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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教育與人才培育

口述／楊泮池、專訪／張棠紅

自
日治時代以來，臺大醫學院已培育出許

多優秀的人才，不管是在醫學領域或非

醫學的領域，這些人才在臺灣轉變過程中成

為重要的推手與影響力量。

過去幾年來，不斷地有醫學教育改革的

意見與聲浪，確實臺灣現行的教育制度是有

許多環節需要再做調整，但並不意味著就需

要全盤推翻，或是全面改革。

臺灣醫學教育擁有悠久的傳統並培養

出諸多優秀人才與典範，舉如解決鴉片問題

的杜聰明教授、對於蛇毒研究有諸多貢獻的

李鎮源教授……，這些人都是臺灣醫學教育

中的優異典範，甚至許多受臺灣醫學教育的

學生到外留學後直接留任當地教授，教導學

生，若非是優秀的人才，何以能夠在當地從

事教育工作！ 

我在1984年至1986年間前往沙烏地阿拉

伯服務，在當地，我接觸到來自世界各地的

醫師，包括英、美、德、埃及、印度等地，

每位醫生都很優秀，但我發現臺灣醫師的

專業訓練與知識並不比其他國家的醫師差，

包括紮實專業的醫學訓練以及良好的病患處

置。可見，醫療及教育的水準或許不是頂

尖，但相較於其他各國，是有更好的水準。

臺灣的醫學教育並非需要改革，而是要

因應時代加以調整，才能發揮更大的教育責

任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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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適的教育制度比新穎出奇更重要

世界一直在進步，專業知識也不斷地在

增加，如今，傳統的教學方式已不如以往有

效，學生需要更具效益的教學模式。因此，

如何整合課程，讓學生學得更有效率、更

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不只如此，我們還

要給學生足夠的時間與空間去學習，過往的

填鴨式教育已經不符合時代的需要，一個好

的老師是要能夠帶領學生自主學習，幫助學

生開發能力，而不是硬要把十八般武藝都塞

給學生。

我相信，問任何一個學生：「畢業這

麼多年來，你印象最深刻的是怎樣的一位老

師？」答案絕非是那種每天把課程內容塞得

滿滿、一週上足十八堂課、給很多資料的老

師。往往學生最感激的、永遠記得的，是老

師的一句話、一個觀念、一個行為，所以身

為師長，應該要回過頭思考，要如何鼓勵、

教導學生，給予他們一個良好的學習方向，

這才是正確的教學態度！

我並不贊成完全移植某個制度或某個

教學方式，我認為優良的教育制度必須要適

合環境、適才、適性，並且能夠給予學生更

多自主學習的空間與時間，讓他們自己去發

揮，如此，才能夠真正地教好學生。

讀醫學院不該只會立志當醫師

長年以來，臺灣整體社會的價值觀與文

化皆促成成績優異的學生第一志願就是念醫

學院，這些學生的素質可說是全臺灣最優秀

的，既然是最優秀的，就不應該單單只是立

志當個醫師而已，這是不夠的，也是一種人

才的浪費！

綜觀臺灣近年來的發展，可以發現，

許多優秀的醫學人才不見得只專注於醫師

本業，而是分布在各種產業中，幫助臺灣進

步。對於這些優秀的醫學生，我們應該有更

大的期待――他們要具有更寬廣的視野與想

法、更成熟的邏輯思考力與更專業的素養，

並能夠將自己的專業能力延伸到不同的領域

而加以發揮，而不僅僅就只是想當個醫師而

已。讓這些優秀學子有更精湛、更廣博的發

揮，對臺灣社會才是更正面的做法。

能夠進來醫學院就讀的學生，若能幫助

自主思考，則是社會之福。我擔任醫學院院

長的時候，對新生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千

萬不要相信院長說的話。」我的用意是要給

學生一個觀念――不要盲目相信權威。盲目

相信權威會讓學生難有良好的發揮，無法做

得比老師更好，學生必須要有挑戰權威的想

法，才能有所突破。

我對學生說的第二件事是「名醫」與

「良醫」的差別，進入醫學院後，最重要的

是要幫助病人，而不是把當名醫作為最重要

的目標。

第三件事則是學生個人的生涯規劃，

也就是專業的素養與醫療倫理問題。臺大醫

學院的畢業生幾乎都是各行各業的佼佼者，

追求成功是必然的，但假設你為了在最短的

時間內成就自我的同時卻傷害了身邊的同儕

或其他人，這就不是你應該做的正確選擇。

一個真正優秀的人才絕對會在成就自己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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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幫助到別人，這才是一個正確的態

度。

許多醫學生都立志要當史懷哲，準備跨

出醫學院就要捲起袖子，到偏遠地區濟世救

人，其實並不需要如此。每個醫學生都應該

了解，自己今日之所以能進醫學院念書，是

靠許多人的幫忙，在矢志成為史懷哲之前，

要知道「反省」與「回饋」。人的一生當

中，總要想著為社會做點事，無論大小、多

寡，只要能想著為社會付出並確實去做，對

社會的發展才具有正面而良好的力量，而越

多人有這樣的想法，這個社會就越會往正向

發展。

人才的培育要往下扎根

人才的培育必須從改變教育的理念出

發，唯有從環境、文化著手，讓學生擁有正

確的價值觀、正面的想法，並養成廣博涉獵

各種領域的知識，隨時學習吸收來自四面八

方之新資訊，不管做任何事，都會優先考慮

到利他性及社會的需要，這才能培育出真正

的人才。各行各業，只要能夠盡本分、做好

自己的事情就是人才。

孩子的成長，幼稚園、小學期間對其影

響可能是最大的，無論是價值觀、觀念都是

在這個階段養成，很多想法都在此時成型，

到了大學時期才想要改變他們的想法、觀念

可能已經嫌遲了，但是雖然慢了一步，還是

可能改變的，大學端可以從自己能做的開始

做起。

譬如，現在的高中因為推甄的影響，幾

乎只剩兩年半的學習時間，最後半年都在忙

推甄，忙完後，學生也無心上課了。所以，

我們推動「把高中三年還給高中」計畫，

希望高中生能夠擁有完整高中三年的學習時

間，不會因為行政程序的影響，而讓學生損

失半年的學習時間，讓高中教育正常化。

大學端可以透過課程調整，提供高中

生先修課程，鼓勵有能力的學生先學習一些

大學課程，等這些學生進入大學後，直接給

予相關學分。例如，英文能力好的高中生可

以先修大一的英文，等入學後，直接給予學

分，而不需要再上大一英文，學生可以把時

間拿來學習更專業領域的英文，像是如何撰

寫英文報告、論文，如何用英文來討論等。

這麼做，讓學習更有彈性，學生有更多時間

做其他學習，自然會更具創意、更有國際

觀。

這樣的改變就從臺大開始做起，然後慢

慢地往前影響，將這樣的改變往下扎根，只

要做就不嫌遲！

（楊泮池係母校醫學系1979年畢業，現任母

校校長、母院內科教授；張棠紅係本會專訪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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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醫學教育的回顧與前瞻

臺
灣的醫師養成教育始於1897年，在過去

的一百多年中，光復前日治時期基本上

是採用當時的日本醫學教育制度，光復後開

始引進美式醫學教育制度，因此有一段時間

算是日本制度、美國制度與本土制度的相互

融合，在近二、三十年中，受到政府法規、

醫療執業方式及社會文化習俗之影響，更形

成了獨特的型態。在招生、學制、課程、教

學方面，都呈現了異於其他國家的醫學教育

風貌，也有特殊的問題。特別是近年來，臺

灣社會日趨多元及民主，隨著國民所得的增

加，疾病類型隨著生活形態而改變，全民健

保的實施，醫院評鑑制度的全面推動，醫療

環境也產生明顯變化，醫院朝向大型化發

展，偏重高科技醫療與績效管理的一些負面

影響日益顯現。相對的，傳統課程及教學方

法未能及時因應醫療科技的快速進展及醫療

環境的迅速變動，產生了一些核心價值的迷

惘，凸顯了醫學教育改革的必要性。

整體而言，在1897年至1945年之間，日

治時期日本政府在臺灣進行醫師人才培育，

雖然有其殖民統治的意圖，但由臺灣總督府

醫學校、醫學專門學校至臺北帝國大學醫

學部的醫師培育，對於臺灣民眾的醫療保健

以及臺灣的醫學發展有重大貢獻，是不能否

認的事實。日治時期培養出來的醫師多數從

事基層醫療工作並成為社會的領導人物，而

投入醫學研究及醫學教育者，也都有優秀的

表現，也為光復後的醫學教育奠定很好的基

礎。

在二戰之後經過了一段時間的過渡與轉

型，臺灣的醫學教育制度由講座制改為學科

制，臺大醫學院設置了各個學科，1949年開

始建立的七年制醫師培育模式，最初2年學生

修習通識與一般科學課程（早年稱為「醫預

科」），由文、理、法學院相關教師授課；

第3、4年修習基礎醫學，由醫學院基礎學科

教師講授；第5、6年的臨床教學及第7年的臨

床實習由臨床學科老師負責，臨床實習則均

於臺大醫院進行，畢業後授與醫學士學位，

並經考試後取得醫師資格。同時期醫學院也

開始派教師至美國地區進修，帶回美式醫學

知識及教育觀念；參考美國住院醫師制度，

文／張上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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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950年7月1日開始實施臺大式的「住院醫

