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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公衛學院促進本校正式參與世界衛生
高峰會：成為M8 Alliance最新成員

M8 Alliance（M8 Alliance of  Academic 

Health Centers, Universities and 

National Academies，簡稱M8 Alliance）是一

個以學術專業為利基，領導世界解決全球衛

生議題的國際組織。它在2009年與世界衛生

高峰會（World Health Summit，簡稱WHS）

同時創立，每年M8 Alliance和WHS舉行區域

會議及年會，目的在建立區域間對話、拓展

傳播交流的途徑，藉訊息溝通和分享以促進

全球醫療衛生的發展，是世界健康衛生領域

最重要的活動之一。M8 Alliance目前成員來自

16個國家，各國以大學為參與單位，現有19

所頂尖大學及4間知名研究機構。

2015年10月11至13日，WHS在德國柏林

召開2015年會，本人代表臺灣大學出席，經

大會主席京都大學（Kyoto University）前公衛

學院院長福原俊一（Shunichi Fukuhara）教授

極力引薦下，臺灣大學成為M8 Alliance新成員

之一。

臺大和京大雙方公衛學院深厚地情誼

包含著許多故事。兩所大學於2005年簽署母

約及學生交換合約迄今有多次大型的交流，

包含2013年12月19至20日，兩校首次合作舉

辦大型跨國會議：「2013臺大京大研討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Kyoto University 

Symposium 2013）」，由京大前校長松本

紘（Hiroshi Matsumoto）教授及前副校長吉

川潔（Kiyoshi Yoshikawa）教授率領90名跨

九大領域的學者訪台，加上臺大對應領域出

席的師長，參與人數近300人，盛況空前。

文／詹長權

2015年M8 Alliance會議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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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年2014年9月1至2日，由楊校長率團，帶

領7位院長，共120餘名教師同仁前往京都大

學，參與「第二屆京大臺大研討會（The 2nd 

Kyoto University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ymposium）」。臺大此次出訪規模龐大，共

有11個學院及14個專業多元領域參與，包括醫

學、公共衛生、天災及全球變遷、以及社會

科學等。兩校並藉此場合，正式簽訂交換教

授計畫以及雙聯學位計畫，深化雙方合作。

在公共衛生領域方面，本院與京都大學

公衛學院學術往來頻繁，雙邊關係友好。陳

為堅院長於2014年9月陪同楊校長參與第二屆

京大臺大研討會，開啟雙方合作契機。本人

和流預所簡國龍所長於2015年4月13至14日

受邀赴日參加京都大學舉辦之WHS亞洲地區

會議（WHS－Regional Meeting Asia）。由福

原俊一教授擔任主席，大會主題為Building 

resilience as a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medical 

a c a d e m i a，下分

為三個子題，旨

在探討亞洲地區

近年來面臨的公

衛 議 題 。 簡 所

長在B i g  d a t a  i n 

health case小組討論中，分享臺大醫學校區

健康資料研究中心的運作架構及其成效；我

也藉此會議協議兩校公衛學院計畫簽署雙聯

學位，促進雙方學生未來跨國學習。同年

（2015）9月20至27日，京大公衛學院由中

山健夫（Takeo Nakayama）教授和Teeranee 

Techasrivichien助理教授帶領9位碩博士學生來

訪體驗本院的研究生生活，並與多位教師商

議簽訂雙聯學位之細節。12月2至4日，陳院

長與我受邀參加京大舉辦之「The First Kyoto 

Global Conference for Rising Public Health 

Researchers」國際研討會，亦有學生組團參加

並進行專題簡報。

今年（2016）3月1至5日，京大公衛學院

福原俊一教授率領4位來自京大和福島醫科大

學（Fukushima Medical University）的學者，

以超高齡社會長期照護及臨終醫療為主題，

分為臨終醫療照護、健康老化與基礎醫療團

的新角色、長期照護系統和政策三大部份，

進一步討論臺日跨國研究可能。短短五天的

行程不僅是三校公衛學院交流，我們更拜會

了臺大醫院家醫部、臺大醫院北護分院、臺

北市聯合醫院和臺北市立衛生局，結合市府

力量、醫院資源和學校研究成果，促進雙邊

合作具體化成效。預

計在6月27日，本人將

帶領學院老師、醫學院

醫師、臺大醫院金山分

院醫生前往日本與京大

和福島醫科大學學者完

成合作計畫書，並將此

成果在2016年WHS年
本人在2015 WHS年會

會場拍照留念

2

本人在2015 WHS年會與年輕學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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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10月9日至11日）的Workshop: Aging and 

primary care分享給所有與會人員。

本院參與M8 Alliance國際組織的過程以

及與京都大學的合作關係已漸趨成熟，期望

透過本院、醫學院、醫學院附設醫院和臺北

市聯合醫院的合作，建立本校與歐洲衛生教

學研究組織的合作平台，持續深化臺灣在當

今全球衛生領域上的貢獻。

想了解更多有關M8 Alliance國際組織的

訊息，請前往該組織官方網站：http://www.

worldhealthsummit.org/m8-alliance.html；

官方網站上關於臺大的簡介：http: / /www.

worldhealthsummit.org/m8-alliance/members/

national-taiwan-university.html。

（作者係母校公共衛生學系1982年畢業，現

任職母校公衛學院副院長兼全球衛生中心主

任）

Dr. Margaret Chan, Director-General of 
WHO在大會中致詞

4

2015 WHS年會一景

5

105年4~6月徵信錄

一　般　捐　款

日期 姓名 金額（台幣） 金額（美金）

105/4/8 林高德 3,600

105/4/11 NTUMCAA-NA（北美年會捐款） 40,000

105/4/9 傅泉箕 30,000

105/5/20 林　茂 10,000

2016/5/23 蔡洋清 10,000

2016/6/20 黃丙丁 100,000

徐明國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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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去的一百五十多年來，如果談起「梅

約診所」（Mayo Clinic ―中國官方網

站稱它為「梅奧診所」），大家都會把它和

明尼蘇達州的一個叫做Rochester的地方劃成

等號。1864年，美國民戰已近尾聲，坐著馬

車攜帶急救箱的老醫生Dr. William W. Mayo來

到Rochester。六年後，他與長子Dr. William J. 

Mayo次子Dr. Charles H. Mayo共同以聖瑪利醫

院為基礎，創設了美國歷史上第一個雛型的

醫療集團1。後來茁壯擴大，蛻變成為今天的

Mayo Clinic。它以優秀的醫學教育和醫學研

究（每年研究經費超過五億美元）、發展最

先進的醫療技術，用熱忱來服務病患。［請

看Mayo「三個盾牌」logo的中心思想2］。

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個綜合性非營利的醫療

和醫學研究結構，一共有3,800位醫生和科學

家，加上50,900位醫護專業人員。通過第三地

的轉診，它專門接受疑難雜症，因而名聞遐

邇。20年來，被公認是全球最佳的醫療機構

之一，更在2014~15年全美國最佳醫院榮譽榜

上獨占鰲頭。［見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告（US 

News & World Report）］。最近連續八年，

還被財富雜誌（Fortune）列為百大最適宜

工作的公司行號。上世紀的八十年代開始，

它向美國西南部亞利桑納和東南部佛州耕耘

發展。1987年在本州鳳凰城郊Scottsdale設立

Mayo Clinic分院；1998年又在鳳凰城市區建

造一座300病床的Mayo Hospital。

今年（2016）的2月18日，一個風光明媚

的下午，靄齡與我受邀參與此地Mayo Clinic的

一個重要慶典。這是Mayo Clinic有史以來又一

個新里程碑。作東的三位主人是：Mayo總裁

兼主席執行長Dr. John H. Noseworthy，副總兼

本州分院CEO院長Dr. Wyatt W. Decker和Mayo

董事會主席Mr. Samuel DiPiazza, Jr.。特別來

賓有亞利桑納州長Hon. Doug Ducey和鳳凰城

市長Hon. Greg Stanton，各方來此的贊助人，

包括企業家、慈善家，退休的商界和醫界領

袖，可謂風雲際會，群賢畢至。這天春寒料

峭，在亞利桑納燦爛的夕陽餘暉中，我們首

先到達Mayo Hospital周圍一片廣袤的場地。放

眼眺望360º全景，遼闊平原一覽無遺。看白雲

文／江顯楨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patient is the only interest to be considered...＂

（病人的最佳利益是唯一需要考慮的…）

— William (Will) James Mayo, M.D. 1911

參加梅約診所「癌症中心」
落成典禮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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蒼狗，近處人工建築輒起，遠處群山煙嵐縈

