程結

束，當車子緩緩駛達醫學院，拉起手

剎車的那一瞬間，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

也有些難以言喻的體悟，在心裡；和國小的

孩子們一起唱著營歌的同時，其實都有偷偷

忍著，很幼稚地不要讓小朋友看到自己眼眶

中將溢出來的淚水。雖然知道每次的結束並

不是一個句點，而是新的開始，但卻總免不

了一些感觸的引發，尤其是在這樣的夏天裡

頭，在學生時代最後一次參與這支服務隊，

過往的回憶如海濤般襲來，一時感到五味雜

陳，許多的片段在腦中反覆播送，好多好多

的回憶出現在眼前，彷彿才是昨天發生的

事。

醫服團在達仁的記憶，從2002年

開始，經歷了將近十年的歲月，在這十

年來一直變化著的，是我們的形態，從

三十個人的小團體，到這幾年六十人以

上分工精細的團隊；從以義診為主的醫

療服務，漸漸轉向預防醫學和健康保健

為主的走向。我們在人數上升的同時，

也擴展了我們醫療和保健服務的面向，

從原本的單一村落服務，到這一兩年已

經達成全鄉皆有家庭訪視和健康檢查的覆蓋

率，也組成了國小和國中的成長營團隊，作

為孩子們暑假的陪伴。從原本只有醫學系同

學的組成，到後來包含醫學院各系，到目前

包含各科系，以多科系、多面向的關注，希

望可以更了解並更貼近社區，進而更了解實

際的需求，作靈活的調整，使得服務方向和

居民之所需能夠契合。

小時候總是以為，一定會有那麼樣的一

個寶箱，打開寶箱，就埋藏著勇氣和力量；

後來卻漸漸的發現，這個寶箱其實就在自己

的身邊，是一起努力著的夥伴們，因為你

們，我才學會勇敢。

一年又一年，不同的同學，但相同的是希望陪著孩子

成長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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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的夜裡，一群人窩在有點寒冷的團

辦公室裡面，熱烈的爭論著究竟今年的服務

隊要有著如何的走向和怎樣的方向；我們爭

辯著，為了怎樣的內容會比較妥當，卻又同

時為了一些突如其來的默契而感到開心，因

為想到夏天生活的美好而微笑著；你一言我

一語的，畫出了一個夏天的雛形。

在行前的準備，歷經了許多的挑戰，在

服務隊的信念被質疑的春天，從一開始擔心

願意一起出服務隊的同學不夠的煩惱，那時

的我們每天討論著，思考到底是哪個環節出

了問題，常常一討論就是很長的一段時間，

到後來將近七十人的大型團隊；從憂慮贊助

金額不足的夜裡，在節省了開銷和大家的努

力之下，我們總算是讓大家能夠在一個穩定

的環境下開始今年的服務工作。讓大家印象

深刻的三月場勘，那天我們買錯了票，九個

人在吵雜的台鐵車廂中，沒有座位的一路從

台北晃了七個多小時晃到台東；在那次的回

程，我們在大雨中一路從達仁奔向花蓮，箱

型車內大家分食著便當，雖然外邊很冷，但

是車內的九個人的心卻是溫暖的，很多時候

不僅僅是服務本身帶來的快樂，這些共同的

回憶也是不可或缺的一個元素，如同膠水一

般的將大家緊緊相黏。

因為希望能夠做得更好，我們向前奔

跑，即便在嘗試的過程中總有挫折和困難，

總會讓我們覺得跑得很喘，但是我們知道，

遠端的那個目標，我們終將趕上。服務團的

我們，並不單單是孩子的老師，我們也是

學生，也是不斷的在學習；在實際上，我們

也是朋友，許多的團員在營隊活動後願意深

耕。這一切的一切，陪著我們，讓我們一年

跑得比前一年更順利，讓我們有許多的榜樣

可以做為參考，讓我們可以更加的有信心。

今年，我們開始了區域性課輔的計畫，在七

月和八月中，將我們以往分散式

和個人式的課業輔導活動做了一

個整合；也有密西根大學和西雅

圖大學的同學加入了我們的行

列，以他們在美國服務的經驗和

所學與我們分享，在服務的過程

上也有了許多新的思考和看法；

我們也開始將服務延伸到了國

中，在短短數天的輔導中，引介

了法律常識、理財和英文口說等

部分，同學們都有相當感人的回

饋。服務隊全體同學於營隊駐紮之台坂國小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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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營隊的過程裡面，醫學系五年級的我