師訓練制度」，其訓練除了臨床診療工作

外，也著重教學、研究與著作發表，從此臺

灣的醫學教育進入一個新的時代。此種教育

制度及醫師培育模式，也影響了後來陸續成

立的各個學校的醫學系，幾乎也都採取同樣

的制度與方式。

七年制醫學教育模式，實施了一甲子，

期間也曾在幾個學校採用了美式的學士後醫

學系，包括臺大醫學院在1982-1985年間也招

收了學士後醫學系的學生，但因成效不彰，

故多數學校都在幾年之後停止招收學士後醫

學系的學生，僅剩高雄醫學大學持續辦理

至今。此外，臺大醫學院於1992年開始，推

動了基礎臨床整合課程，將同一器官系統的

各學科老師安排在同一週或兩週的時間內上

課，以便學生的學習更可系統化；並且開始

推動PBL教學方式的小組討論課程，訓練學生

主動學習、問題導向學習以及團隊合作學習

與善於表達等多方面的能力，同時搭配基礎

臨床整合課程的進度安排教案，更使同學知

道基礎醫學課程內容如何與臨床連結，如何

應用到臨床。這些課程的改革也都影響到臺

灣各個醫學院後來的課程改革。

除了臺大醫學院推動的醫學教育改革，

後續對整個臺灣醫教育造成很大的影響，其

他醫學院也陸續仿效進行課程的改革外，於

2000年正式成立的臺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

Taiwan Medical Accreditation Council，簡稱

TMAC）對各醫學系進行訪視評鑑，也對臺灣

各醫學系的教學規劃與執行產生了相當大的

影響。各校為了符合TMAC評鑑要求，在師資

與教學改進等多方面進行了不少改善。

在1998年，臺大醫學系在當時謝博生院

長的帶領下，開始了所謂二階段學程的試辦

計畫，所謂二階段學程就是醫學系學生先接

受六年的畢業前教育，畢業後接受一年的第

二階段訓練，稱為PGY一般醫學訓練，其主

要目標在建構一般醫學教育的教學模式，第

一階段為畢業前訓練，在醫學系第五年及第

六年實施，強調一般的臨床教學；第二階段

為畢業後訓練，分為內科組、外科組及兒科

組，畢業生無論進入任何一組，在受訓期間

均需接受三個月的基本醫療訓練，整體性地

學習全人醫療的診療經驗，培養提供病人基

本照顧能力。經由此制度教育訓練出來的學

生表現都很優秀，證實此制度的成功，因此

也影響後來醫學系學制的全面變革，也就是

從102學年度（2013年）起，全國各醫學系的

入學新生都進入全新的六年制醫學系。

造成這次學制大變革的前因在於七年制

醫學教育的最後一年為以實習醫師（Intern）

之身份進行臨床實習，希望能從照顧病人

當中學習如何成為一個合格的醫師，但此

時實習醫師並無醫師證照，以學生身份執行

醫療工作，角色定位不明，是否符合法令規

定，往往造成混淆。因此如前面所述，臺大

醫學系於1998年開始進行二階段學程的試辦

計畫，醫學生於五、六年級臨床實習結束即

畢業，畢業後以第一年住院醫師的身份接受

第二階段的訓練，即畢業後的一般醫學訓練

（當時亦簡稱PGY訓練）。此試辦計畫在

進行數年之後，顯示學生接受六年的畢業前

教育，加上一年的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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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是可行的，學生的臨床訓練也因此更為紮

實。於此同時，國內的醫學教育學者、各醫

學院校的主管開始就國內醫學教育究應採用

七年制、還是美式的四加四之學制、或是六

加PGY的學制等議題進行研議，在經過相當

長一段時間的討論後，終於在2010年3月第49

次全國公私立醫學院校長會議中一致通過，

自102學年度起，全國醫學系全面一起改採六

年畢業，畢業後再加上PGY訓練之「新制醫

學系」。

為使新制醫學系學制能順利推動，各校

醫學系也紛紛成立六年制課程規劃小組。舉

例來說，臺大醫學系於2011年召集了人文通

識、基礎醫學、臨床醫學的老師代表以及學

生代表，開始研議規劃新的課程，經過多次

分組溝通討論後，對於各個階段的課程安排

均進行了新的規畫，例如：對於臨床學習的

部份均認同將目前七年級由直接照顧病人中

學習的hands-on臨床實習精神，納入五、六

年級階段並確實貫徹實施，而部份七年級的

訓練內容則移到畢業後之PGY訓練時段去完

成。於此課程改革規劃的過程中，臺大醫學

院也更加強調醫學人文、專業素養的培育，

並建立本土的專業素養架構，努力於各種

潛藏課程（hidden curriculum）的規畫與設

置，期待醫學生除了在正式課程中學習人文

關懷與專業素養外，也可受到潛移默化的影

響，培育成為良醫。而新制中，有關人文素

養（醫學人文）的課程則規劃由原來主要集

中在一、二年級改為由一年級縱貫至六年級

均有安排，使同學即使進入基礎臨床整合課

程或在臨床實習時，仍能持續受到醫學人文

素養相關的薰陶，持續儘量安排一些hidden 

curriculum，以使日後培育出來的醫學生不是

只重視醫學專業知識、專業技能的畢業生，

而是專業與人文並重，並且懂得病人身心靈

均衡照顧的良醫。此外，近年來臺大醫學院

也加強了跨領域團隊照護的訓練，於學生畢

業前即安排在小組討論課程中，由不同學系

的同學參與在同一個小組中進行討論，暸解

其他專業人員的專才、技能與看法，為日後

畢業後團隊合作照護病人奠定基礎。

新制醫學系的臨床課程與PGY訓練內

容的規劃，持續在全國公私立醫學校院長會

傳統醫學系學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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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下所成立的「新制醫學系工作小組」進行

規劃，此工作小組是由全國12所醫學院之醫

學系主任職級以上代表所組成，定期召開相

關會議討論，並定期在全國公私立醫學校院

長會議裡報告。近年來最受各校醫學系師生

以及教學醫院關心的新制醫學系PGY的訓練

期程與架構，在經過多次討論之後，終於在

103年10月第58次全國公私立醫學校院院長會

議通過：新制醫學系PGY訓練期程為兩年，

且第二年原則上以分組的方式規劃。並建請

衛生福利部納入規劃政策時之參考，而衛生

福利部於104年初亦正式確立未來的6+2之制

度。新制醫學系的課程及訓練架構在各校代

表多次的討論下已更趨成熟。臨床課程的部

份，未來五、六年級的醫學系學生，由於其

身份為學生，所有的學習（hands-on、primary 

care）均是在監督下（supervised）進行，教

學醫院不應將五、六年級醫學生當作人力，

亦無需給付任何薪津，並且仍需安排適量的

夜間學習與overnight學習；此一部份的變革

與七年制醫學系臨床實習有明顯的不同。另

一方面，在現今醫學生及年輕住院醫師要求

重視其合理訓練時間（不可安排過長的工作

時間）之氛圍下，為確保實習醫學生的身心

健康與病人安全之考量，教育部制定及發布

「大學院校辦理醫學生臨床實習實施原則」

供各大學院校辦理醫學生臨床實習之參考依

據，以提高相關規範之層級，同時強化其約

束力及建立學生申訴管道，以確保新制醫學

系課程醫學生實習權益。

新學制（6+PGY制度）的醫學教育與

訓練是否可以比原來的七年制更好，是否可

以培養出更具人文關懷、更有全人醫療照護

能力的良醫，將會是醫學教育界、醫界，甚

至全民非常關注的大事，各醫學校院在醫學

校院長會議之下，成立一個由臺大醫學院領

軍的新制醫學系工作小組正以戒慎惶恐的心

情，小心翼翼的聚集教考用部會與醫學教育

專家共同努力規劃，力求可以朝理想的目標

邁進！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81年畢業，現任母院

院長）

新制醫學系學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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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系醫學教育之特色與發展
─從基本功到開刀

醫
療科技突飛猛進，加上醫療環境越來越

複雜，外科系必然要面臨無可避免的變

革。洞燭先機，自主啟動變革，或許有些不

安，但其結果必然是愉快的；面對環境開始

改變而不得不因應變遷、開啟變革，過程雖

然有些痛苦，畢竟還可以接受；如若等到大

環境已經改變，不得不適應，再思考變革，

結果必然抱怨多於期待、反抗多於接受！

外科系的醫療特色

外科系多以治療取向，非常重視團隊合

作，也相當倚重儀器，由於術後併發症的問

題比較多，無論術前準備，或術後照顧，也

都是重點。

外科系醫療的演進

四、五百年前的外科系醫療，開始於

理髮師幫人處理簡單的皮膚問題，如刮瘡、

除膿等。理髮師代理外科系醫療行為有一段

相當長的時間，直到1743年，法國路易十五

宣佈「理髮師除了拔牙外，不得施行任何外

科醫療行為」才告終。而1745年，英國喬治

二世通過法案，才讓美髮設計師與外科醫師

正式分家，各自形成兩個截然不同的專業領

域。

約至 1 8 5 0

年，外科系醫療

行為，開始進行

多項切開與縫合

手術。1920年之

後，由於麻醉技

術的發展，許多

外科醫師開始開

大刀。1987年至

1990年間，醫療

技術突破，微創手術、機器手臂手術陸續問

世，透過光纖技術，外科系醫療有了長足的

發展。2000年之後，雷射刀、電腦刀、奈米

刀等技術逐漸成熟，介入性手術也有了潛在

性地發展。現在的外科系醫療，已經不僅是

拿手術刀割開、縫合這麼簡單。

外科系醫療的變革

以前的外科系醫療猶如「庖丁解牛」，

外科醫師要親自操刀、切開、解剖；現在則

常是「以管窺天」，透過內視鏡開刀，直接

看到身體裡面，間接操作儀器手術；而機器

手臂手術的發展，更可以遙控手術，醫療團

隊成員囊括了麻醉、護理、醫工及儀器等各

方面。

口述／賴鴻緒、專訪／張棠紅

賴鴻緒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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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的微創手術大大改變了傳統的解

剖觀點，透過內視鏡、機器手臂等儀器的幫

助，外科醫師可以直接在人體內執行手術，

不需要像以前的醫師要切開、拉開皮膚後才

看得到人體裡面的臟器、血管……，不僅減

少手術時的出血量，也降低病人的疼痛感、

可減少住院日，更增進了傷口的美觀性。當

然，連帶也影響到外科系醫學的學習方式。

外科系醫學教育的特色

過去的外科系醫學教育相當重視知識、

經驗、傳承，透過所謂的師徒制，一領一，

在工作中學習、累積經驗，手術的基本功很

重要，但每個醫師所能獲得的知識與經驗傳

承是有限的。

現在的外科系醫學教育，開啟了團隊

經驗的傳承，舉凡術前準備、術後照護、

手術方法、併發症處理、開刀執行及病患照

顧等，都可由團隊傳承經驗，達到經驗與知

識傳承的目標。從基礎的外科技巧訓練（知

易行難），進階到ICU生命照護訓練（知行

合一），再進階到各次專科訓練（知難行

易），逐步、有計畫性地培養出一位完全的

外科醫師。

然而，外科醫師專業訓練多，且壓力

大、工時長，對專業的外科醫師來說，是很

沉重的負擔。國外經驗，外科醫師之養成，

也必須歷經漫長教育訓練，但每日工時較為

合理化（參見表1）。反觀台灣，外科系醫師

的教學訓練時間很緊湊，且每日工時漫長又

沉重（參見表2）。在台灣，一名消化外科專

科醫師要接受6年住院醫師的訓練課程、大腸

直腸外科6年、小兒外科7年、心臟外科5年、

胸腔外科5年、神經外科6年、整形外科6年，

若加上研修醫師則耗時更長。

外科系醫學教育的發展

目前，外科系醫學教育的發展，已經

從傳統一對一的師徒制，進入團隊經驗傳

承的階段，透過大型動物實驗（例如豬、狗

等），讓學生親自動手操作，可以直接看

到、看清、看懂組織、構造，有助於經驗的

累積；其次，讓學生親自模擬手術操作儀，

熟悉各種醫療儀器，也有助於未來在臨床上

的應用。

外科系醫學教育的發展困境

外科系醫學教育訓練時間長，體力耗費

大，對有志從事醫療的學生來說，常是望之

卻步的高門檻。綜觀臺大醫院歷年招收外科

住院醫師的人數，從2010年的16人，減少了

到2011年的8人，甚至2012年時僅有5人、2013

年僅6人，可見工作辛苦、時間長、壓力大、

體力負擔沉重，對招收外科系醫師來說是很

大的阻礙。

近年來，願意走入外科系的醫師越來越

少。台灣目前執業中的外科專科醫師，多已

經年屆41歲以上，因此迫切需要新血輪的加

入。然而，台灣外科住院醫師的招收狀況，

94年度時還能招收到220名外科住院醫師，但

到了102年度，卻只招收到152名外科醫師，

人數減少相當明顯。令人不免要擔心台灣外

科系的未來，是否真的會面臨沒有人願意擔

任外科醫師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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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台灣勞動部2015年4月20日提出之