迴。跟前腳下，到處是不同高低大小的仙人

掌，成樹成叢，蔚為沙漠奇觀。臨時搭建的

白色巨大帳篷，足夠容納兩三百人而有餘。

不一會兒，川流不息來了許多社區人士。我

們進入篷內聚集，寒暄茶敘，然後再分批搭

乘專車前往「癌症中心」。由導遊人員帶我

們參觀這個嶄新亮麗的四層大樓。

中心設計，完全為癌患著想

這「癌症中心」是個流線型建築，外觀

美侖美奐（圖1）。當我們踽踽而行，離開它

右側大門不遠的地方，赫然一座三人站在一

起彼此靠背而立的銅像出現眼前。近看才認

出那就是Dr. W.W. Mayo跟兩位醫生兒子Will

和Charlie，栩栩如生。身材最高若在沉思的是

哥哥Will，個頭最小帶著帽子右手還拿著一本

病歷的是他父親，弟弟Charlie 則帶著醫生手

提包，剛剛放下，好像在歡迎遠來的訪客。

新建築包括地下一樓，那就是容納「質子束

治療」（Proton Beam Therapy）龐大儀器（圖

2）的地方。Mayo Clinic是目前美國國內唯

一擁有兩部大型質子儀器的醫療團隊。一部

在Rochester，去年夏天已經開始運作；另一

部在鳳凰城，預計今年三月啟用。（註：大

型質子儀供應四個治療室。小型或所謂「精

緻型」則只能有一個治療室）。配合「影像

驗證儀」和「劑量模擬器」的筆尖式掃瞄

（pencil beam scanning），它可以重建病人體

內質子路徑的立體影像（3D），精準測出射

束的位置和劑量。因此可以提高治療品質，

控管運作流程，和節省輻射時間。

地上一樓的大廳，內部裝潢優雅清靜。

它完全根據癌症患者和門診病人的需求而設

計。二樓有許多隔間，是會診室和體檢室。

開刀房有準備室、20多個外科手術室、麻醉

恢復室。特殊的是：兩個「內管鏡室」（支

氣管鏡和胃腸鏡）帶有CT設備。三樓癌症病

患的化療室，可供十來位病人同時進行化療

的有一大間，兩人共用的有數間，給隱私者

單獨使用的有兩間。另外，這裡有一個Pain 

Clinic也是靠點滴治療。比較特殊的是：有一

個boutique shop（是「精品店」而非禮品店）

專為癌症病人準備各色各樣的假髮、帽子、

乳罩等用品。我們也注意到，一樓大廳有個

鳳凰城Mayo Clinic醫院癌症中心外貌

1

大型質子儀在高架移動起重機上的部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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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可讓病人瀏覽書籍雜誌和電腦，樓