們，擔任的是醫療組的角色，負責在兒童健

檢、義診和團體衛教中學習並做一些病史和

身體檢查；對於我們而言，由於是學生時代

的最後一次服務隊，都是相當珍惜的；也因

為母校願意給我們這個機會學以致用，更是

戰戰兢兢，深怕壞了母校的名聲。在服務隊

的過程裡面，我們在學習上有許多的收穫，

同時也積累了許多屬於我們共同的回憶，在

我們一起走過的每個日日夜夜，在一起挑燈

夜戰整理資料的夜裡，在我們義診完一同歡

笑的場景，在最後一天彼此擁抱的時刻，一

同分享著快樂也一起分擔著憂苦。這一年夏

天的每一張照片，在許多年之後，會再次被

看見，而在那時的我們，會以這些照片的回

憶而感到欣喜。

每一次營隊都是獨一無二的，正如每個

夏天都是獨特的，每一次走入家戶，用不甚

流利的排灣族語答謝的過程；每一次牽起小

朋友的手，帶著他回家的路途；每一次

與各式各樣昆蟲在紙板做成的床上相

遇，在星空燦爛的夜裡；每一次見到居

民（無論是大人或是小孩）真誠的微

笑，或是開心的開懷大笑；每一次挑燈

夜戰，無論是為了設計更完整的問卷抑

或是在討論著社區的文化背景；每一次

聚會籌畫，熱烈地討論著各式各樣的議

題，有時也爭論著不同的觀點。這些點

點滴滴的回憶和故事，都是讓我們在溫

柔而堅強的前進時，驅動著我們的一股

力量；這些片段和感觸，都是激勵著我們繼

續努力，更深入的了解社區，更貼近地提供

醫療服務的能量。

這個社會中有許多的不美好，所以驅

動了我們開始投入社會服務的行列；而這社

會中也有著太多的美好，讓我們有勇氣繼續

行走於社會服務的道路上。感謝校友們的支

持，無論是物質上的、或是心靈上的，許多

時候在對於服務活動的思考上和進行上的協

助，都是相當令人感激的；也希望我們所做

的微薄的工作，能夠讓更多人認識這塊土

地，並且關注這個區域。感謝所有協助我們

服務隊的人們，也感謝所有參與這次服務隊

同學們的努力，希望這樣的過程能夠對社會

有正向的意義和幫助！

※本活動部分經費由景福基金會贊助。

（作者係母校醫五學生，為2011年「學生社會

服務團」暑期醫療服務隊隊長）

醫學系五年級同學於森永村義診處協助基本病史詢問

和理學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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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吧！醫個夏天的旅行！