「台灣職業Top 10薪資排名」中，「醫師」在

2003年時名列第二名，到了2013年卻掉到第

七名（參見圖2）。為什麼在短短十年間會有

如此大的改變？原因之一可能是不合理的健

保制度使然。加上近年來，國內醫療糾紛頻

起，民眾動不動就將醫生告上法院，也讓不

少青年學子對外科系打了退堂鼓。工作壓力

大、工時長、薪資卻不見得理想……，種種

原因，都讓「外科系醫師」的魅力不再，也

造成青黃不接的隱憂。

外科系醫學教育的變革與進展

外科系醫師非常忙錄，不僅要開刀、照

護病人，工作之餘，還必須進行研究、撰寫

論文，才能繼續向上升遷。工時長、生活品

表1：各國外科醫師的訓練計劃

法國、瑞典 5～6年 
德國、義大利、日本 6年 
美國 6～7年

＊實驗外科   1～3年（PhD） 
英國＊ 基礎訓練 1-2年 

一般外科 3年
次專科 4～5年 

8～10年      ＊工時 每週40小時

表2：台灣外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

訓練年 訓練項目（課程） 訓練時間

R1 一般醫學 3個月 
一般外科 3個月

全人醫療：一般外、大腸直腸外、小兒外、心外、胸外、神外、

　　　　　整外 
6個月 

R2 A類：一般外、大腸直腸外、小兒外

B類：胸外、心外、神外、整外 
C類：加護、外傷 

（1）A4+B5+C3
（2）A5+B4+C3
（3）A4+B4+C4
（4）A5+B5+C2 

R3, R4 次專科訓練 24個月 
R1~R4 基礎醫學應包括：1. 基礎醫學、2. 急重症醫學、3. 現代新科技、

　　　　　　　　4. 醫學倫理、醫療品質、法規等 
至少16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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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較差，也造成了招募外科系醫師真的不容

易的主因。

為了改變此一困境，臺大醫院著手改

革，提供更多專科護理師（NP）、開刀房醫

師助理（PA）協助，合理化薪資，並且建立

醫糾處理機制、提供完善升等制度。具體的

做法如下：

1. 減少外科醫師工作時數，增進自我學習的

品質。

2. 改善外科醫師工作環境。

3. 增加病房NP。

4. 增加開刀房PA。

5. 增加ICU專責VS。

6. 提供論文發表指導。

7. 增加薪資。

經過努力，2014年、2015年連續兩年，

臺大外科住院醫師的招收人數有了明顯的增

加，2014有16人、2015年則有19人，外科手

術的總數也隨之增加。

未來，我們需要的，是對於擔任外科

系醫師一職，懷抱熱情、會自主學習、認真

負責的學生加入外科系醫療團隊。其實，外

科醫師真的是個很棒的工作―身懷絕技，擁

有專業的工作團隊，彼此間有如家人般的互

動，而且，每天面對人生百態與各種疑難雜

症等故事，工作上有很大的成就感，人生有

趣、工作滿意！

招募外科醫師，就從用心教學開始！

（賴鴻緒係母校醫學系1978年畢業，現任附

設醫院外科部主任；張棠紅係本會專訪人

員）

圖2：台灣職業Top 10的薪資排名

（資料來源：台灣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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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轉銀髮族憂思：談老人自殺防治

文／吳佳儀

「台
北市京站12樓王姓住戶（83歲）

下午 2點多時從住家往花台跳

下，陳屍8樓，當場死亡。據了解，王老先

生為憂鬱症所苦，不久前也曾企圖自殺，但

被家人勸下；今天他趁著家人不在，再度尋

短。（聯合報，2015/2/2）」每每看到媒體

報導與老年人有關的自殺新聞，總令我感到

心酸，同時也心繫媒體報導可能導致的模仿

效應，會為老人族群及社會整體帶來多少後

續影響。自殺已是全球高度重視的公共衛生

議題，它可能發生在各個角落，包括醫院、

職場、學校、監獄或其他社區的各個場域及

生命階段。老年族群往往是各國自殺率最高

的一群，根據衛生福利部所公布的自殺死亡

統計資料，我國老年族群（65歲以上）自殺

死亡的人數從408人（1995年）上升至835人

（2012年），自殺死亡率每10萬人口25人，

上升到33人，為全國自殺死亡率之2倍。因

此，相較於其他年齡群，老年自殺防治是最

具挑戰的一環。本文探討老年族群的自殺風

險因子以及目前的自殺防治策略，期盼更多

人能對此議題有更正確的認識，翻轉自殺迷

思，進而扮演珍愛生命守門人的角色，以關

懷周遭需要幫助的老年人，守住此族群免於

自殺的重大威脅。

世界衛生組織於2000年時針對媒體新聞

報導自殺事件，提出「六不六要」原則，期

待媒體報導時能夠秉持精確、負責與倫理三

大基本原則。其宗旨在於期盼藉由媒體的力

量，共同降低導致自殺的危險因素（如自殺

細節之報導、自殺歸因單一化如久病厭世、

刻版印象解讀等），避免大眾產生偏見或誤

解。以這則報導為例，雖然記者未將老人的

自殺行為做錯誤的歸因，僅描述其跳樓的經

過並提及其曾經有過自殺企圖與其憂鬱症病

史，然而自殺（或自殺企圖）是多重因素導

致的結果，廣泛受到社會、經濟、文化、生

理、心理、醫療與家庭甚至氣候等因素影

響，報導中宜同時強調自殺者具有多重導因

及事先發出警訊（或求助）的特性，近年媒

體多會於報導中加註求助專線及鼓勵求助之

訊息，亦有助於端正視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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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大眾須了解一個事實―那就是處在

自殺風險下的老年人，多半是遭遇多重身心

壓力源（如喪偶、慢性病、長期健康問題或

其他重大失落等），致其產生憂鬱、哀傷、

絕望等負面想法，甚至產生自殺意念。筆者

針對教學醫院中老年病患進行的心理健康調

查發現：老年人往往因為身體疾病合併憂

鬱症狀而產生自殺意念，在家人或醫護人員

不知道如何評估自殺意念及危險因子的情況

下，很可能會忽略篩檢與深入了解其憂鬱症

狀或自殺風險的重要性。在美國，運用簡短

有效的工具進行自殺風險篩檢與評估，已是

臨床（特別是急診）的建議做法。目前國內

已本土化的篩檢工具中，心情溫度計與悲傷

的人即屬於適合用於篩檢個案心理健康與自

殺風險的工具，其中，心情溫度計已發展成

手機方便下載的App版本（詳備註），便於民

眾隨時隨地偵測自我情緒與心理健康變化，

並提供守門人自我檢測或關懷他人身心狀況

時使用。

此外，民眾常受自殺迷思的影響，將

自殺列為禁忌話題，或認為想自殺的人不會

真正去做、沒人可真正幫助想死的人，正確

的觀念是―當深受自殺想法所苦的人，若能

得到周遭人的扶持與幫助，積極聆聽、關心

其所處逆境、自殺想法、動機或心理困擾所

在，很可能發現老人的關鍵問題，進而協助

轉介合適醫療處置。目前國際間對於自殺防

治的策略，首重三段五級全面防範與守門人

訓練（Gatekeeper Training），我國自殺防

治策略，符合當代世界自殺學思潮，主要

分為三個主要層面擬定方案，分別為全面

性（Universal strategy）、選擇性（Selective 

strategy）與指標性（Indicated strategy）策

略。

全面性自殺防治策略乃針對全體民眾，

以導正媒體報導、減少致命物品可近性、降

低自殺與精神疾病之社會污名化程度、自

殺概況與相關資訊的有效監測等方式達到

目標；選擇性自殺防治策略以高風險群為對

象，以守門人工作推廣為核心方法，進行憂

鬱症共同照護體系之推行、精神疾病的早期

診斷與有效處置；指標性自殺防治策略則主

要在於追蹤關懷自殺企圖者，強化偏遠地區

之緊急救護能力，以及自殺相關個案管理，

以期給予自殺企圖者有效的身心醫療及社會

介入措施，防止其再度試圖自殺。這些策略

需要透過跨部會溝通合作以及民眾對自殺的

去污名化，達到自殺防治的結果。

此外，一些與自殺有關的危險因子與保

護因子也是守門人必要了解的資訊，自殺的

危險因子可分為遠端因子以及近端因子。其

中遠端因子包括遺傳因素、性格特質、胎兒

及周產期因素、早年創傷經驗，以及神經生

物學失調等；近端因子包括心理社會危機、

精神科疾患、身體疾患、致命工具可得性、

以及模仿效應等；過去文獻亦指出：曾經有

過自殺企圖之個案，日後自殺身亡之標準化

死亡比（Standardized Mortality Ratio, SMR）

為40倍，其數字高於重度憂鬱症（自殺死亡

之SMR=20），因此，一個人過去曾有過自殺

企圖或自傷行為，是目前已知導致自殺身亡

的危險因子中最顯著的一個。若周遭人曾經

有過自傷或自殺行為，又遭逢重大壓力源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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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之危險因子，宜提高敏感度注意是否有

任何自殺警訊或求助訊息，以利介入及時、

合適的幫助。

有關自殺行為的成因至今仍是一個有

待研究的議題，老年人因常合併生理疾病

與腦部器質性問題，加上複雜的社會心理因

素或精神疾病之影響，造成處置上的困難；

然而，早期發現問題、早期就醫，均有助於

及早介入合適的治療，進而扭轉老人長期或

潛在的自殺風險。本文期待能拋磚引玉，使

更多校友賢達得以發揮珍愛生命守門人的精

神，多一分關懷的力量、多挽救一個不必要

逝去的生命，以減少憾事發生。

備註：心情溫度計App下載

[iOS]  