上視聽教育的房間也可讓病人獲得有關資

訊。最為特殊的是：這裡有一個整合性的輔

助療法部門，給病人針炙、按摩，教病人

「食療」、瑜珈、太極等。非傳統療法的教

室有東方祥和氣氛的竹林背景，休憩和運動

場地應有盡有。他們對癌童的治療和照顧，

真是無微不至！有些房間專供病童玩耍之

用，另外一些休息用的房間則特別為忐忑不

安之家長或親屬而設。

尖端科技，核能物理ABC

談到質子束的治療方式，就不能不

提到Bragg peak和Spread out Bragg peak

（SOBP）。英國的Sir William Henry Bragg做

實驗，發現質子的一個特殊現象。1915年，

Bragg爵士父子倆共得諾貝爾物理獎。質子束

與X光兩者在穿透組織時，產生離子能量的

存留有明顯差異。它們的曲線截然不同（圖

3）：X光或光子束的曲線（紅線）比較偏高

並集中在淺層，然後慢慢消退，沿途到出局

之前，還保持相當能量（淺紅色部分）；反

觀質子束（藍線），在通過淺層組織時，其

能量很少分散，到了深層，它的能量突然增

高，然後急劇下降，造成一個尖峰，繼而消

失。這個現象就叫做Bragg peak。帶著不同

能量的質子束造成不同的尖峰（圖中正好有

12個尖峰），所有質子束累積的總能量就是

SOBP（白色部分）。當它集中在特定標靶

（淺灰色部分），就可摧毀這地帶的組織―

癌或腫瘤。

1946年，美國哈佛大學迴旋加速器實驗

室（Harvard Cyclotron Laboratory — HCL）

的科學家，首先想把質子特性應用到人

體。1951年，HCL核能科學家與麻省總醫

院（MGH）醫生合作，把SOBP應用到臨

床醫學，奠下了以後40多年質子治療的基

礎。把質子能量的強度經過調整（Intensity 

Modulated）精密計算後來做電療，安全性

高，所以最為理想。打個比喻，質子放射就

像「深水炸彈」，可由不同角度（360º沒有死

角或盲點）通過身體，不造成側翼的傷害。

到達癌或腫瘤的目標後，產生SOBP效應，施

放能量，「定點爆破」，就可以把癌或腫瘤

摧毀殆盡。尖峰過後所有能量都快速消失，

所以對癌腫瘤後面的正常組織或重要器官，

全無影響。比起一般X光電療治癌，其離子效

應及能量多在皮膚、皮下和其他的深淺層組

3

質子束與光子束穿過人體之比較。→代表粒

子束之方向；橫軸表示組織深度，縱軸表示

劑量。



醫學論壇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8

織，所以進出人體時都會造成一些周邊的灼

傷。如果腫瘤的周圍或後面有重要器官，或

發育中的組織不容破壞，則無法X光電療。

錯誤訊息，治癌可譬喻登月？

不久之前，美國歐巴馬總統在國會作

了任內最後的一次國情咨文，他用「登月」

（moonshot）的比喻來描述癌症的克服，基本

上和七十年代的尼克遜總統犯了同樣毛病。

癌症不是一個單純的疾病，而是許多不同惡

性腫瘤疾病的總稱。不同的癌症各有特性，

並非所有癌症都適合一種療法。傳統醫學認

為根治性的外科手術常是癌症主要療法，

（緩和或姑息的手術有時也容許考慮）；

21世紀以後，標靶或免疫療法變成首選。

至於化療、X光電療（尤其是「短距療法」

brachytherapy）常是配套的措施。一般來說，

在歐美地區，前列腺癌、乳癌、和肺癌的治

療方式時有變更，外科和其他療法的單一或

配合運用常有論辯。東方國家因為不同的生

態與文化習慣，癌症的流行也不相同，（以

臺灣為例，鼻咽癌和原發性肝癌的猖獗是歐

美沒有的現象）。但也有一些共識，那就

是：轉移型癌不管大小，原發性癌隨著器官

移動而難以定位的，應該都不是質子治療的

對象。

根據2003年的統計，世界各國質子治

療對象，比例最多的是前列腺癌，有的超

高到六或七成，平均大概是在26%左右。這

爭議性較多，因為它的結果不一定勝過外科

治療。現在，質子治療使用於幾乎所有固

體腫瘤：譬如說，顱底或脊椎附近的神經

瘤，避免傷害中樞神經；眼睛的黑素瘤，避

免傷害網膜後的視神經；食道癌，避免傷

害心臟；頭頸部癌，避免毀容；肉瘤（像

chondrosarcoma）、肛門直腸癌、會陰部癌，

避免肢體截除或切不乾淨等。至於大部分發

生在兒童的癌，也都是質子治療的對象。用

在年輕的病患或癌童，可以保護尚未完全發

育的組織或器官。值得一提的是，鳳凰城的

Mayo Clinic並沒有兒科，顯然它將接受兒童

醫院和各地醫院的轉診，因為這是美國西南

部唯一擁有質子儀的機構。回憶過去，此地

癌患不管老少，若有需要質子治療者，都得

轉往德州或南加州，甚至更遠的地方。亦風

水輪流轉之一例。

成本超高，企業界樂善好施

容納全套質子儀器需要一個像足球場大

小的地方，鳳凰城的基地用了超過175噸以上

的「控固力」混凝土。六年前，我們目睹它

的挖土和奠基。因為此地的夏天特別炎熱，

鋼筋水泥的灌漿得在夜晚才能施工。施工

期間若水泥的化學作用產生熱度超過安全係

數，則要放棄而重新再來一遍。為了防範輻

射，原子能加速器（cyclotron）的四周水泥牆

的厚度幾達七米之厚。這種嚴謹的設計和外

審監工，以美國土木結構和電機工程的建築

專業來說，算是常態。這點值得我們讚佩。

至於質子的來源則取自於水裡頭的氫原子

核，質子經cyclotron加速到光速的三分之二，

然後再把它引帶到100碼外的地方（約一個足



醫學論壇

2016年7月‧第33卷第7期 9

球場的長度），以移動之起重機高架（約有

三層樓高，見圖2），把它送進去一個噴嘴，

這個噴嘴提供精確的能量，最後把質子束送

進入四個治療室。質子所帶的能量是用Mega 

or million electron volts（MeV）來計算。70到

250 MeV則是可以用來治療的範圍。

根據國家質子治療協會（N a t i o n a l 

Association of Proton Therapy），現在全世

界已經有48個質子治癌中心的成立，主要還

是在美英兩國。上世紀末，這種高科技電療

的運用擴散到歐洲大陸，最近幾年才進軍到

亞洲。美國一共有35個醫療中心有這種高科

技設備，其中15個已經運轉，用以治療癌

症。另外20個是在動工或籌劃當中。談到籌

劃和動工，這都需要數年到十幾年的時間，

一個工程承包下來，平均耗資三到四億美元

之鉅。光是一個質子儀器，造價幾近兩億。

Mayo Clinic這兩座的經費，全靠贊助人樂捐，

集腋成裘。既無政府任何挹注 (不用納稅人的

錢)，也沒有民間風險投資。來自Des Moines

的企業家Mr. Richard O. Jacobson大手筆捐一億

美元給Mayo Clinic，就是很好的例子。質子

治療唯一的缺點就是它成本太高，費用是一般 

X光電療的2.4倍。有些健保還不一定給付。因

此，那些窮困家庭的病童，終將回歸歐氏健

保的平價計劃，要不然就得仰賴慈善家基金

會的資助。

“A Beam of Hope＂帶來遐思與感想

參觀了癌症中心大樓，回入巨蓬，真

正的開幕典禮才開始。三位東家和兩位政要

分別致詞，儀式以剪綵的高潮過後落幕。接

著，我們參加了Mayo總裁和分院院長在醫

院新餐廳為貴賓們準備的一個慶功晚宴（圖

4）。剛剛對座入席，總裁和院長就分別前

來與我們握手言歡。坐在靄齡和我旁邊的一

對夫婦Paul & Janet Schrage晚到，敬酒介紹

時才知道Paul與我同歲，同年進入職場，也

同年退休，真是巧合！他以前家住芝加哥

Magnificent大道的密西根湖畔，退休於鳳凰城

之前曾經到過中國大陸和臺灣一些大城市。

我們不敢奢問其行業及高就。盛宴過後，回

到家裡我好奇查詢一下彭博商業網路。果不

出所料，Paul曾是跨國速食業之王「麥當勞」

（McDonald's）的Chief Marketing Officer，

負責該公司在全球市場的作業。那個到處可

見、老少咸知的金黃色M字（Golden Arches）

超大招牌，就是他在1967年做公司副總裁時

設計的。看來美國真正的富豪和大慈善家，

外表並不顯赫。

這時我突然想到美國境外、特別是亞洲

地區質子治療狀況。中國大陸、日本、韓國

少數城市已有設置。臺灣目前只有一座在林

口的長庚醫院，成為全球第16個擁有質子治

作者夫婦（照片由Mayo Clinic提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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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能力的國家，據說，長庚斥資新台幣54億

（約1.7億美元），2008籌劃，2011動工，去

年底剛揭幕。我還記得，2007年9月鴻海董事

長郭台銘先生捐贈臺大新台幣150億，原想用

其中的100億，在三年內建造國內第一座質子

治療中心！臺大到2014年11月才與美商Varian

簽約，預計2018知分曉，可見此事並非一蹴

而幾。又據悉，現在台灣一窩蜂有8～9個醫

院申請成本較低的質子設置，均已獲准。台

灣將來很可能變成全球質子治療中心密度最

高的地區，培訓物理師都成問題。我們知道

質子治療昂貴的費用與高成本有關，如何降

低成本，眾人關心。去年底，臺灣衛福部已

經制訂「醫用粒子治療設備管理條例」，其

監管範圍包括收費上限、治療適應症等。若

違規濫用，將罰以暫停營運。最近，國內成

立質子研究大聯盟，他們要共同研發新型的

質子偵測器，未來還要研究半導體輻射效

應。所謂的一所（核能研究所）、二院（長

庚醫院與中研院）、三校（長庚、中央、和

清華），臺大缺席，我很不解。母校一向是

臺灣醫學龍頭，希望加油急起直追，迎頭趕

上。

註

1. 1883年，Minnesota州發生了一場龍捲風的

天災，Rochester被破壞不堪，居民死傷不

少。六年後災後重建，聖方濟修女們成立

了聖瑪利醫院（St. Mary’s Hospital）。Dr. 

William Worrace Mayo當時已年屆七旬，

和兩個兒子Dr. Will & Charlie Mayo同在醫

院裡合作看病。是以聖瑪利乃Mayo Clinic

之前身。

2. Mayo Clinic招牌的「三個盾」，其真正

含義（logo logic）是：兩邊對稱同樣大

小的盾各代表「醫學研究」和「醫學教

育」，中間稍為大一點的盾則代表「病患

服務」。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3年畢業，心胸外科專

家，現已退休於美國鳳凰城）

母校眼科胡芳蓉教授獲選為

國際眼科學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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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院護理人員

改穿褲裝制服的故事

記
得1965年在美國匹茲堡大學進修碩士

學位時，實習醫院位於大學校區東

南端的Maggee婦女醫院（Maggee Womens 

Hosp i t a l）。每當我在臨床護理病人時，

寫「護理過程記錄」（nursing care process 

recording）是我必須交給指導教授Reva Rubin

的作業，所以養成護理病人時，採用參與性

觀察的方法，一一紀錄病人當下的行為反

應，及針對病人的身心情況及需要所需提供

之支持及適切的護理措施。也因是一對一的

情況下參與病人的檢查及治療過程，我可以

說很快地就在Maggee婦女醫院走透透了。當

年Maggee婦女醫院護理人員的制服是連身

的白色制服，因此，我那兩年在Maggee婦

女醫院實習時，所穿的制服也是白色連身的

護士服，裙長則覆蓋著膝蓋。當時連56歲的

Rubin教授，還有年紀更大的小兒科護理教

授Florence Erickson博士也都穿著連身（one-

piece）白色護士服，在臨床上指導我們或直

接接觸病人。

然而，當我於1975年，再度回到匹茲堡

大學修讀博士學位時，大學各附設醫院，包

括我熟悉的Maggee婦女醫院，大多數護理人

員都已改穿褲裝護士服（nurse scrubs）。而

小兒科病房、嬰兒室的護理人員更是穿著有

溫柔色調各種圖案的褲裝。工作中大家快速

地活動於病床間及病房走廊上，精神抖擻，

讓人耳目一新！我當時想，如果臺灣的護理

人員也能改穿褲裝上班，不知會給大家什麼

樣的印象？這個在匹茲堡一閃而過的聯想意

念，以後就因課業太重、太忙，沒有再度浮

現在腦袋中。不過，如今回想，八年之間，

真沒想到再度回到匹茲堡大學，卻隨處可見

到一種「變、變」的氛圍。那種「變、變」

的氣息，是帶著相當濃厚的「政治」色彩

的。記得1976年秋季，當我收假返回匹茲堡

大學時，突然發現學生活動中心側門的外牆

高高懸掛著一條紅布條，以中英文寫著「女

人可撐半天邊」（Women can hold up half of 

the sky），當時還處在戒嚴時期的臺灣，這句

話絕對是政治禁忌的紅色毛語。那一刻，委

實讓我受到相當的驚嚇與震撼！一時心想，

難道紅色老毛已征服了美國了嗎？這些現

象，到底在訴求著什麼？還有，醫院護士服

也通通改為褲裝！難道，這些改變是因為人

人都陷入一種「自我」再定義的煩躁？

那四年，一個人在匹茲堡大學的歲月，

甜酸苦辣都嚐盡。最大的收穫是自己變得有

文／余玉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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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有自信與洋人及洋老師辯是非。回到