文／黃琢懿

醫
學營的意義是什麼呢？

對高中生來說，也許是勾勒未來藍

圖的第一筆，也許是段值得放在備審資料上

說嘴的經驗，也許是他們最接近台大醫學系

的一次機會；對Med98來說，這是我們第一次

和學弟妹一起辦的營隊，也是我們最後一次

集體參與的系上活動。

三年級後被關入醫學院巨塔的苦悶生活

時有耳聞，大家總忙著在大二的暑假以自己

的方式留下青春的鞋印。打工、環島、出國

遊學，未來還有五年的時間要被關在一起，

何苦把大好暑假耗費在這？這不是一個指

責，不是一種驕傲，連醫學營工作人員都無

法給出一個正氣凜然、冠冕堂皇的答案；但

也許就是因為我們知道自己放棄了什麼，因

此更珍惜得到了什麼。

人力不足的問題絕對不是第13屆醫學

營的專利。一年前可以滿懷愧疚地對學長姐

說抱歉有事情無法上營，或根本害怕地只敢

躲在螢幕後面寄站內信；現在風水輪流轉，

換我們在心裡暗罵臉上還要和顏悅色地說：

「真的不行嗎？拜託只要一個晚上就好～」

活動組找不到關主、晚會湊不足表演人員、

生機組沒有機動人力，一切都只能自己撩落

去。上至副召、執秘，下至機動關主，辦醫

學營就像上了賊船，不但要一個人當多個人

用，還要到處欠人情債拜託。

頂著台大醫學系的金字招牌，憑著一股

堅持下去不願服輸的倔強，這一艘才略具雛

形卻還有漏洞的新船，「醫個夏天的旅行」

就要啟航了。說不害怕是騙人的，但總是有

工作人員比規定時間更早到、更晚走；就算

沒有主動詢問，只要開口每個都會爽朗地一

口答應，還呼朋引伴共同完成；看到大家嬉

鬧打罵的開心笑靨，幼稚的動作和對話背後

藏著體貼細膩的熱情，我相信，我們會一路

平安。

來自全台各地的高中生懷著膽怯與企

盼踏入醫學院，全體工作人員的親切笑容與

歡迎早已等在那。就算大廳施工噪音震耳欲

聾，也蓋不過青春的笑聲琅琅；烏龜烏鴉和

晚會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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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化蛋，老掉牙的團康遊戲卻怎麼也玩不

膩。專職隊輔們使出渾身解數炒熱氣氛，兼

職隊輔們在一旁加油添醋敲邊鼓，小隊員們

終於逐漸脫去高中生難掩的青澀和羞怯，拋

開形象和大哥哥大姊姊一起狂歡。

天才物理學家掀起夜的帷幕，五大活動

由「假案」打響第一發。小隊員們扮演起名

偵探柯南，追著翩翩飛舞的花蝴蝶Evylin調查

她周遭纏綿糾葛的愛恨情仇。殊不知此時身

擔閉幕重任的投影機正在鬧脾氣罷工，束手

無策下只好將原來充當行李房的聯教307移作

閉幕地點。人手不足加上時間壓力，聯教307

到醫學院大廳的路程×7天份的行李×120 ＝

幹部重量訓練大會，副召、執秘、活動長、

總務長、美工長、生機長、公關長、回顧

長、資訊長，胖胖長都預先為兩天後的啦啦

表演練出健壯的二頭肌。小小的聯教307也出

乎意料地塞進了一百多個人！

朝陽親吻大地，卻喚不醒住在新體地

下一樓不見天日的我們。六點起床也許是高

中生的習慣，卻是大學生的夢魘；對前一晚

陪小隊、開檢討會到半夜，直到夜深人靜才

拾獲一點個人時間梳洗休息的工作人員，責

任感和小隊員的聲音才是最好的起床號吧！

不同於以往的早操，我們以國標舞教學揭開

一天的序幕。接著是機智有趣的「百萬大富

翁」和「智慧鐵人」，小隊員們可不是埋首

書堆的小書蟲，諸如「以下何者不是我國的

主力戰鬥機？」也答得快狠準，但像是「下

列哪個地名沒有出現在台大校歌？」就連學

長姐也莫宰羊了～

下午由大五學長姐們帶領的小組討論，

與小隊員們分享了許多不為外人所知的醫學

生和醫生生活。晚上的「CHOICE」則是台

大醫學系獨家活動，結合醫療實境與囚犯理

論，小隊員們一面練習診斷病情，一面在有

限的醫療資源與眾多病人之間作抉擇。遊戲

過程總免不了競賽諂媚與小隊精神，小隊員

們的認真投入與熱情表現頻頻讓關主難以招

架，甚至數度破例給予獎賞；競爭之激烈可

見一斑！

第三天的醫院導覽與教學部實習由大

五學長姐們帶領小隊員親自踏入醫院大開眼

界，也讓一二年級的工作人員為晚會表演做

智慧鐵人創意實作

醫院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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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就算人力不足、班底萬用，連晚會長