[Android]  

（作者係母校護理學系1997年畢業，現任母

校護理學系助理教授、台灣自殺防治學會理

事兼任全國自殺防治中心副執行長）

臺灣大學醫學院 生理學研究所 誠徵教師1名

一、應徵資格：

1. 具有生物醫學領域相關博士學位，且具有前述學位後一年以上研究資歷（至起聘日期止）
2. 具備心臟生理學教學能力
3. 具獨立研究能力及教學與服務熱忱

二、檢具資料（紙本乙份或電子檔）：

1. 個人履歷
2. 二封以上推薦函（請推薦人逕送本甄選委員會）
3. 學經歷證件影本
4. 著作目錄及五年內代表著作（至多三篇）
5. 未來教學及研究計劃書
6. 其他有助於瞭解申請者之資料

三、起聘日期：民國105年8月1日

四、截止日期：民國104年12月15日下午5時前（資料寄達日期）

五、聯絡地址：台北市仁愛路一段1號10樓
　　　　　臺大醫學院

　　　　　生理學研究所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收

　　　　　電話：886-2-23562216
　　　　　傳真：886-2-23964350
　　　　　E-mail：fclee@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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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屆東亞護理學者論壇
國際研討會回顧

東
亞護理學者論壇（East Asian Forum 

of Nursing Scholars - EAFONS）是一

個以護理博士教育為主軸的國際學術組織，

於1997年由香港理工大學護理與健康學系系

主任Ida Martinson教授發起，會員國成員包

含日本、韓國、臺灣、香港、菲律賓、泰國

及新加坡。其成立之理念與宗旨在於結合亞

洲地區幾個設有護理博士班的國家，希望藉

由學術資源共享、知識經驗交流，並透過國

際間相互支援、共同合作的方式進行整合性

研究，俾使各國之護理博士教育品質更臻卓

越、邁向巔峰。

2015年第18屆EAFONS，由國立臺灣

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暨研究所主辦，財團法

人道真護理教育研究基金會、高雄醫學大學

護理學系、國立陽明大學護理學院、國立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學院、臺北醫學大學

護理學院共同協辦。此次EAFONS之主題為

「整合人文科學之護理博士教育（Integrating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in Doctoral Nursing 

Education）」，此次大會共有15國共襄盛

舉、708人參加，其中包含國內231位及國外

477位與會者。除此之外，會議現場並有口頭

報告68篇和海報416篇展示。

會議日期為2月5日至6日在臺大醫院國

際會議廳揭幕，由與會貴賓依序致詞，包括

文／史天音、林艷君、賴裕和

開幕式會員國合照 閉幕式工作團隊合照



醫學論壇

2015年6月‧第32卷第6期 17

臺灣大學楊泮池校長、臺大醫學院張上淳院

長、EAFONS現任召集人―新加坡大學護理

學系Dr. Cheng、此次EAFONS大會主席―臺

大黃璉華教授，臺大護理學系主任賴裕和，

以及道真護理教育研究基金會董事長余玉眉

教授揭開序幕。第一天主題演講特別邀請

來自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的講座教授Prof. Jean 

Watson，演講主題為「Unitary Caring Science 

as Disciplinary Foundation for Doctoral Studies: 

A Scientific-Humanitarian Paradigm」。Waston

教授因發展關懷照護理念而舉世聞名，護理

專業人員藉此核心理念可改善及促進全體人

類的健康。此理論因體現了對人生命與身心

健康的關愛，進而被用於指導臨床護理實踐

及護理教育上。接下來由六位來自不同國家

的護理學者探討「Integrated caring concepts in 

nursing doctoral program」的主題。每個國家

因為文化的不同，在不同場域表現出來的照

護行為與教育方式也不同，充分表現了護理

藝術與多元的一面。

下午在博士班圓桌會議之後便分成五間

討論室由與會者各自進行不同主題的口頭報

告，包含：健康照護研究的統合分析、災難

護理、慢性病護理、老年護理、社區護理、

成人護理、婦女健康等九場報告。海報展示

的部分則分為上下午兩場於海報展示區中供

所有與會者閱覽。當天晚上，主辦單位也盡

心安排晚宴招待所有與會者，席間除了樂團

表演，更有各會員國代表演出舞蹈、摺紙表

演或帶動唱等，整場氣氛熱鬧有趣，大家也

對臺灣的熱情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二天上午來自英國的Roger Watson 

教授演講主題為「G l o b a l  I s s u e s  F a c i n g 

Nursing」。教授提出幾個未來護理專業所

需面對的全球化議題，包含：護理工作人力

老化、外來護理人力移入、弱化的護理形

象、護理成本效益呈現、基因體對護理的影

響、災難護理及全球氣候變化。面對這些議

題，護理界應該提早準備以因應這些挑戰。

接下來座談會的主題為「Excellent Nursing 

Edu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及「Dissemination 

Jean Watson 教授演講 Roger Watson 教授演講



醫學論壇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18

of Knowledge through Publication」，由四位學

者分別提出他們如何進行國際合作的經驗，

大大鼓舞了在座的研究者，也開啟了更多未

來合作的平台。下午同樣分成五間討論室由

與會者進行不同主題的口頭報告，如：護理

教育、精神護理、癌症護理、傷口護理、護

理管理、研究方法論等主題。而海報展示的

部分也同樣分為上下午展示及討論。

兩天的論壇會議，在與會者熱烈的參與

討論之後圓滿畫下句點。非常感謝臺大護理

學系所有參與的師生，還有財團法人道真護

理教育研究基金會提供的幫忙，各國對於會

議的內容與進行中各項細節的安排都非常肯

定。許多參與的學者與博士班學生皆表示收

穫很豐富，對未來即將開始的研究合作也有

更多的信心。相信這樣每年的交流將可讓護

理博士教育更上層樓！

（作者史天音係母校護理學系2011年畢業，曾

任母校護理學系幹事。作者林艷君係母校護

理學系1989年畢業，現任母校護理學系助理

教授。作者賴裕和係母校護理學系1984年畢

業，現任母校護理學系教授兼系所主任）

與會人員

18th EAFONS會場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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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style Redesign®

於美國南加大發展現況

二
十一世紀有越來越多研究顯示，生活型

態是預防疾病最重要的因子，世界衛生

組織（WHO）指出，現代人由於抽菸、不健

康的飲食、體能活動不足和有害性飲酒……

等不當生活方式，而導致慢性病在全球人口

中占相當大的比例，每年約有3,600萬人因慢

性病致死。而在臺灣，根據衛生福利部2014

年8月公告之2013年國人前十大死因：（1）

惡性腫瘤、（2）心臟疾病、（3）腦血管疾

病、（4）糖尿病、（5）肺炎、（6）事故傷

害、（7）慢性下呼吸道疾病、（8）高血壓

性疾病、（9）慢性肝病及肝硬化、（10）腎

炎、腎病症候群及腎病變，其中被稱為「生

活型態病」的慢性病就占了七項。而職能治

療專業一環的「生活型態調適」（圖1），近

年逐漸成為臨床發展重心之一，凸顯職能治

療師在慢性病防治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著重生活型態與健康促進的一系列研究

在1997年於美國南加州大

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USC）展開序

曲，Florence Clark博士及

其團隊發表的隨機分派研

究（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RCT）Well Elderly 

Study 1，將361位平均74.4歲、居住在洛杉磯

市中心、領有聯邦補助、可獨立生活的老年

人隨機分配到職能治療、社交團體及對照組

中。在以個案為中心的職能治療組中，其9個

月的介入期間含每週兩個小時團體治療與每

個月一個小時個別治療，以治療性活動來促

進參與者自覺日常職能活動和健康的關係，

並建立促進健康和有意義的生活習慣；社交

團體維持與職能治療組相同的介入頻率，但

僅有互動性質的團體活動，對照組則完全不

介入，僅有後續追蹤。9個月後，職能治療組

在自覺健康狀態、生理和社會功能、生活品

質有明顯進展，對照組則傾向逐漸退化。而

在介入之後6個月內的後續追蹤期，職能治療

文／江婕瑋

江婕瑋近照

1

生活型態再設計是健康產業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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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仍然維持了90%的治療成效，醫療花費也

明顯較低，職能治療組平均花費967美金∕

人，社交團體平均花費1,726美金∕人，對照

組平均花費2,593美金∕人。由於成效顯著又

富有指標性，於2005年，南加大將此生活型

態導向的職能治療服務申請為商標Lifestyle 

Redesign®，可供全球職能治療師調整服務名

稱後引用，但未經授權不能使用其Lifestyle 

Redesign®商標。

其後2011年發佈之Well Elderly Study 2，

同1997年的Well Elderly Study 1一樣是RCT的

研究設計，但僅將參與者分為職能治療組和

對照組，且自更廣大的洛杉磯都會區募集高

達460位參與者，年齡分布自60歲至95歲（平

均年齡74.9±7.7歲），性別比例平均。經過9

個月的Lifestyle Redesign®介入後，職能治療組

有明顯的身體疼痛及憂鬱症狀減緩，活力、

社會功能、心理健康、綜合心理功能、生活

滿意度增加，且每個生活品質調整後存活人

年（Quality Adjusted Life Year, QALY）（除延

長生命之成本外，同時計算所延長生命之生

活品質）僅41,218美金。

無論是1997年的Well Elderly Study 1

還是2011年的Wel l  E lde r ly  S tudy  2，其

職能治療組（圖 2 ）的介入方案中，均

以教學簡報（Didac t i c  P resen ta t ion）、

同儕分享（P e e r  E x c h a n g e）、直接體驗

（Direct Experience）、個人探索（Personal 

Exploration）等多元途徑，協助參與者探討

健康和生活各個領域的關係，包含：（1）簡

介職能活動的力量（Introduction to the Power 

of Occupations）、（2）老化、健康及職能

（Aging, Health, and Occupation）、（3）交

通（Transportation）、（4）安全（Safety）、

（5）社交關係（Social Relationships）、

（6）文化意識（Cultural  Awareness）、

（7）經濟（Finances）、（8）綜合總結

（Integrative Summary）。介入過程中，老年

Well Elderly Study Program之介入模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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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選擇執行的職能活動」和「在職能活動

中所經驗到的意義」對介入成功與否有重要

的影響，計畫主持人Florence Clark博士更大膽

下了結論：「保持忙碌並不會讓個案比沒介

入更健康，但促進個案參與職能鍛鍊、甚至

增加個案能力的職能活動卻可以！」

在整合眾多醫學實證後，USC附設的

職能治療診所OT Faculty Practice以Lifestyle 

Redesign®服務為主，擴展其多樣化的服務

項目：戒菸、腫瘤、糖尿病、慢性頭痛、多

發性硬化症、體重管理、疼痛管理、心理健

康、基層醫療、生活教練、生活風險評估、

大學生生活安排、退伍軍人轉銜、泛自閉

症青年……。職能治療師參考跨理論模式

（The Transtheoretical Model）中的改變階

段（Stages of Change），運用動機式晤談法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與個案會談，