臺灣，真正接下臺大醫學院護理學系及附設

醫院護理主任的重任時，已是1979年8月以後

的事。我深知自己再入境（re-entry）的日子

不可能事事順遂。然而，滿腦子想改革的念

頭卻是很多，但是，卻只能悶著不敢妄動。

身為一個單位的新主管，若一開始就雷厲風

行，將個人自以為是的新想法硬推出來，遭

遇的阻力可想而知的。所以，讓護理人員全

面改穿褲裝的構思，我並沒有排在最優先要

推動的新工作之一，何況，當時全醫院對我

的行事作風，不但陌生，而且是虎視眈眈地

既好奇又不看好。不過，每當我到各病房單

位探視或瞭解臨床護理人員的工作情況時，

常常會發現制服裙子長度在膝蓋上的護理人

員，蹲下來照顧病人或檢查病床底下的留置

引流瓶時，往往暴露後腿部。原來，因六十

年代後期，迷你裙西風東漸，流風所至，早

年老祖宗規範護士制服的裙子下緣需離地二

十公分，早被束之高閣，如今制服裙子下緣

僅在膝蓋骨的位置。眼看如此光景，這時深

藏在腦海中在匹茲堡大學實習醫院所看到的

種種景象，就很快地再度浮現。當我將國外

的觀察與督導們分享時，她們幾乎舉雙手贊

成。然而，我告訴我自己，一定要和醫院的

上級先試著說說吧！雖然，當時並沒有明文

規定，臺大醫院的護理制服是什麼樣式，不

過，我還是暫時打住自作主張的前例，決定

先和上級長官報備再說吧。

第二年，護理部正在推動全醫院感染

控制的教育活動，有一天我正式向當時的

副院長杜詩綿教授提出我的構思，杜副院長

只笑笑，且很神秘地說了句台語：「阿捏，

甘好？」我也輕鬆地反問杜教授，到底他有

什麼顧忌？結果，杜副院長居然露出更詭異

且不以為然的表情，一邊走，一邊拋出一句

話：「想想看，要是你們的那位某某某穿上

褲裝，那還能看嗎？」就離開了。我了解杜

院長的顧慮，但是，想讓臺大醫院護理人員

改穿褲裝的構思，還是沒有被副院長的話完

全抹殺掉。

在督導會議中，我向督導們報告副院長

還不能接受我們將制服改為褲裝的意見。年

輕的督導們笑成一團並批評副院長：「真是

太老派、太傳統！」而年紀大的督導就解釋

可能副院長擔心改為褲裝制服的經費吧！這

讓我認清，護理部兩代之間可真是存在著代

溝（generation gap）呀！我在會上則不敢將杜

副院長向我說的話全盤說出，因我們的那位

某某某也在座。接下來該怎麼辦？那時，已

有部份護理長非常贊成讓護理人員穿上褲裝

上班，並急著催促我下個命令。理由是，護

理人員在照護病人時，彎腰、蹲下是必要的

身體動作，改穿褲裝的話，護理病人時的操

作活動將更加方便而順利。可是，副院長居

然不贊成！我得再想其他策略不可。

當我私下和幾位年輕的督導直白地說清

楚副院長的顧忌，她們都噗哧地摀住嘴巴，

只差沒有大笑。所以，我悄悄告訴她們，我

們可能需要先找幾位（我們下的第一個策略

是先從small dose開始投注）身材姣好的護

理同仁，說服她們自費置褲裝上班。結果很

快地，有四位同仁願意自費以「身」試「上

級」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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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矇在鼓裡不知我們在玩什麼把戲的副

院長，有一天大概看到一位穿著褲裝上班的

護理人員在醫院中央走廊現身。副院長很快

地找到負責那單位的督導，並且說：「誒！

不錯�！一件多少錢？」那位督導竊喜，很

快就讓我知道第一個策略是成功了。接著，

兩位年輕又有好身材的督導也自費製作褲裝

上班（這次下注了比較重的dose）。由於那

時，每位督導至少需要負責四個醫院單位，

所以，這兩位督導就那麼穿著新褲裝在自己

的單位來去穿梭，這下曝光率可真是大大地

提高了。副院長一看，兩位督導的褲裝居然

那麼受歡迎，就開始認真地探問，一件新的

褲裝比傳統的one-piece護理制服，需要的價

錢高低如何？知道副院長已開始變得認真起

來，我們好高興！我們知道第二個策略又成

功了。

過了一個月，當全院護理人員製作新制

服的季節一到，「改為褲裝」的口頭命令，

就從院長室傳到護理部，讓全院護理人員興

奮了好一陣子。不過，不想穿褲裝工作的護

理人員還是大有人在。至於，那位我們的某

某某到底有沒有穿過褲裝上班，我至今倒是

一點記憶也沒有。

至於我自己什麼時候改穿褲裝上班的？

我知道身為主任，常會是聚焦大家目光之

的，為了不想搶同仁剛改穿褲裝上班時的興

頭，也不想將眾人眼光從護理同仁的新褲裝

一下轉移到我這個天天焦頭爛額的人身上，

我延後好幾個月，等眾人對護理褲裝已不那

麼新奇時，才悄悄穿上我的新裝。

有一天，在醫院後走廊巧遇我們敬愛的

魏火曜教授，魏教授除了在我的眼前停住腳

步，還好好地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並且不停

地微笑點頭�，「好看！好看！」魏教授的肯

定與嘉許，讓我高興了老半天。那天，我過

得比平常快樂許多。

寫這個小故事，除了想搏讀者莞爾一

笑之外，因已是三十多年前的舊事，這三十

年中，世事、國事、人事都以前所未有的速

度，以多面向與多層次的態勢，不斷的產生

鉅變與創新。回顧過往點滴之際，也常常思

索著，如今，臺灣各醫院的高層管理人士，

是否已擺脫掉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由上而下

的治理方式，不再以「家長式」、「父權

式」的價值觀及手段，來管治醫院護理部的

大小事務吧！

（作者係母校護理學系1960年畢業，於1994

年獲選為IOM/NAM外籍院士，現退休並出任

財團法人道真護理教育研究基金會董事長）

臺大醫院現今護理人員褲裝（黃

璉華老師）與裙裝（張媚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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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客似的碩士生涯

在
臺大醫學院生化所修讀碩士期間

（1982-1984），正是在體育館做實

驗，到機電大樓查資料的年代。

1982年考入臺大醫學院生化所，醫學

院與附設醫院大興土木開始建新大樓。大學

時期醫學院活動中心是課餘生活的重心，大

三擔任活動中心幹事，常光顧地上活動中心

打桌球及撞球，午餐是帶便當在地下活動中

心配紅茶吃，然而考上研究所後一切都改觀

了，碩士班的兩年中，留著大學時代回憶的

舊建築被拆得乾乾淨淨。

大學畢業那一年度過一個多采多姿的暑

假，先與畢業同窗到苗栗中油

醫療所打工，之後又與考上研

究所的新同學蘇瑀、董欣蓮、

葉心美、林耀庭等，結伴完成

了花東單車之旅。隨即收心來

到生化所報到，找呂鋒洲老師

擔任我碩士指導教授。呂老師

教我們大三生化的酵素學，找

他指導的動機，是想多學習醫

學酵素學，因為自己大學本科

是醫技，考慮未來可能會回到

大學本行，而臨床檢驗就需要

豐富的酵素學知識。

當時呂老師正著迷於烏腳

病流行區井水研究，他分析出水中有麥角胺

（ergotamine）成份，認為可能是環境黴菌所

產生。他的一位大學工讀生已準備好了一批

蕃藷籤，想要培養黴菌來證明這個想法，我

這個菜鳥研究生正好派上用場。於是我就在

聯合教學館三樓邊間的實驗桌一角，進行了

黴菌培養、有機溶劑萃取、薄層色層分析及

螢光測定等。

雖然萃取分析天然毒素的實驗操作很有

趣，但是仍與自己的志趣不合。於是當學期

開始，因為改建的需求，各基礎學科紛紛遷

離聯教館搬入新改裝的體育館替代空間。我

初期所做的黴菌培養、萃取留

在原地。我則搬入體育館替代

空間，展開新的血清酵素及腫

瘤組織酵素實驗計畫。

醫學院的體育館成為我

二年碩士班學習的場所。然而

退伍後回到母系服務，參加醫

技系學生活動時再度回到體育

館，在空盪盪的館中，完全找

不到當年兢兢業業進行研究時

的蛛絲馬跡，當真是船過水無

痕，成為一位館中過客。

大學時，醫圖主要是自修

時的場所，少有進入期刊室查

生化所1982年碩士班新生於二

號館合照

文／方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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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文獻的機會。而研究所做專題討論需要查