都得親自下海帶練，我們還是做出了掌聲連

連尖叫不斷，節目多到超時被罰錢的晚會：

「鼓手有八個，主唱一百五貝爾浩翔星，吉

他手一度被換掉之春天樂團」、「bass要共

用吉他手好肥天啊主唱在哪裡，團名簡直貼

切之Uncertainty樂團」、「劈腿巴掌殺人放

火樣樣來之世上總有傻女人啊幹部大亂鬥之

深度劇」、「醫學系特產表演之不知道今年

又是哪個學妹會被請上台呢科科科之魔術

劇」、「頭撞天花板腳踩會滑來滑的巧拼驚

聲尖叫新竹玩到上癮拋人大作戰之競技啦

啦」、「醫學健康新知之DEHP對人體影響

之探討及生命歷程追蹤調查研究結果報告之

搞笑劇」、「天啊萬用班底換衣服要來不及

之無敵性感女舞真多人之皮皮請加油好嗎之

舞劇」。很多小隊員說：「我以為醫學系都

是書呆子，沒想到你們這麼多才多藝！」他

們不知道的是，有些人只是一句：「我們缺

人，要不要一起來？」就赴湯蹈火；有些人

只是營前來聯教307閒晃就被推入火坑。掌

聲背後苦練多時的強大基礎、神秘的腎上腺

素以及愛、希望和勇氣（就像飛天小女警一

樣），正式上台才第一次對到拍子沒放槍、

就算跳舞受傷也要堅持完成後面的表演，這

些都是，他們不知道的事。

營期過了一半，連日熬夜累積的疲憊也

漸漸顯露出來。原以為學長們傳遞知識的熱

切神情，會敵不過周公的溫柔召喚；沒想到

小隊員們還是努力睜大眼睛聆聽、與學長們

互動，積極觀察和發問。晚上的「夜教」活

動彷彿成了「二號館驚魂夜」，整晚尖叫聲

不斷；一路上小隊員們都彼此緊緊相依，心

裡再怕還是要攜手前進。最辛苦的莫過於關

主們了吧！同樣的劇情必須重複演二十次，

還經常要突然拉高嗓門或尖聲怪叫，活動結

束聲音也沒有了。雖然讓人嚇得直發抖，但

也許就是那種緊張恐怖的氛圍把彼此拉得更

近，相互嘲笑指責對方膽小鬼讓氣氛更熱絡

了！

來到台大醫學營卻沒有逛台大是一件很

可惜的事情；來到台大卻沒有吃冰淇淋是一

件更可惜的事情！還好我們都做了。台大廣

闊的總區校園是玩「RPG」遊戲的好所在，台

大冰淇淋更是陪伴我們在艷陽下奔波的好朋

友。以往在電腦前耗費兩、三個小時玩線上

遊戲都不覺得辛苦，搬到現實生活中才知道

這樣走來走去有多累人；更驚人的是小隊員

們一點也沒抱怨，主動拿出紙筆記錄各項任

務、規劃最短路徑。幸好下午回到了冷氣房

看電影「無卵頭家」，俗又有力的台詞讓全

場笑聲不斷，想睡覺都很難。

晚上就是高中生們最期待的舞會了。

從電訪開始，小隊員們總愛問：「舞會是什報到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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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樣子？」「要穿得多正式？」「不會跳舞