藉由自我探索和解決矛盾加強內在動機，支

持個案運用內在及外在資源找出解決方案，

用來促進個案評估及自覺生活型態對身心狀

態之影響，進一步改變其生活型態以習得自

主健康管理，療程尾聲均會協助個案自主立

定合理之短期目標（如：練習運用三明治法

則，在壓力源前後安排抒壓之興趣活動）及

長期目標（如：可於察覺到壓力源時，運用

多種職能活動自我調節），並每週當面或視

訊回診追蹤，修正並立定下週目標。職能治

療師可依個案需求，安排一週一次、每次

30-60分鐘的個別治療，或是為期十六週的

一週一次、每次60分鐘的團體治療，療程前

後都會有E-mail提醒下次治療時間。治療空

間（見下圖）在各個小細節都注重人性與舒

適，空間內採用間接照明、米色地毯及溫暖

的畫作營造溫馨感，治療師僅配戴名牌以供

識別，著襯衫、套裝等非白袍的正式服裝，

親切的問候讓個案像是回到家一樣。

以糖尿病生活型態調適團體為例，在為

期十六週的團體治療中，職能治療師會在療

程開始時以簡報分享當週主題，如：糖尿病

症狀與相關因子、飲食習慣、運動習慣、工

作生活平衡、壓力管理……並以討論和活動

帶動糖尿病患者對日常生活的覺察：個案可

能會在畫下自己一天生活作息的圓餅圖後，

忽然發現自己工作時數過長，因而需要在空

檔刻意安排休息和休閒時間，甚至替換工

作；觀察一週的飲食習慣後，發覺自己忙碌

時食量會隨著增大，需要練習替代的正向抒

壓行為，如：閱讀、洗澡、擁抱；檢視生活

時，發現進入職場後長年未曾運動，探究後

可能是因為住處沒有健身房，因而透過返家

時爬樓梯和看電視時騎室內腳踏車等較方便

USC OT Faculty Practice的內部

裝潢溫馨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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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來培養運動習慣…透過每週體驗職能

治療師精心設計過的治療活動，令個案體會

到「生活」與「健康」的連結，學習操練新

的生活習慣，並於隔週的團體中回饋進展與

挑戰，最終，與時俱進的生活型態改變將促

進個案有意識地經營身心健康。

Lifestyle Redesign®服務模式雖多元，但

因著重獲得健康促進的生活習慣和生活規律

的過程，對職能治療師而言，只要能掌握個

案的生活型態因子（如：時間管理、飲食習

慣、體能活動、壓力管理、放鬆及睡眠、有

意義的活動、社交關係、支持和社區、遊戲

與休閒、靈性、步調和能量節省、動機、角

色、態度和情緒、生活習慣和規律……），

以及對各疾病診斷的了解，積極和醫院各科

部與社區單位密切合作，即可開發相輔相成

的服務模式。在人口急遽老化、慢性病罹

患率增加的臺灣，走在預防疾病最前端的

Lifestyle Redesign®，或許是臺灣職能治療與健

康相關產業可以參考的發展方向。

（作者係母校職能治療學系2010年畢業，現

任財團法人自由空間教育基金會顧問）

母院內科莊立民教授榮獲第20屆中華

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傑出成就獎

護理學系張秀如副教授榮獲104年度國

際護師節慶祝大會績優護理人員

護理學系羅美芳副教授榮獲104年度國

際護師節聯合慶祝大會傑出護理人員

專業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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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報 童 的 回 憶

看
到地方報導有送報人在清晨被車撞傷的

新聞，不禁為傷者的遭遇感到憐憫不

捨。而這則送報人的新聞也不經意地喚起我

心中一個塵封許久的記憶…回憶起自己小時

候做送報生的經驗。

我相信大多從事送報的人或是為了賺

錢養家或賺取學費。我作送報生的背景原由

和多數人很不一樣。那是發生在1943年的日

本。那年我7歲，剛進久ケ原國小一年級。當

時家父黃金江博士在日本慈惠醫科大學小兒

科擔任講師。身為醫師且體態康健的家父，

看著我比同齡的日本學童都要瘦小，體能也

很差的我，他心中大概早已設想良久，希望

我可以好好的鍛鍊身體。只是，科務繁忙的

他，實在抽不出空檔來與我一同做健身運

動。就在此時，一個機會應運而生。

那年，太平洋戰爭進入第二年，日本

皇軍的戰線已經拉長到東南亞。日本舉國

上下積極徵兵以應付戰事，凡高中年齡的青

年全被徵召送作軍事訓練。瞬間，青年人從

社會的各階層消失，連報社的送報生也都被

徵調一空。某天晚上，家父參加鄰里的會議

回來，說，報社通知各訂戶，由於沒有送報

生可以派送報紙，請訂戶自行設法到報社領

取。我們這一鄰共有8戶，戶長們當下開會討

論解決的方案及分配工作。此時，家父靈機

一動，立即向大夥提議，由他和我先去報社

拿全部的報紙，然後再由我一家一家派送。

這個提議，鄰居們就鼓掌通過。這就樣，父

親囑咐我，從隔天開始我就是我們這一鄰的

送報生了。對這突如其來的差事，我也不知

道該做何反應，只能懵懵懂懂地接下了這任

務。

我們大家訂的都是朝日新聞，朝日新

聞分社位於池上的大街上。若以電車路線來

說，池上是我們住的千島町的鄰站，兩站相

距約1哩（1,500公尺）左右。送報生涯的第一

天，我清晨六點便起了個大早，穿戴完畢，

沒吃早餐，父親就帶著我以慢跑的方式朝目

的地出發前進。父親一直都是運動健將，在

醫預科求學時更參加了田徑校隊，是擅長中

長跑的運動員。父親身型修長，步伐穩健，

跑得不疾不徐，相當之優雅。而我跟在他後

面亂跑一通，毫無章法。大約跑了200公尺之

後，我就喘得上氣不接下氣了。父親知道我

的體能不足，也體諒我這個跑步的新手，便

放慢了腳步，領著我調整步伐配合呼吸，我

才得以支撐到目的地。到了報社，看到報紙

已經按照各鄰里的份數一堆一堆的分開放在

地上，我們拿了我們這鄰的那疊報紙之後，

便回頭開始往家的方向跑。到了家，父親叮

囑我把報紙送給每戶鄰居。

文／黃碩文



校友小品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24

我們這一鄰，鄰居住家分散的地理位

置，和鎮上大部分鄰里的情況不同。後者的

住戶都座落在鎮上平坦的地區上，而我們這

一鄰的8戶人家座落在不同小丘上，隔著大街

對望，還有一條小河流經此處。8戶人家，共

有5個橋。要去每一家都要先過橋，再上坡一

小段路才到門口。要派報到每一戶人家，就

需要這樣來來回回的上上下下，甚是辛苦。

領了父親的叮囑後，我洗了把臉就趕

緊上路送報去了。我們的鄰居，主人們年紀

都稍長，小孩子很少，大人們平常都是深居

簡出，甚少有機會跟他們見面交談。有幾戶

人家，我幾乎都不認識。送報的第一戶是橋

本家，在我敲門通報後，開門的是一位老先

生。第一天上工，我這個送報生傻楞的僵在

門口，舌頭像打了結般的不靈光。橋本先生

看到我手上挾著一推報紙，馬上笑容滿堆的

說：「啊！黃先生的公子。你帶報紙來了！

辛苦你了，多謝多謝。」第一次與鄰居接

觸，我覺得表現是差強人意。但橋本先生的

和善相待，讓我留下了一個好的體驗。第二

戶是福田家。這家很特別。他們有一個整理

得極是漂亮的通道，兩旁是修剪得非常整齊

的花草，很有大戶人家的派頭。我上前按了

門鈴後，女主人應門來了。福田夫人一身金

色的和服，非常大方。第一次看到女主人，

她的氣派穿著與打扮把我迷住，窘得忘了開

口。「啊！你是來送報的！謝謝你！」我趕

緊行了一個禮。這與鄰居接觸的第二次經

驗，讓我冒了一身冷汗。

第三家是高山家。他門家有兩位女兒，

大女兒已成年正在念大學，小女兒就讀中

學。這小女兒因患有腦麻痺，導致說話口齒

不清，肢體動作也無法正常。她因四肢不協

調，失控的情況下，常讓人誤以為她要打人

的。第一次送報來高山家，是高山家的女主

人應門的。高山夫人帶了副眼鏡，樣貌十分

和藹可親，這熟悉的親切感不禁讓我懷念起

幼稚園的佐佐木園長。不待說明，高山夫人

一看就知曉我的來意，再三道謝我的辛勞。

正要遞上報紙，那小女兒突然從高山夫人身

後衝了出來，想要接過報紙。但她不受控制

的右手猛然一摔、啪一聲、著實地打在我的

左臉頰上，熱熱燙燙的。雖然知道她並非有

心的，但無故被打了一巴掌，心裡氣憤難

消，眼巴巴地直瞪著她。因為這一巴掌實在

太過震撼，我也沒聽清楚高山夫人講了什

麼，也不記得是怎麼離開的。

接下來的二戶鄰居，一個是栗田家，

另一個已經忘了姓名了。這兩戶的男女主人

都是上班族，所以沒有人在家接應報紙，只

好把報紙塞在他們的信箱內了。住在我們家

左邊的鄰居是丹羽家。丹羽先先也是我們的

房東。在所有鄰居當中，就屬他跟我們最熟

了。丹羽家有一個與我同年的男孩，英治。

年紀相仿、我們自然而然的早就成為朋友。

當我送報到丹羽家，都是英治出來笑嘻嘻的

接報紙，說聲“辛苦了＂。

最後一戶鄰居，也是最特別，是來自德

國的Tetens家。他們家是在日本罕見的洋房，

屋前是一片修剪整齊的綠茵草地。他們家有

兩個年紀跟我差不多的小孩，一男一女，可

惜我們並不熟，平常不相往來。他們家的走

道旁有排大樹，樹上常棲息著許多奇形怪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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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甲蟲，是我狩獵昆蟲、蒐集標本最好的