閱文獻時，舊醫圖已清空預備拆除，而備用

的圖書館空間，就暫借先建的機電大樓。

在個人電腦、資料庫及網路開始萌芽的

年代，找文獻資料頗費人工。記得當年林國

煌教授在上課時提及最近到美國一所大學訪

問時，看到那裡的圖書館十分先進，已有電

腦資料庫查詢。他想查mimosine的資料，第二

天對方就帶來一大疊印好的電腦報表，包括

所有mimosine的文獻。以今日電腦資訊發達的

角度來看，撞針打印的報表紙已是罕見，但

那時聽到林國煌教授的訴說，心中極為期待

有朝一日也能到美國見識見識，也盼我們的

圖書館也能有這種服務。

當時查資料常用Index Medicus, Current 

Content等書面資料庫。那時我擔任研究生協

會的副會長，為了服務醫學院的同學，特別

舉辦過一場「資料檢索研討會」，向醫圖借

了一套相關介紹的幻燈片。幻燈片介紹後，

則是進入機電大樓中的圖書館進行實作練

習，出席研討會的同學相當踴躍，會後幾位

同學都表示收穫良多。有趣的是，還記得當

年那一套醫圖自製幻燈片，扮演教授的男主

角，就是我的指導教授呂鋒洲老師。

碩士班的兩年一晃而過，至今仍記得

林榮耀教授的分子生物學，對著講堂中寥寥

數人的碩士生，快速翻著手中筆記，機關槍

似的口沫橫飛、興高彩烈的細數歷來諾貝爾

獎得獎主在核酸及蛋白質研究的傑出貢獻；

每個月不同老師實驗室輪流舉辦慶生活動的

Happy hour，輪到我們實驗室時，從家中帶來

的珍珠肉丸總是大受好評；同學間遇到實驗

瓶頸時，互吐苦水道盡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然而在這兩年讓我學到了什麼？

如同當年擔任所長的林榮耀教授，在

論文口試時對外聘口試委員常說的：「碩士

生最重要的是學習研究方法，不一定要做出

具體的結果，因此對於結果不要太苛求，主

要是考他們研究的方法。」我在呂老師的實

驗室做出的結果雖然也曾發表，但自認深度

不夠，然而這兩年時間讓我學習到研究的方

法，也培養出我對研究的興趣及訂出未來的

目標。之後我前往美國杜克大學生化所修習

博士學位時，課業成績能夠取得高分，而且

也能快速融入研究工作，這些都要拜在生化

所修習碩士學位之賜。

慶祝生化所70週年所慶，謹以短文感念

所裡師長對我的教導。

（作者係母校醫技系1982年畢業，現任母校

醫技系副教授、楓城新聞及景福醫訊總編

輯）1983年6月作者與碩士班畢業學姐林亮音合

照，背景為當年圖書館替代空間的機電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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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30重聚，未竟的夢想

參與

2016年6月5日是1986年畢業滿30年的

饗宴—重回母校，國立臺灣大學。三十四年

前帶著青澀，剛從高中走入椰林大道，在談

笑間構築名為夢想的青春曲，而畢業三十年

後，再度見到海外及分散在各地的老友們齊

聚在臺大小巨蛋參與這由回憶與思念交織的

盛會，由畢業校友自組的舞曲，自發練習的

踢正步與合唱團精彩演出，彷彿時光倒流，

重回那名為青春的大學時代，歷任的大家長

排除萬難共度春宵，包括孫震、陳維昭及楊

泮池等校長也蒞臨參與此盛宴，在臺大30重

聚，觥籌交錯把酒言歡，重溫學生時代的舊

夢。

轉瞬間已過三十年，畢業後每人各奔東

西，在工作、家庭、感情間勞碌奔波，熱情

也逐漸消磨殆盡，能偶爾見到好友一面也是

一種奢求。在社會中歷盡滄桑，為了養家餬

口四處奔波流浪，有時也會感嘆我的生活不

應如此，或許是幸福的青鳥曾在大學時在我

身旁，但卻在不注意間溜走了。在得知30重

聚時，內心是百感交集，擔心無法再見到好

友，又或是被品頭論足，反正一切見面就會

知道。在與會中，有人對自己的社經成就如

數家珍，但每日勞勞碌碌；也有人已閒雲野

鶴，過著含飴弄孫的退休生活，但每個人重

回母校，如同走入時光隧道，將學生發生的

往事一一重現。

回憶

1982年，我剛考進臺大復

健醫學系，當時躊躇滿志，希

望夢想起飛，開創美好人生，

當時「今日你以臺大為榮，明

日臺大以你為榮」一直深刻在

我的腦海中。這對有成就的校

友來說這美好的仗已打過，我

雖成就不高，但我對臺大仍有

深厚的情感，在此由衷感謝臺本人與陳建仁副總統、鍾國彪合照本人與黃武雄教師合影

文／劉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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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栽培與洗禮，我在後來轉至公共衛生學

系就讀，在每個階段，都有需要感謝的人，

包括我在數學系工讀時，我的恩師黃武雄教

授力挺我，讓我能順利完成臺大學位，再來

是我公衛系的導師—陳建仁院士，現在已高

升副總統—在我大學時對我鼓勵與協助，在

人生的旅途中令我沒齒難忘，其他在我人生

中教導我，勉勵我的人都是我的恩師。雖然

我現在身在學界中顛沛流離，但在風雨名山

之業上小有成就，值得欣慰。而2007年回母

校進行升等研究，老驥伏櫪想放手一搏，無

奈事與願違功虧一簣，只能望穿秋水成為我

人生中一大遺憾。

分享

在我人生最低潮時，最能支持我的，

是一群不離不棄的好友們，包括公衛學院

陳為堅院長建議我轉念，既然無法處理，只

能放下，而我的同學鍾國彪、施修明、黃子

芬、張銘峰、張友琪、陳美蓉、馮兆康、潘

苡玲、李彩萍、吳麗珠等同學也一一安慰。

正如國彪同學曾說：曾經同學願意很深入分

享，一別十年，如白駒過隙，又藏於內心深

處。黃子芬更精神喊話：愛的生命最珍貴，

最後期待2026年臺大40重聚，大家一起來分

享生命的改變。馮兆康說：明德兄在我們班

上，立功、立德、立言。我希望自己在有限

生命中，再追求第二人生，千里之行，始於

足下，再造生命里程，珍惜每一天。

（作者係母校公衛系1986年畢業，微免所

1998年畢業。現任職國立聯合大學與弘光科

技大學兼任教師）

重聚三十 PH71合照



104學年度畢業典禮報導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18

2016年臺大醫學系最佳教師、主

治醫師、住院醫師選拔活動報導

由
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基金會所提供的

最佳教師獎3名與最佳主治醫師獎2名

及林和惠醫師紀念基金會所提供的最佳住院

醫師獎2名，經過醫學系四年級同學（基礎教

師獎）以書面票選，以及醫學系七年級實習

醫師於今年3到4月期間，經過1個月的網路公

開票選，並在選拔委員會的督導下（該委員

會是由謝博生教授、戴東原教授、許美慧醫

師、陳博光教授、吳明賢教授等5位委員所組

成），投票結果終於揭曉。今年（2016年）

由藥理學科蔡丰喬助理教授榮獲北美校友基

金會最佳基礎教師獎；外科林本仁副教授、

眼科廖述朗副教授榮獲北美校友基金會最佳

臨床教師獎；外科部徐紹勛醫師、神經部湯

頌君醫師榮獲北美校友基金會醫療服務獎

（最佳主治醫師獎）；外科部蕭智陽醫師、

神經部蔡欣熹醫師榮獲林和惠醫師紀念基金

會最佳住院醫師獎。

我們很榮幸於105年6月3日星期五下午假

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201廳所舉辦之「104

學年度醫學系畢業生撥穗典禮」中，邀請到

北美校友基金會莊武雄理事長出席頒獎；以

及林和惠醫師紀念基金會游正博教授出席

頒獎，並為與會貴賓、老師、畢業班同學及

家長闡明「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基金會」及

「林和惠醫師紀念基金會」創立最佳教師、

主治醫師、住院醫師獎的宗旨與由來。並請

畢業生代表上臺獻花表達對獲獎師長由衷的

感謝與恭賀之意。

此次我們特別訪問得獎的師長請他們

發表感言；藥理學科蔡丰喬老師：「很榮幸

文／吳明賢、蕭伊芸

莊武雄理事長頒發最佳基礎教師獎予藥理

學科蔡丰喬老師吳明賢主任致辭



104學年度畢業典禮報導

2016年7月‧第33卷第7期 19

能得到這個獎。丰喬在母校求學時，曾經票

選過心目中的優良老師；在美求學時，也曾

是「臺大醫學院北美校友會」的一份子。今

日得到同學肯定，領取「北美校友基金會」

的獎項，除了感受到角色轉換的趣味外，更

對箇中的傳承意念，體會頗多。自母校畢業

十幾年來，無論在何處求學工作，丰喬都深

切感受到校友們對母校的殷切期許與回饋之

心。很幸運地，我能兼具在台與在美校友的

身分，並進一步地將企盼化為行動，回到母

校貢獻所學。身為教師新手，丰喬感謝院方

對醫學教育的重視，也感動於新一代醫者對

學習的熱情。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

們的教學與研究必會蒸蒸日上，為台灣醫界

的未來與民眾的福祉，貢獻更多。」

外科林本仁副教授：「獲得北美校友基

金會最佳臨床教師獎，不僅是對我個人的莫

大鼓勵，也是對醫學教育之教化功能的一大

肯定。這不是靠我個人的努力可以獲得的獎

項，而是須仰賴所有同仁的協助，和所有學

生們的優質表現，才能累積的成果。謝謝醫

學系同學們和評審委員的肯定、鼓勵，將來

我會繼續努力於臨床的教學：傳授醫學知識

經驗、分享醫病相處的態度、方式和生活經

驗。期待我們一起，努力地、勇敢地，朝做

個好醫師的目標邁進。」

眼科廖述朗副教授陳述「得知被票選榮

獲北美校友基金會最佳臨床教師獎，真是又

驚又喜！回想自己一直擔任眼科實習醫師課

程主任，有較多的機會接觸到實習醫師並與

他們互動，特別是每一梯次實習醫師課程結

束前的回饋座談會，除了檢討眼科實習課程

尚待改進之處及實習過程遇到的問題外，每

每閒聊一些職涯點滴及人生規劃，都可以看

到學弟妹們對醫療新知學習的渴慕及對將來

成為濟世仁醫的憧憬。可是他們同時也對台

灣醫療環境混亂充滿不安及無力，常常適時

與實習醫師們分享過來人的經驗及聽聽他們

的心聲，也讓自己感覺好像又回到20幾年前

實習生活的青澀。

得獎是一種肯定，希望實習醫師們能從

眼科課程學習及彼此分享裡，信心滿滿的踏

上醫療生涯旅程。得獎更是一種惶恐，督促

自己更戰戰兢兢堅守崗位，不忘醫學教育初

莊理事長頒發最佳臨床教師獎予外科林本

仁副教授

莊理事長頒發最佳臨床教師獎予眼科廖述

朗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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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讓眼科的實習醫師課程更臻完美！」