怎麼辦？」看著一個個小紳士小淑女從房間

裡換完裝走出來，突然有種「吾家有子／

女初長成」的感嘆；好像不久前他才慌張

地像個孩子一樣問：「該怎麼辦？」，現

在卻略帶靦腆的伸出了手：「可以請你跳

支舞嗎？」。快板節奏引來許多舞林高手

SOLO，POPPING、LOCKING、HIPHOP、

BREAKING同場競技，還有吉魯巴的歡樂

點踏；慢板抒情有華爾滋的優雅迴旋，是把

妹聊天不可錯過的好時機。舞王舞后選拔

意外找到許多「曖曖內含光」的孩子，幸

好終究沒有埋沒了他們。最後由少女時代

「GENIE」的幹部舞收場，135秒變換了14個

隊形，簡直史上最強隊型變換！露肚營服加

上超短短褲，簡直變態！

專題演講和醫療新知的課程，是暴風

雨前的寧靜；最後一個晚上，小隊員們精心

籌畫的小隊劇終於要上演了！有小隊員說：

「建議有強大『戲胞』的學長姐們去演一部

台大醫學院版的醫龍。」但其實他們現學

現賣也不遑多讓，所有學長姊的梗都傾巢而

出，擔任評審的工作人員們也大喊頭疼，不

知道該選誰比較好。小隊劇後是小天使小主

人的相認時間，緊接著就是溫馨的燭光晚

會。平時嬉笑打罵、鬥嘴賴皮的夥伴，一個

個都正經八百了起來；那些平時沒有注意到

的小細節、說不出口的心底話和感謝，都隨

著搖曳燭光脫口而出，淚水也隨之滑落。七

天的時間很短，未來的路很長；此刻我們相

聚，未來不管什麼時候，我們都願意為彼此

照亮。

最後一個夜晚是通宵達旦的狂歡、夜

遊，或更多的祕密；最後一個早上的跑台考

最重要的是：考試成績不重要！在結業典禮

上，幹部們一字排開，不是每個人的努力都

會被看到，但他們的付出讓我們變得更好；

如果沒有小隊員的參與，就沒有台大醫學

營；如果沒有所有工作人員的幫忙，也沒有

這次的台大醫學營。

醫學院的大廳放滿了行李、充斥著離情

依依。激情過後的空虛我們都太熟悉，早已

知道，睡再久也擺脫不了那種恍如隔世的感

覺。一個營隊結束了，還有下一個會開始；

離別了一群人，還會邂逅下一群人。對我們

來說，醫學營就是一個夏天的旅行；十年修

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彼此都要好好

珍惜這段得來不易的緣分。回憶的壞處是我

們永遠回不去那一刻；但那樣的回憶是那麼

足夠，足夠我有勇氣繼續朝未來前進。

※本活動部分經費由景福基金會贊助。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三年級學生）

微創手術訓練中心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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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思淳

本
期是敝人第一次擔任執行編輯，各項事務都不甚熟練，誠屬惶恐。在景福醫訊黃秀麗小姐與各

位編輯一同的協助之下，終於能夠完成一份刊物，對個人而言也是全新的經驗。在今年八月

份，台大醫院發生了醫療疏失，引起軒然大波，讓校友們扼腕不已。許多校友都紛紛表示要為仍在台

大醫院奮鬥不懈的員工們加油，本期特別刊出吳佳璇校友的文章，吳醫師的夫婿亦為器官移植團隊的

一員。希望能夠讓台大醫院同仁，感受到校友們的支持。此外，商請台大檢驗醫學科主任江福田教授

與各位校友分享，在今年七月份發表於台大醫院員工電子報的專文，在此時刻格外有深意。

每年暑期醫學生們總是有很多公益服務活動，猶記得學生出服務隊，總是少不了景福基金會的

大力協助。今年暑假在景福基金會的贊助之下，母校醫學系辦理高中生醫學營，黃琢懿同學生動的文

章，可以讓校友們明瞭有心於醫療志業的高中生，如何在暑期活動中得到啟發。而醫服團今年再次前

進台東縣達仁鄉，展開全方位的服務。魏志阜同學的詳實記錄，必然讓各位校友，留下深刻印象。

本期接續刊載韓石泉醫師的六十回憶補遺，重現過往醫療生態與一代良醫的風範。另外，本期

也分享曾俊隆醫師獲得聖地牙哥社區公益服務亞洲傳統獎提名的榮耀，以及林子淳醫師為各位校友介

紹蘇繼宗醫師的行誼。黃英峰校友的詩作，重現一段年少經歷，與近日風靡全台的電影相較，更加深

刻。沈政男醫師於執業之餘，勤於寫作，文章真情流露，屢屢獲獎，因此特地邀請沈醫師分享從事寫

作的經歷。

戴鐵雄醫師講述使用E-mail來聯絡感情的經驗，讓敝人看完以後，決心野人獻曝，將常用的網

路同學會建構模式，以及自己有限的使用經驗，與校友們共享。同時，台大景福校友會的facebook社

團，也於九月份開始運作，敝人忝為管理員，

特別針對加入社團的方法，加以介紹，希望有

更多校友能夠順利加入。

此刻，母校處於多事之秋，在此時編輯景

福醫訊，特別希望校友們給予母校最大支援，

維繫景福校友們的榮耀。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94年畢業，現任母院附

設醫院檢驗醫學部主治醫師）筆者與兩個小孩的合照



第一銀行愛心關懷活動～輪椅舞蹈表演

時間：2011年9月9日　　地點：臺大醫院大廳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輪椅舞蹈表演 ▲輪椅舞蹈表演

臺大醫學院99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頒獎典禮

時間：2011年9月30日　地點：臺大醫學院醫學人文博物館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楊泮池院長（右）、陳晉興醫師（左）▲楊泮池院長（右）、林明燦副院長（左）

▲楊泮池院長與優良教師合影▲楊泮池院長與優良教師合影



2011台大醫學系「習醫先修體驗學習營」合影　　　　　時間：2011年9月6日（臺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第42屆實習學生與師長合影　　　時間：2011年9月17日（臺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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