地方了。令人敬而遠之的是，他們家養了一

隻非常威嚴的德國警犬，牠不僅體型大，牠

那警告意味濃厚的吼叫聲更是大得嚇人。頭

一天送報，按了門鈴後，很害怕這隻盡忠職

守的狼犬會向我衝出來。好在出來應門的是

Tetens先生。他一看到我就以一口流利的日

文，笑容滿面地對我說：「啊！黃先生的公

子。早安！你爸媽可好？以後報紙就請你留

在信箱內吧。謝了！」看著一個德國人講著

道地的日文，讓我又驚又喜，在他講話的同

時，我便趕緊把報紙遞上前去。就此一面之

緣，以後我就再也沒見過他了。（四年前我

回來日本故居探舊時，有位遠鄰告訴我，

Tetens先生仍健在，但老邁的他已經不識得人

了。）

當送報生的第一天，我生澀、笨手笨腳

的表現，覺得有必要告訴母親。她聽完就指

示我：（1）按完門鈴後，一定要退三步等候

門開啟。（2）看到屋主人，先道聲早安，並

行個禮。（3）報上你的姓名，並告訴主人：

送上報紙，請查收。（4）等對方回答並收

下報紙後，再行個禮，且說聲：失禮了。聽

了母親的指示，我才明白了原來送報也是一

門學問。母親話剛說完，轉身就往房裡去整

裝。我才剛拿起水杯喝了兩口水，母親便趕

緊拉著我出門拜訪鄰居。出門前，她說我還

沒正式和這些鄰居見過面，她應該正式把我

介紹給他們認識才是。於是我們一家一家的

去拜訪，母親對鄰居說的最後幾句話總是，

「家兒初次做事，禮貌不周，尚請見諒！云

云」。這是我初次領悟到日本人對禮節之講

究，還真是寧多勿缺！“失禮了＂這句話應

當做為口頭禪，時常掛嘴邊才好。只是每次

見到高山家的小女兒時，只要想到她送的那

一巴掌，我內心怒氣久久不能釋懷。一笑！

大約二個月過去了，父親認為我可以獨

挑大樑，就不再陪我去池上報社，放手讓我

自己單挑去探險了。獨自上路的頭幾次，沒

了父親的陪伴，自己一個人抱著報紙慢跑總

是覺得怪怪的。尤其是遇到路上不認識、年

紀相仿的孩子們向我投來的那種異樣的眼光

時總是讓我的心裡直發毛。久而久之，這種

不安全感就不再困擾我了。我上小學一年級

後不久，受到級任老師宮田先生的賞識，指

定做為級長。我的制服左臂上繡有綠色的級

長櫻花徽章。那些小孩們注意到我的級長徽

章後，就不再對我投以敵視的眼光。

送報一陣子，和鄰居們多多認識後，也

收到第一份意外的禮物。有一天，照例來到

橋本家，但是今天的橋本家與往常不一樣。

按門鈴後，在屋外等了許久，門終於開了。

橋本夫人穿著黑色和服，臉上沒有以往的笑

容，不尋常的氣氛讓我感到疑惑和納悶。在

奉上報紙後，夫人要我稍等一下。不久，夫

人向著我走回來，手上拿了一個小紙匣。夫

人屈膝，徐緩、優雅地跪在門前，將她雙手

上捧著的紙匣交給了我，說：「我的先生久

病，昨晚走了。他要我把這個匣子給你，希

望你會用到它。」夫人的這一番話，聽在我

心裡除了“驚＂之外，沒別的字可以用來形

容我當下的心情。這突如其來的消息不只震

撼了我的心，也僵硬了我的身體，霎時真不

知如何是好。突然想起母親的叮囑，我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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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恭敬地行了個禮，說：「非常謝謝您」。

說完，我轉頭就跑了。

回到家後，馬上向母親報告發生了什麼

事。母親打開了橋本夫人交給我的紙匣，裡

面是一個金製的切紙刀。母親說：「這個是

橋本先生的遺物，要送給你的。日語叫“形

見＂（Katami）。」語畢，母親馬上換上正

裝，帶我往橋本家去。「我兒子年幼不懂禮

節，很抱歉！」我跟著母親深深地行了個

禮。母親知悉怎麼說向喪家致哀的體面話，

每說兩句就陪上90度深鞠躬的大禮。離開

前，橋本夫人對著我說：「先夫很喜歡你。

他每天都期待著你的叫喊聲，等著你送來的

報紙。希望那個小禮物對你有用處。」臨走

前，我們向橋本夫人再深鞠躬行禮幾次，請

她節哀保重，這才轉身回家。母親說，橋本

先生是位文學家，也是大學的教授，很有學

問、令人景仰。之後，好幾次我無意識地凝

視著那個金紙刀，直到發呆出神之時，腦際

上總浮現橋本先生的和藹笑容，久久不退

去。

另一個出乎意料的禮物是來自福田家。

每次來到福田家，印象中福田夫人總是著

上金色和服，舉止大方端莊，令人油然起

敬。送報來這兒也幾個月了。有天早上，待

我呈上報紙後，夫人突然叫我等一下就進屋

去了。不一會，夫人雙手捧著十幾本書回來

了。她說她的小孩都大了，這些書是他們留

下的，就送給我。這段記憶特別清晰，還記

得我向福田夫人行了大禮，並謝謝她。在回

家途中，忍不住好奇心的唆使，便一路翻著

手中的書，迫不及待的想知道都是哪些書。

哇！這都是一些童話書，其中最令我驚喜

的、也是我一直都很喜歡的連環漫畫―野良

黑（Norakuro）從軍記（故事描述一隻黑狗在

白狗陸軍軍營中從二等兵開始往上升軍階的

經過）。每一集都代表黑狗在不同軍階的生

活，循序漸進，非常有趣。在那時代野良黑

連環漫畫可以說是男生的最愛。但是漫畫集

很貴，我們當時都是耐心等著借來看，很少

人是擁有全集的。福田家給了我從二等兵到

上將的全集。當母親得知後，少不了帶我去

向福田夫人致謝。很久以後，我得知福田家

是日本的望族，有人當了內閣大臣。

可惜那是烽火戰亂的年代，戰線逐漸逼

近日本本土，學校也因空襲的頻繁而停課。

居住在東京市附近的居民，開始被疏散到鄉

下避難。我家也不例外，全家匆忙地搬到

木縣的金崎。這是個鄉下地方。因為是在逃

難，只能收拾簡單的行囊。書本實在是太重

了，無法帶走，只好含淚拋下我辛苦蒐集建

立的小書庫，痛心地離開了千鳥町。（說是

書庫，其實就是一個小書櫃，但對一個小孩

來說，那可是一個私人圖書館啊！更何況，

還有很多書我都還沒來得及看完呢！）接近

戰爭末期了，空襲也平息了許多，有一天趁

著周末，我哀求當時是醫學生的四叔，帶

我回家查看我那些不得已被拋下的書。一到

家，發現屋裡的東西少了十之八九。我抬頭

問四叔，我的書呢？只見他雙手一攤、嘆了

口氣：「鄰長和消防人員來搜屋。凡是易燃

品，統統都要淨空燒掉。可惜，你的書已全

成灰燼了！」聽了四叔的話，滿懷的遺憾與

不捨，使我情緒失控、不由自主地放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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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這突來之舉可把四叔嚇壞了，趕緊勸慰

我說：「戰爭就是這樣無情！能逃命是算好

的了！」

雖然當了送報童一職也才一年多，回

想起來，我的收穫還真不少。這個偶然的機

會，讓我親身經歷也幫我學習待人接物的道

理，我身體也強健多了！自此之後，我變得

很喜愛各種運動。但是那些小書櫃上未讀完

的書，至今我仍還懷念不已。那失落的心情

就好像嚐到那句坎在連載漫畫最後一頁上的

“未完待續＂的期待。還真夢想看到小狗野

良黑升上大將時的那神氣模樣呢！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2年畢業，現任佛羅里

達大學過敏科榮譽教授）

臺大醫學院內科誠徵
血液專科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一名

一、資格：1. 國內外醫學系畢業、領有中華民國醫師證書。
　　　2. 具內科專科醫師及血液腫瘤次專科專長。
　　　3. 具副教授以上之資格。

二、檢具書面文件資料：

1. 個人履歷表（包括過去教學、研究）七份。
2. 個人學經歷證書、醫師證書、內科專科及血液次專科證書影本七份。
3. 所有論文著作目錄七份。
4. 2011年2月起迄今代表性著作（最多4篇）之抽印本或影本七份。
5. 2011年2月起迄今所有論文I.F.及相關領域排名，並挑選其中12篇（以內）之論文註明其被
引用之次數，七份。表格請至臺大醫學院人事組網站（網址：http://www.mc.ntu.edu.tw/staff/person/）常用

表格中下載。

6. 教學、研究計畫書一式七份。
7. 申請者曾經合作之學術單位之合作對象名稱、合作主題、及其連絡方式（如：電話、

e-mail等）七份。
8. 申請者曾經指導學生姓名、指導主題名稱等七份。
9. 申請者目前任職單位之個人教學及服務評鑑資料七份。

10. 二封國內外相關學門教授（或研究員）之推薦函，逕送內科主任室或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
ymhung@ntu.edu.tw信箱。

三、收件送達截止日期：2015年08月17日（星期一）下午4時之前以書面資料送達臺大醫院內科
主任室。

四、聯絡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七號臺大醫院臨床研究大樓十四樓內科部主任室

『內科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收

五、聯絡電話：02-23123456轉65022洪小姐
傳真電話：02-23934176
e-mail:ymhung@ntu.edu.tw



校友小品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28

臺大醫院幼稚園的誕生
文／周照芳

臺
大醫院護理部多年來，有鑑於護理同

仁，常在婚後有了小孩，不久就要離

職，因為小孩找不到合適的人照顧。勉強

能找到人幫忙照顧的，到了上幼稚園，因為

沒有安親班，我們醫護人員常常無法固定上

下班時間，下課放學後還是沒人照顧。大家

都希望醫院能有幼稚園，包括托兒所，可以

配合同仁的彈性上下班時間。自己醫院的托

兒所幼稚園，是非常需要的。但苦於沒有空

間。民國六、七十年代的臺大醫院，到處加

床，各科室及各單位，都非常擁擠，找不出

適當空間，辦理幼稚園。

在我擔任護理部主任時，正值東址新

醫院蓋好，開始裝潢，重新安排各單位的空

間。因護理部同仁當時占全院員工總人數將

近一半，在東址新院區爭取到有足夠大的空

間，而且接近院長室及行政單位。因為公文

來往太頻繁，需要接洽的事情太多。

西址舊醫院的護理部與準備消毒的包布

室，正好上下樓，空間足夠創辦幼稚園用。

林國信院長及沈友仁、洪伯廷副院長，也都

同意護理部的建議，在完成搬遷後，開辦幼

稚園。以解決年輕醫護同仁，無法準時上下

班，對幼兒的照顧問題。

搬遷後雖然有些單位覺得空間不夠大，

但是院長副院長仍堅持不可讓任何單位動用

舊的護理部及樓上的包布室，保留下來作幼

稚園園址。

待搬遷安頓好後，戴東原教授接任院長

（1992年8月），我先生陳榮基教授擔任醫務

副院長，謝長堯教授擔任行政副院長，謝博

生教授擔任教學副院長。我繼續去要求，當

時我當了八年的護理部主任，在完成搬遷後

卸任，戴院長就指定我負責籌備幼稚園的工

作。我也很樂意接下此任務，為護理同仁解

決幼兒上學及照顧問題。

當我開始籌備時，先找到有嬰兒室護

理長背景，又有幼保資格，當過幼稚園老師

的侯秀玲女士當園長，加上幾位熱心的護理

督導，一起規劃教室、活動室及辦公室等空

間。卻遭到其他單位同仁來提醒，宣稱此辦

公室後面有變電器，容量很大，舊院區全院

的電纜，全部集中於此！電磁波一定很強，

恐怕會影響到幼兒的健康，增加罹患癌症的

機率。

當時正值公衛研究所所長林瑞雄教授，

發表一篇國際出名的研究論文，指出電磁波

對人體有致癌的可能性！我馬上去請教林瑞

雄教授，他說確有危險。他的同事有位研

究員，對電磁波有深入研究，而且有實際測

試強度的經驗，他就帶來儀器實地測試，並

建議對變電器周圍加裝絕緣電磁波的設備。

他說金子的作用最好，也最薄就可；其次依

序是銀、銅、鐵、鋁，都有切斷電磁波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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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只是要增加厚度。我就決定採用鋁板，