獲得最佳主治醫師獎的外科部徐紹勛醫

師表示：「當接獲醫學系通知榮獲本年度的

『北美校友基金會最佳主治醫師獎』時，內

心的喜悅與悸動實非筆墨所能形容。但當我

隨後詳閱有關此獎項成立之緣由、宗旨與對

得獎人的期待時，不禁讓我心頭為之一震，

因為我頓時明白榮獲此獎項不單只是一種榮

耀，更重要的是，於此同時學弟妹們、系所

校友及師長們，已然將一項重責大任託付給

我，那就是期待我能將『熱心教學、真誠服

務、負責任、肯犧牲的精神』，傳承給更多

後進的學弟妹們。此責任何其重大，因為此

時的我都還不能確定自己的表現是否真的符

合此獎項對受獎人的期待。在我的心目中，

有些醫師比我更有資格榮獲此獎項，更應該

被稱為是『良醫』，而長期以來他們也一直

是我在求學與行醫路途上的良師。這一路走

來，我從與他們的朝夕相處中，逐漸學習到

了如何成為一位醫者。如果今日我的表現能

夠稍稍符合大家的期待，那麼最該被稱讚與

嘉許的，應該是這些長期以來努力指導、教

誨我的師長們。在此我要特別感謝外科部的

李元麒教授、賴鴻緒主任與陳晉興教授，不

論是待人處事與行醫救人，這三位師長一直

是我學習的標竿，行醫的榜樣；他們的身教

與言教，影響我最深遠，也啟發我最多。若

是今日我能有所成，這些師長們是幕後最大

的功臣，我也衷心地將這份榮耀與他們分

享。

最後我要勉勵各位學弟妹們，在臺大醫

院這個大家庭裡，有許許多多值得我們學習

而且也不吝於傾囊相授的良醫們。只要各位

願意虛心學習，用心體會，在長期的耳濡目

染與潛移默化中，日後各位的表現一定也可

以讓盡心培育各位的師長們深覺驕傲。再次

感謝系所學弟妹、校友與師長們對我的肯定

與鼓勵，謝謝大家。」

神經部湯頌君醫師：「17年前的今天，

我坐在下面等待被撥穗，難忘實習的點點滴

滴，包括去過的病房，遇到的老師，學長

姐，護理師，病房其他成員，及照顧過的病

人，也在那一年決定了進入神經科的志向。

再度有機會參加撥穗典禮，除了感謝各位實

莊理事長頒發最佳主治醫師獎予外科部徐

紹勛醫師

莊理事長頒發最佳主治醫師獎予神經部湯

頌君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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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醫師學弟妹的支持，也是對我們神經科一

向以來的重視實習醫師學習的肯定。解構神

經科學的奧秘及尋找神經疾病的治療是醫學

研究的One Piece，與大家在實習的生涯交

集，充滿樂趣，也是我的榮幸。期勉大家繼

續努力朝向自己的志向前進，謝謝。」

獲得最佳住院醫師獎的外科部蕭智陽醫

師：「接獲自己得獎的通知，內心非常意外

與驚喜。外科的臨床工作繁忙，回憶自己這

幾年在醫院的日子，正是許多優秀師長的經

驗傳承與教導，才讓我在懵懂、茫然與摸索

中逐漸成熟。如今能讓學弟妹在成長路上感

受到一些關懷，並得到同學們的肯定，對我

而言是極大的鼓舞，以後更要繼續努力，把

師長們的熱忱和精神傳承下去。未來的路辛

苦但充滿意義，相信我們都能勇敢堅持。祝

福即將畢業的各位同學鵬程萬里，在行醫路

上莫忘初衷。」

神經部蔡欣熹醫師說：「在住院醫師

的生涯當中，能夠獲得實習醫師們的肯定是

莫大的殊榮，謝謝。一路上走來，遇到了很

多優秀的醫師，他們是我學習、行醫和待人

處事上的楷模，並且深切地影響著我的選擇

和決定。在醫學的道路上逐漸成長之時，發

現自己也開始背負著這樣的責任，所以一直

期許有朝一日能夠將這樣的經驗傳承下去，

並將學習的過程分享給其他人，希望在繁忙

且瑣碎的日常工作當中，能夠讓大家看到醫

學有趣且讓我感到熱情的那一面，再一次感

謝。」

最後希望藉由得獎的優良教師，讓大

家看到老師們除了致力於臨床服務與學術研

究，也持續在專業領域上研究創新，更對醫

學教育充滿熱情且提供了優質的教學指導，

提攜後進學弟妹們。由獲獎老師、主治醫

師、住院醫師的感言中，更可體會到他們的

熱心、積極以及謙虛的態度，足為其他同仁

及後進學弟妹們的楷模。但因每年得獎名額

有限，難免有許多遺珠之憾的好老師，我們

將繼續秉持此信念，進而為國家、社會培養

更多優秀的好醫師、研究者，讓臺大醫學系

的優良傳統，持續傳承下去。

（作者吳明賢係母校醫學系1989年畢業，現任

母校醫學系主任；蕭伊芸現任醫學系技正）

游正博教授頒發最佳住院醫師獎予外科部

蕭智陽醫師

游教授頒發最佳住院醫師獎予神經部蔡欣

熹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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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愛歌第三集

2015年11月23日是我們結婚三週年紀念。

2013年筆者寫「長愛歌」記述我們從認識

到結婚的過程。一年後再寫「長愛歌續集」

包括新婚家居和蜜月旅行。如今結婚已滿三

年，再度提筆寫「長愛歌第三集」，仍彷唐

朝白居易「長恨歌」的體裁寫成。

轉眼結婚已三年，夫妻情深如新婚；

簡居淡食渡今生，歡樂生活似神仙。

虔誠信仰有依靠，上帝祝福賜安好；

勤上教堂敬拜主，讀經聽道唱詩班。

淑清練琴又刺繡，天天忙碌有成就；

種花種菜耕園地，新鮮蔬菜味道佳。

靜竹退休十四年，生活安排多空閒；

讀書寫作尚勤勉，午睡泡湯精神爽。

電腦傳來故鄉情，日夜開機看不停；

少講電話少寫信，唯恐親友漸失連。

兩人散步兼運動，保持身心常健康；

同看電視知天下，偶爾觀劇看電影。

東灣組成長樂會，高齡同鄉有交陪；

唱歌演講趣味多，笑口常開助長壽。

去年三月是初春，台南女中組團遊；

美國西南兩大州，風景奇異誘人遊。(A)

亞利桑那觀紅岩，新墨西哥多山洞；

峽間乘舟探幽徑，魔洞地底有山峰。

瑪麗蓮夢露巨像，裙擺底下競拍照；

汽車奔馳三千里，遊興勝過旅途疲。

八月初旬逢暑假，韓家三代聚亞城；(B)

談笑共餐兼遊戲，互相交誼更親蜜。

探訪石山遇大雨，水族館中看大魚；

植物園內花飄香，可樂工廠止口乾。

才藝表演唱別離，兩年一度再相聚；

留影照片編成冊，欣賞回憶牽情懷。

八月下旬天轉涼，溫哥華市好去處；

北美台人教授會，召開年會聚一堂。

創會會長廖述宗，追悼生前大貢獻；

眾多加拿大同鄉，首次參加此盛會。

黃國昌領青年軍，三月太陽花運動；

演講激情受欣賞，台灣意識大爆滿。

會後暢遊溫哥華，旅遊加國洛磯山；(C)

維多利亞大花園，賞心悅目讚聲揚。

雄偉山脈神創造，峻嶺山巔積白雪；

日光透射松林間，如晝美景誘觀賞。

山上冰河感身寒，路易湖濱自然美；

此景只應天上有，一再欣賞心神爽。

九月組團柏林去，兼遊波蘭看華沙；

醫學同窗又相聚，年老同遊更有趣。(D)

柏林凱旋門壯觀，遊客必到競拍照；

國會大廈玻璃館，層層旋轉步步升。

參觀猶太紀念館，納粹屠殺不忍看；

柏林圍牆已拆光，留下半截供參觀。

豬腳大餐吃不完，步行遊街大賣場；

文／林靜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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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經濟大興旺，社會民風很周全。

乘坐火車華沙去，鄉間樹綠風景美；

華沙市容多花草，公園皇宮都好看。

居里夫人瞻故居，兩次諾獎科學家；

未見蕭邦仰墓園，波蘭偉大音樂家。

今年三月訪台灣，林家兄妹大團員；

大妹淑敏住德國，二妹淑惠南加州；

靜竹夫妻北加州，飄洋過海遠道來。

兩位弟弟兩弟媳，長年奉養父母親；

九八老母仍健在，笑臉迎向兒女群；

大家同享天倫樂，母親百歲似可期。

台南探訪韓家親，明聰夫婦招待勤；

蘭花特展真善美，奇美博館關仔嶺。

良誠夫婦開大宴，牛魚龍蝦鐵板燒；(E)

親情雖濃難久留，拜別親人回家園。

今年五月赴南美，醫師會員參老美；

智利巴西阿根廷，同時參訪烏拉圭。

高潮伊瓜斯瀑布，比美尼加拉維多；(F)

五星旅館大夜宴，短程飛航補陸遊。

智利古蹟博物館，印加王朝留痕跡；

烏拉圭有好農場，乳牛熊鼠任觸摸。(G)

阿國牛排味道佳，口齒留香忘不了；

布宜諾斯愛里斯，高樓大廈大城市。

跨三國界大瀑布，佔地廣闊多層面；

來勢洶洶水急流，萬馬奔馳衝山谷。

水聲宏亮如雷鳴，大小水柱數不清；

天造神工人敬佩，觸目驚心印象深。

巴西盛產寶石礦，工廠磨煉閃亮光；

里約海岸真優美，沙灘椰影泳裝人。

山上基督立石像，雙臂攤開赦罪人；

遊客擁擠頻拍照，誠心信仰有多少。

今年六月去南加，淑清兒孫齊相聚；

勞倫維克渡假村，再度重遊觀話劇。

二姐淑馨亦來訪，先住南加後北加；

姐妹情深好作伴，形影不離談不完。

長孫怡安進芝大，三代結緣一校園；

芝城是我久居處，湖景高樓記憶新。(H)

靜竹八十欣五十，九月全家慶生會；

十月宴請好朋友，次日教會辦祝壽。(I)

感恩上帝多祝福，淑清誕辰同慶祝；

筆者夫婦於 2 0 1 4 年 7 月教會退修會，

Sonoma State University宿舍前留影。

筆者夫婦於2014年8月在Canadian Rocky的
Lake Louise湖濱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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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八十上層樓，坐八望九盼長壽。

古巴旱季十一月，醫學同班相偕遊；(J)

華倫迪勞是港都，海岸美景吸遊客；

曬日戲水白沙灘，渡假聖地心神爽。

哈瓦那住大酒店，天天出遊好景點；

馬蒂雕像博物館，領導反抗西班牙。

南方國家植物園，世界椰樹大集會；

山谷壁畫多彩色，雪茄工廠勞工忙。

探訪砲台博物館，水晶地洞設備差；

國家旅館大宴會，醇酒龍蝦水晶燈。

社會落後人種雜，政府專制禁忌多；

共產國家漸開放，百姓貧窮盼翻身。

結婚三年寫三集，長愛歌也該收場；

一日夫妻百日恩，相敬相愛相扶持；

歲月推移人漸老，此愛綿綿無絕期。

註解

A. 2014年3月淑清台南女中同學組團遍遊美

國西南方Arizona及New Mexico兩州的風景

區。

B. 2014年8月初旬，韓家傳統兩三年舉辦一次

的家族（台南韓石泉醫師後代）聚會，在

淑清女兒Ingrid及女婿Rob在Atlanta, Georgia

的大宅院舉行。三代老少50多人參加。

C. 2014年8月下旬，北美州台灣人教授協會

（NATPA）在加拿大Vancouver開年會，邀

請台灣太陽花運動成員參加, 會後暢遊市

區，Butchart Garden及Canadian Rocky風景

區。

D. 2014年9月，靜竹臺大醫學院同班（1961年

畢業）同學18人組團遊覽德國柏林及波蘭

華沙。

E. 2015年3月探訪韓家時，淑清二姐兒子何明

聰夫婦招待各處參觀。三哥韓良誠夫婦招

待鐵板燒餐館夜宴。

F. 2015年5月我們參加北美州台灣人醫師協會

（NATMA）舉辦的南美旅遊團，共有七對

夫婦參加，另有十一位同年齡層老美（五

對夫婦加一人）也參加。由年輕的阿根廷

導遊領隊。南美伊瓜斯（Iguazu），南非

維多利亞（Victoria），及美加邊界尼加拉

（Niagara）同列世界三大瀑布。

G. 在烏拉圭農場，除了享受一頓豐富的午

餐，有一母牛供遊客擠奶。場主也賜養三

隻罕見的熊鼠（Capybara），行動緩慢，

生性溫和。能讓遊客拍背觸摸。

H. 長孫怡安（David Lin）今年進芝加哥大

學，他的父親存欣（Jim Lin）和母親邱

鈺淋（May Chiu）也曾在芝大醫學院就學

和受專業訓練。靜竹在芝大執教達25年之

久。

I. 2015年9月長男林存欣50歲。靜竹則於10月

24日登80歲。因十月份兒孫不在舊金山，

先於9月23日舉辦家庭慶祝。10月靜竹生日

當天在餐館宴請九對朋友，次日在教會辦

慶生會祝壽，會眾六十多人。淑清生在12

月，也同時慶祝。

J. 2015年11月初旬十天，經由陳信義、王肇

俊安排，七對年登80的醫學院同班同學夫

婦同遊美國禁地古巴，先睹為快。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1年畢業，現任芝加哥

大學終身榮譽教授，目前居住北加州東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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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乎山水之間也

圖文／葉弘宣

江
上之清風，山間之明月。

幾天前，我NTUMC1968一位同學LSH

在班上網站PO文：

宋‧歐陽修（醉翁亭記）：醉翁之意不

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

今‧葉板橋（大衝浪記）：葉子之意不

在媛，在乎山水之間也。

每每在山中溪水邊漫步，也會想起武陵

人，“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

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

紛。＂；或是滁洲西澗，“獨憐幽草澗邊

生，上有黃鸝深樹鳴。＂

或者跟柳宗元一起“施施而行，漫漫而

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

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或若

歐陽修，“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

出於兩峰之間者。＂

那年泛舟於科羅拉多河上，感到“清風

徐來，水波不興＂；兩岸岩層時起時落，倒

映河中，“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

同。＂

有次在大武山上迷了路，感到“不識廬

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月夜山中行，王維的“人閑桂花落，夜

LSH深知葉子喜愛遊山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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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也

會映出腦海。

那一天，如同張岱“吾輩縱舟，酣睡於

十里荷花之中＂，享受“香氣拍人，清夢甚

愜。＂的境界。

蘇子東坡說得好：

“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

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

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

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

也，…＂

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筆也。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8年畢業，曾任職美國加州州立醫院內科，現已退休）

醫學人文關懷專戶

日期 姓名 台幣 美金

105/4/11 Phoeng Foundation
（李華林博士，藥學系）

30,000

105/4/9 陳永成 10,000 

醫學人文教育專戶

日期 姓名 台幣 美金

105/4/15 NATMA Foundation（邱義男） 10,000

105/4/11 NTUMCAF（邱義男） 20,000 

105/4/27 張金堅 100,000

105/6/22 NTUMCAF（邱義男） 11,000 

NTUMCAF（余承緒） 10,000 

105年4~6月徵信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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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年冬天，上個世紀八零年代的第二個