雖然厚度增加，但較輕，安裝在牆上，可以

負荷，是安全的。

硬體牆壁及隔間設備完工後，就開始軟

體教學的準備。參觀了一般幼稚園及所謂的

「蒙特索利」教學方法的機構，方法及設施

較複雜，最後還是採用一般傳統式的幼稚園

教學方法。

結果報名人數超過容量，總共報名人數

有200位，但我們只能錄取120位。我們決定

以上下班無法固定時間的醫護人員子女為優

先，尤其是護理人員子女最優先錄取。

1993年2月臺大醫院員工托兒所幼稚園

正式開辦。我們終於創辦了自己醫院的幼稚

園，收容新生兒到5歲的員工子女，可以照顧

同仁子女，教導他們學習。讓不能固定時間

上下班的醫護人員，可以安心專心上班，沒

有後顧之憂。

我們對小朋友都做好健康檢查，牙齒檢

查，並特別注意傳染病的預防與偵測。兒科

醫療人員隨時支援。我還請我美籍的姪兒義

務來教簡單英語會話，小朋友都很喜歡，家

長也高興。

偶爾有家長同仁找我抗議，小朋友之

間的吵架，影響父母，也是我們同仁間的和

諧關係，我也親自去調解。有時小朋友聽錯

話，家長也來抗議，說老師怎麼可以教小朋

友說：「有小朋友打你，尤其是拿筆打你，

一定要打回去。」怎麼可以教小朋友「打回

去」。其實老師是教他們：「如果小朋友手

上拿鉛筆或危險物品要打你，你一定要擋回

去，保護自己。」

大家也慢慢適應，乖乖學習，活潑參加

活動，順利在1996年有第一屆畢業生了！

很多晚下班的同仁，也可由老師照顧小

朋友直到爸媽下班後來接，兼安親班。曾碰

到很晚了，老師還先給小朋友提供晚餐。甚

至有位醫師小孩當晚無法接回家，老師也幫

忙帶回家，餵晚餐，幫洗澡，安睡到第二天

由老師帶來上學。

後來因為護理部舊建築的使用執照的

問題，影響到幼稚園的正式登記，就將幼稚

園遷到西址舊醫院後面新蓋的員工宿舍的一

樓，更舒適寬敞的空間，繼續維持到現在。

1997年我提早退休，加入籌備台北縣三

峽恩主公醫院建院的工作，移交給兒童心理

衛生中心的主任宋維村醫師接辦幼稚園。

（作者係母校護理學系1964年畢業，民國

73-81年任附設醫院護理部主任，現任母校護

理學系兼任副教授）

1993年臺大醫院員工托兒所啟用典禮：左

1、2前院長林國信夫婦，3陳維昭校長夫

人，4前校長孫震夫人，5、6戴東原院長夫

婦，7周照芳主任，8陳榮基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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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lar  Ec l ipse

文／葉弘宣

一個秋天的早晨，當我們在住家附近的山坡上漫步，碰巧看見這一難得的景像。

說時遲，那時快，趕緊拿起照相機捕捉這一景。

We were in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moment then. 

It was a beautiful sky display in the Valley.

Napa Valley, California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8年畢業，現任職加州NAPA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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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先母的德澤芳馨
文／陳杏佳

台
灣舊時代的男人，以粗暴勇猛安身立

命，包括打罵管教好自己的老婆。下一

代的小男孩，從小見到街坊鄰居的太太被先

生痛毆求饒，大家都說別理人家閒事，裝聾

作啞低頭做自己的事。潛意識裡根深蒂固的

文化，隱然成理所當然的傳統。

王家的父親，從小父親（即祖父）早

逝困頓，每日吃兩餐，帶著自己的弟弟從

南到北辛苦出外討生活，有作生意的硬底

子。王家的母親，因自己的母親（即外婆）

私心想招贅容易掌握的窮小廝當女婿，硬是

把母親許配成親。母親聰慧慈善，早年考取

護士執照就職郵政醫院，當時有位日本醫師

溫柔相待，甚至表示願意為她入贅。原本有

希望的姻緣，卻被外婆剪斷告終。父母親成

家後的生活，就是舊時代傳統男尊女卑的動

口又動手方式。吃飯他霸王先，她殿後撿剩

菜吃；飯後他午睡，她則需繼續做事；她要

一直勞動，卻常因小事隨時被他大罵，或動

手揍打。王母曾經一度淚潸然想投海，為了

孩子，她活下來。孩子大些後，會挺身為她

打抱不平，偶而可以為她爭取一點休息的機

會。

子女記得的父親，能言善道，性情無

常，可以出口成章，也可以各種粗話脫口。

對待孩子的管教方式依然是粗暴勇猛。大哥

只是稍為拖延想尿遁，被用日本木刀打得哀

嚎，父親可用連串三字經或以“你爸XXX＂

為意識主軸地隨口造四言絕句連罵四句。二

哥、大姊、三哥，都曾被修理。三哥回想，

他只是和同學玩撲克牌，看到父親的身影，

就嚇得落牌，倉惶逃走；在街上和人下棋，

所向無敵，他的同學後來成為台灣的棋王，

都曾經是他的敗將，當時若被父親發現，立

即目瞪口呆、全身發抖，每次都被綁在神壇

桌下，狼狠地打，吼著教訓；他的棋藝因此

斷送。直到最小的妹妹，情勢才扭轉。小妹

回憶說，父親手執棍棒高舉，她手指著他回

嘴：「你給我記著，你打我3下，我就記3

次，以後我永遠記住回敬你！」沒想到當時

年歲漸高的父親像洩氣的皮球，手垂身軟，

喃喃自語：「我最疼妳了，妳…妳怎麼可以

對我這樣…？」大家沒想到，父親也有這一

天。

子女懷念的是母親。她充滿人生的智慧

和幽默，在每個難處溫潤挺立掌舵。母親在

大哥驕傲自私時，告訴他說「飽穗低頭」。

在二哥要成家時，輕喚著叫兒子來，握著

他的手說「以後要靠自己的骨頭長自己的肉

啦！」生肖屬雞的三哥小時候調皮搗蛋回家

時，她邊炒菜邊跟他警告提醒：「等一下要

竹絲炒雞肉絲囉！」三哥坐在小椅凳上，還

無知地等，說怎麼那麼久都還沒有炒好！他

們記得父親當年228事件被抓走時，母親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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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的店不能垮，不懂做生意和做西裝的她，

堅毅地撐下來，還四處奔波湊錢搭救父親回

家。家中西裝店遭竊，全部的布料被偷走，

父親六神無主，頓失重心時，靠著母親張羅

安排，重振家計，而且寫個很大的「忍」字

在家牆壁上，鼓勵大家走過來。當子女痛恨

並抱怨父親時，母親會娓娓道來：「人都有

優點和缺點，你父親以前吃過若，脾氣不

好，但他顧家，不胡作非為。要看優點，人

若只看缺點，要如何過日子呢？」子女覺得

母親很懂得生活情趣，會在假日偷空帶他們

去看戲、吃紅豆餅；有時，也會哼歌給他們

聽。母親是他們迷途船隻的燈塔，也是他們

生命的陽光和調味料。

子女認為母親嫁給父親，說難聽點的

話，是鮮花插在牛糞上。但是，母親表示和

父親應是有前世姻緣，因為“三太子＂顯靈

透露：她是佛祖邊的婢女，佛祖講經時，有

一隻鳥停在佛堂，她曾用掃把去驅趕牠，邊

叨罵著牠，畜牲哪聽得懂佛經。也因為她前

世虧待那隻父親化身的鳥，所以這輩子要輪

迴著來還給他。那是母親的信念，支持她面

對無法逃開的艱苦與命運。

王家的母親在64歲去逝。父親當時70

歲，現今則是94歲，身子尚硬朗，但有老

年癡呆，話語不多。家人給他鼓掌打氣，稱

他“老菩薩＂時，他會孩子般笑呵呵地跟著

自己拍拍手。子女都同意，父親是他們的借

鏡，老來一生的故事，像菩薩一般循循善誘

地述說一部無字天書。子女很遺憾，母親沒

法好好享福。感念中都是母親的德澤芳馨，

覺得她隨時都在看護著他們。有時，突然有

一股莫名的香氣；他們認為母親出現在身

旁。自家的屋簷有對喜鵲來築巢下蛋，雛鳥

長大，全家闔樂，再分別離巢；他們相信母

親來照料過他們了。母親在他們的夢中，化

為清秀靈氣的小仙女，翩翩悠遊。家人後來

的確曾經再去求問過“三太子＂，證實她真

的回佛祖身邊了！涕淚的生命歷程，終於有

美麗的依歸和順遂。

（作者係母校護理學研究所2005年博士班畢

業，現任母校護理學系助理教授）

作者（右）與母親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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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護理教育118週年聯誼會報導

文／楊曉玲

在
2015年的院慶系列活動中，臺大護理學

系所畢業同學會（以下簡稱系友會）

與臺大護理學系共同安排了三個主軸的節目

來慶祝臺大護理教育成立118週年。一開始是

以「高齡化社會與護理專業」為主題的研討

會，接著是「多彩的護理生涯分享」，請到

的演講者都是在各領域很有經驗與成就的系

友。最後依照往例，以臺大景福基金會所籌

劃之醫學校區聯合校友大會的晚宴為結尾。

期待系友們在此次返校活動中，不僅在專業

知識和促進自己的健康生活上有滿滿的收

穫，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維繫彼此的感情，以

及和母校的聯結。

舉辦「高齡化社會與護理專業」研討

會，是現任護理學系系主任賴裕和教授的

構想。面對我國人口型態與健康問題不斷改

變的大環境，護理專業與護理教育該如何因

應是系友們十分重視的議題。由於在臨床實

務、教學或是政府行政部門中，都有我們的

畢業系友在高齡照護或長期照顧領域中付出

與深耕，因此今年我們邀請了三位畢業系友

與我們分享她們在此方面的經驗與多年的工

作成果。首先是第26屆（1985年）畢業、現

任長庚大學護理學系所教授的徐亞瑛系友分

享她在失智症方面的研究，主題包括失智症

患者的行為問題及其處理、失智症照顧者身

心健康問題之調查研究、提昇失智症照顧者

照顧能力之介入型研究等。第二位是第20屆

（1979年）畢業、曾任臺大護理學系所副教

授、現任衛生福利部護理與健康照護司司長

的鄧素文系友，介紹我國面對高齡化人口結

構改變下，老人照顧、長照制度與政策，並

分析我國所面臨之挑戰與因應策略。最後一

位是第1屆（1960年）畢業、曾任臺大護理

學系所教授、陽明護理學院院長、行政院衛

生署健保局副總經理、行政院衛生署保健處

處長，衛生政策研發中心研究員、現任財團

法人道真護理教育研究基金會董事長的余玉

眉系友，分享及帶領所有與會者討論因應高

齡化社會變遷中，護理教育該如何準備之議

題。研討會講題討論熱烈，但因時間的限制

而不得不暫時告一段落。除了上述邀請到的

三位系友之外，我們還有許多系友在老人與

長期照顧有相當豐富的實務與研究經驗，但

因時間的關係未能一一安排上台演講而有遺

珠之憾，未來我們會再多安排一些時間繼續

此一議題之討論與分享。

繼第一個部份的研討會之後，緊接著

安排了一小時較為輕鬆的系友生涯分享，

邀請到的是護理學系第31屆（1990年）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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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現任美商玫琳凱臺灣分公司首席的陳法

伶系友，和她的兒子、現任美商玫琳凱臺灣

分公司執行督導的廖千輔先生，與我們分享

如何正確保養皮膚。此外法伶系友也分享了

她在護理學系就學期間，受到的各種訓練與

學習，如撰寫行為過程記錄與內容分析訓練

後，讓她在職場上能深入了解人的需要，進

而讓她幫助自己與他人的職涯發展。關於保

養的祕訣大家還很有興趣，一小時好像還是

很不夠，但有了這次的分享，大家未來還是

可以私下再相互交換經驗與學習。

今年的晚宴中，我們共有30位系友繼續

留下來參與。有的系友在學校時就認識了，

離開校園後大家太久沒見面，一坐下來便源

源不斷的話家常。有的系友們過去在學校

曾經是師生關係，趁這個機會也回來看看老

師及報告現在的發展。甚至也有現在就讀碩

士班的系友很興奮地跟我說：「我看到小兒

科護理學那本書的作者（我們的系友）坐在

那裡耶!!她是我的偶像耶！」。的確，何其

有幸，我們能在不同的時空中和這麼多優秀

的學長姊、學弟妹，在這個全國最高學府學

習，也是我們一生中最美的回憶之一。

快樂的時光總是非常短暫，今年共有

100多位系友返校齊聚一堂，真的很感謝大家

百忙之中，有的「拋家棄子」、有的千里迢

迢從臺灣及世界各地回來參與今年的活動。

其中特別要感謝現年已高齡92歲的陳素美學

姊，在兒子的陪伴下從花蓮搭火車前來參加

下午的活動，晚上馬上又得趕搭六點的火車

回花蓮。還有盧鳳嬌學姊雖然沒辦法前來參

加，但事先寄了新台幣1,000元給系友會支持

此次的活動。學姊們的心意讓我們感到好溫

暖，也得到好大的鼓勵。還要感謝臺大醫學

院張上淳院長特地到場致辭，還有財團法人

道真護理教育研究基金會提供的贊助，讓今



臺大醫學院118週年院慶報導

2015年6月‧第32卷第6期 35

年的活動能圓滿舉辦，謝謝大家。

最後，還是要預告明年的系友會活動，

明年（2016年）恰逢臺大護理學系所成立60

週年（註），因此，我們今年特別推舉第一

屆臺大護理學系系友余玉眉教授擔任榮譽會

長，余教授將帶領系友會與臺大護理學系所

共同擴大舉辦臺大護理學系所60週年系慶，

日期已定於2016年4月7日至4月8日，期待明

年能有更多的系友們回來相聚，一同為臺大

護理學系所慶生。

註：臺大護理教育今已走過118個年頭，隨

著時代的變遷包含了三個不同的時期：

日本帝大「護士養成所」、「臺大護

校」、「臺大護理學系所」。其中臺大

護理學系成立於民國45年，開始招收學

士班學生，並於民國73年成立碩士班，

民國86年成立博士班，而成為現在的

「臺大護理學系所」。

（作者係母校護理學研究所博士班2012年畢

業，現任母校護理學系助理教授）

臺大醫學院物理治療學系
暨研究所誠徵專任教師 2名

一、資　　格：

1. 具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證照。
2. 具有教育部認定國內外大學物理治療或相關領域之博士學位或具臨床物理治療博
士學位（Doctor of Physical Therapy, DPT）。

3. 近五年內積極從事研究，並於三年內至少有一篇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發表於
SCI、SSCI或EI期刊。

二、工作內容： 負責學系暨研究所物理治療相關課程之教學、研究與服務，其中1名具呼
吸循環物理治療相關專長者優先。預計起聘日為105年2月1日。

三、檢具資料： 個人履歷表、相關學經歷證件影印本、著作目錄、論文抽印本、推薦函
兩封、教學及研究計劃書及其他有利於申請之相關資料（請參用本院網

站上需填寫之表格http://w3.mc.ntu.edu.tw/staff/person/teach/teach19.
doc）

四、截止日期：104年7月31日下午5時前送達系辦公室

五、郵寄地址：臺北市徐州路17號3樓臺大物理治療學系（所）曹昭懿主任

六、聯 絡 人：高雅雯小姐；e-mail：ywkao@ntu.edu.tw
聯絡電話：(02)3366-8156；傳真專線：(02)3366-8161
網　　址：http://www.pt.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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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艷君

非
常榮幸能擔任本期醫訊的執行編輯。本期內容以臺大醫院

120週年院慶專輯揭開序幕，首先是楊泮池校長的專訪。

楊校長強調醫學教育應該隨環境改變做調整，讓學生能在老師的

帶領下發展出正確的價值觀、成熟的思考力與寬廣的視野。張上

淳院長與賴鴻緒主任則分別以「臺灣醫學教育的回顧與前瞻」及

「外科系醫學教育之特色與發展」為題，詳細說明了醫學教育制度的改變過程。期待學生們能依循

過去前輩們努力奠立的方向與目標，向前邁進，開創出更美好的未來！

在醫學新知方面，由投入心理健康促進多年的吳佳儀助理教授提出老人自殺防治的議題，讓

我們在面臨人口老化之際，提升對老人憂鬱的敏感度，進而發揮守門人的角色，減少自殺事件的發

生。本期醫學論壇中與大家分享的是護理學系於今年二月份舉辦的一場非常盛大的國際研討會-第

十八屆東亞護理學者論壇（East Asian Forum of Nursing Scholars - EAFONS）。為了這場護理界的

國際盛事，前護理學系黃璉華主任於一年前就開始用心規劃，安排邀請演講的貴賓並組織工作團隊

定期討論工作進度，賴裕和主任則接棒領導所有系所師生順利完成會議的舉辦。藉由這篇回顧，除

了感受到兩天會議過程中與會者專業的成長，也希望讓所有景福醫訊的讀者能一起分享論壇對於護

理博士教育的意義。另一篇論壇是由江婕瑋校友介紹美國職能治療師在生活型態調適介入的發展現

況，再度強調藉由專業多元的介入與生活型態的改變可促進個人身心的健康！

校友小品的部份，黃碩文教授描述幼年擔任小報童的經歷，帶我們一起體會當時的甘苦回憶。

臺大醫院前護理部主任周照芳校友描述臺大醫院幼稚園的誕生過程，感念之餘，更欣慰有此資源才

能解決部分同仁們幼兒的照護問題。葉弘宣醫師分享了巧遇熱氣球遮住太陽仿如日蝕的難得景象。

另外也感謝陳杏佳助理教授的文稿，其對於一位母親性格堅毅的描述讓人動容。

院慶報導介紹的是本學系畢業同學會舉辦的「高齡化社會與護理專業研討會」活動內容。由於

老人長期照護是目前非常值得關注的議題，系友會楊曉玲會長從研究、政策與教育各領域專家中邀

請到三位系友回母校與大家分享過去的相關成果與未來的展望，十分精彩。最後萬分感謝各位編輯

委員的辛勞與王亮月小姐的幫忙，讓本期能順利出刊。敬祝大家身體健康，心想事成！

（作者係母校護理學系1989年畢業，現任母校護理學系助理教授）



時間：2015年6月5日　　地點：臺大國際會議中心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臺大醫學院醫學系103學年度撥穗典禮



幾年前，女兒到英國

的EMA（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參訪一個月，我和先生也

陪她去英國住了一個月。女兒上班，我們則尋幽訪勝，其中一處名為Kew Garden，
景色怡人。Tedd美術館中，展出特納畫很多雲彩，具有朦朧之美。興起了天鈞想畫Kew Garden的浮

雲，他採用仰望的角度，大部分用刷子去畫，呈現出乾淨俐落的感覺。平時忙碌的他，仰望天

空的浮雲，亦是偷得浮生半日閒。

幾年前，女兒到英國

的EMA（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參訪一個月，我和先生也

陪她去英國住了一個月。女兒上班，我們則尋幽訪勝，其中一處名為Kew Garden，
景色怡人。Tedd美術館中，展出特納畫很多雲彩，具有朦朧之美。興起了天鈞想畫Kew Garden的浮

雲，他採用仰望的角度，大部分用刷子去畫，呈現出乾淨俐落的感覺。平時忙碌的他，仰望天

空的浮雲，亦是偷得浮生半日閒。

臺大醫院104學年度實習醫師宣誓典禮 時間：2015年6月1日（臺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臺大醫院103學年度實習醫師之夜 時間：2015年6月3日（臺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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