冬天，我感覺特別冷。並不是自然界

的氣溫特別冷，而是，我的生命正處於一個

冰冷的冬天，我需要一些陽光，也需要一點

積蓄，經過幾天的考慮，我決定從蒙特利公

園市搬到租金相對便宜的柔似蜜市。柔似蜜

Rosemead這名字，聽起來像風情萬種的溫柔

鄉，其實，它只是一個普通的城市，離洛杉

磯市城中心大約十一哩。

查閱報紙的租房分類廣告，用電話聯

絡之後，我開車來到柔似蜜市一條兩邊種有

榆樹的街道。時值初冬，草木逐漸凋零，特

別是有房間出租的這棟木質結構平房，更顯

得凋蔽陳舊，屋子顯然多年沒有整修刷新，

原來的青綠色油漆已風化成斑駁的青灰色，

前院的草地大半枯黃，雜草叢生，中間有一

株榆樹，這榆樹很高大，枝椏朝四方橫生，

像一把大傘似地蓋住了大半個屋頂和壁爐的

煙囪。很多野鴿子棲息在上面，肆無忌憚地

上下飛躍，好像，這土地的所有權是屬於鴿

子，牠們是房子的主人，我是來找牠們租房

子的。

走上玄關的台階，按了門鈴，門鈴的鈴

聲不響，屋內的看家狗卻吠得很嘹亮。

幾秒鐘後，我聽到屋內有女人喊叫的聲

音，吆喝那隻狗到後院去，然後，門開了，

門內站著一個女人。這女人，模樣已過中

年，身穿一件淡色的洋裝，洋裝很寬鬆，好

像寬鬆到有隨時掉下來的危險，沒有打扮，

頭髮蓬鬆，似乎剛從午睡起床不久。

「你是要來租房子的。」她帶著微笑地

說。

「是的。」我說。

「我叫露絲，進來吧。」她用手示意我

進去。

我走進屋內，屋內跟屋外一樣陳舊，

不但陳舊，而且凌亂，客廳裡置放了許多

東西，大部份是文件或檔案，有些用厚厚的

牛皮紙信封裝起來，有些則一疊疊地散置在

沙發，檯桌或書櫃上，空氣中瀰漫著一股煙

味，令人感到空氣混濁的香煙味。

「妳抽煙？」我不禁問。

「抽。」露絲輕鬆地點點頭。

「抽得很重？」

「一天抽一包。」

「抽煙對身體有害」我說。

「你們醫生都這樣說。」她咯咯地笑起

來，「我已抽了幾十年的煙，我的家庭醫生

也常常勸我戒煙，可是，他已死了，我還是

好好地活著。」她邊說，邊領著我通過房間

通道，去看那間要出租的房間。

露絲的家有三間臥房，前面的主臥房

她自己住，後面朝後院的臥房租給一個墨

西哥裔的美國人，另一間臥房緊靠著隔壁的

文／黃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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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道，是目前要出租的房間，這房間不大，

約一百五十平方呎，剛好可以擺下一張單人

床，書桌和書櫥，房間的西邊有一扇玻璃窗

戶，由窗口可以看到鄰居房子邊的一排扶桑

樹。此時已近薄暮，扶桑樹上面的天空飄著

幾片浮雲，落日的光輝正給浮雲鑲上了一道

美麗的金邊。

「這房間要租多少錢？」我問露絲。

「一百八十塊。」她說。

「什麼時候可以搬進來？」

「任何時候都可以搬進來。」

「對房客有什麼限制嗎？」

「沒有什麼限制，你可以把這裡當作自

己的家，廚房客廳電話都可以用。」露絲親

切地說。

我沒多問，也沒有多作考慮，就決定

租下這房間，雖然這房子陳舊，雖然這房子

有煙味，但露絲給我一股溫馨的感覺，在異

地的遊子如天上飄零的浮雲，那落日雖然昏

黃，卻帶著溫暖和豐富的感情。

我跟露絲簽了租房契約，幾天內就搬進

這人生旅途的另一個驛站。

時光飛逝，很快地這世界又老了一年，

又到了聖誕卡紛飛的季節，露絲是猶太人，

不過聖誕節，家裡沒有聖誕樹，屋外也沒有

聖誕燈。平安夜的那天晚上，我從醫院急診

處值完班回來，帶著一身疲憊走進廚房，露

絲正站在爐邊，用鱒魚煮一道類似台灣菜裡

的五柳枝。

「聖誕老公公的車隊正在從門前經

過。」我無話找話說。

露絲把魚翻了翻，轉頭望望窗外隨著車

隊移動而閃爍的聖誕燈。

「能不能跟妳道聲聖誕快樂？」我隨意

問，不知道這樣說會不會冒犯只篤信舊約聖

經的猶太人。

「當然可以。」露絲的回答出乎我的意

料，「人世間有許多紛爭和苦難，但在這平

安夜，讓我們有一顆新生的心，讓我們暫時

拋棄一切煩惱，忘記所有苦痛，聽聽那快樂

的鈴聲，感受那溫馨的亮光。」

「講得好。」我說，說著，打開冰箱，

取出青豆，雞腿和包心菜，準備我的晚餐。

「要一些我的鱒魚嗎？」露絲邊把切碎

的蘑菇和胡蘿蔔撒在鱒魚上，邊問。

「謝謝。」我說。

「今天晚上在家裡吃飯？不去派對？」

露絲又問。

我搖搖頭。

「如果可以的話，等會兒能不能開車帶

我去愛琳家？」露絲接著說：「我已很久沒

見到她在巴西的兒子，前幾天突然回來了，

聽說病得很嚴重。」

「沒問題。」我爽快地答應，雖然我身

心疲憊，卻也很想再去探望愛琳。

愛琳是露絲前夫的姐姐，在露絲的親戚

朋友裡，她是比較隨和健談的，以前當過商

業法律師，丈夫去世後住在洛杉磯北邊伊頓

峽谷（Eaton canyon）附近，她有一個小孫女

名叫仙蒂，仙蒂的父親經常在巴西做珠寶生

意，兩年前離了婚後，無法照顧仙蒂，就把

她帶來給祖母扶養。

我們的車子大約走了二十分鐘，進入依

頓峽谷山區，又繞過幾條山路，就來到愛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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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房子，房子是西班牙式二層樓建築，座落

在山巒斜坡間的高地，從這裡遠望，上面是

星羅棋布的夜空，下面是燈如煙海的洛杉磯

夜景。

來開門的是小女孩仙蒂，她引領我們到

二樓的一間臥室，臥室的臥床躺了一個中年

人，愛琳坐在床沿。這中年人蓋著棉被，露

出手臂和臉龐，眼睛微閉，似乎在睡覺或休

息養神。

「爹爹，不要張開眼睛，猜是誰來

了？」仙蒂跑著搶先拉開嗓門喊。

「是露絲阿姨，妳奶奶告訴我，她今晚

會來。」中年人說，他的聲音緩慢而低啞。

「還有一個人是誰？」仙蒂又問。

「阿爾伯特？」中年人說。（阿爾伯特

是露絲的兒子）

「猜錯了。」仙蒂說：「是露絲阿姨的

房客，來自台灣的醫生。」

中年人張開眼睛，朝我們示意地點點

頭，表示歡迎的樣子。

「再猜我手裡是什麼東西？」仙蒂又淘

氣地舉起握著的右手。

中年人想了想，「巧克力？」

「不對。」

「聞聞看。」仙蒂把右手舉到中年人的

鼻孔邊。

「薄荷糖？」

「也不對，是――」仙蒂得意地張開右

手，露出一個鴿子蛋。

「哪來的鴿子蛋？」坐在床沿的愛琳

說。

「松樹上的鴿子被貓咬死了，我把蛋撿

起來。」仙蒂說。

「松樹那麼高，妳怎麼搆得著？」愛琳

不相信。

「鴿子的鳥巢離屋外樓梯口不遠，我

用摘杏子的竹竿把它拿下來。」仙蒂說，

朝手心上的鴿子蛋吹了口熱氣，又稚氣地

說：「奶奶，能不能幫我把這個蛋孵成小鴿

子？。」

愛琳微微一笑，「明天再說，妳先到

樓下自己玩去，讓露絲阿姨跟妳爹談談，好

嗎？」

仙蒂嗯了一聲，跑出房門。我和露絲從

房外搬來兩張椅子，坐在床邊。仔細地，我

近距離打量這中年人。這中年人皮膚乾癟，

眼白發黃，很容易讓人想到是肝病後期的病

人，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憔悴許多，好像無

情的歲月如蕭瑟的秋風，冷酷地使茂盛的夏

天提早枯萎。

「好久不見。」坐定之後，露絲先打開

話匣子。

「時間過得很快，一晃已兩年。」中年

人說。洛杉磯依頓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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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跟莎拉有聯絡嗎？」露絲問。（莎

拉是仙蒂的母親）

「我不知道她在哪裡，對我而言，她已

死了。」中年人說。

「還恨她？」露絲說。

中年人苦笑數聲，最後一聲很長，變成

一聲長嘆，「她使我變成今天這個樣子。」

「你父親曾經告誡你，如果一個人只對

你很好，但對其他的人卻很刻薄，這種人你

要特別小心，莎拉開始的時候待你特別好，

但對我卻很冷漠。」露絲說。

「我不後悔認識她，」中年人頓了頓，

「沒有認識莎拉，就不會有仙蒂，仙蒂給我

很大的安慰。」

「仙蒂是一個很伶俐懂事的女孩。」露

絲說。

「只是，」中年人露出失落傷感的

神情，「我無力扶養她，我很窮，一身是

債。」

「在巴西做珠寶生意不是挺好的嗎？」

露絲有些訝異。

中年人又長吁短嘆幾聲，「我被朋友

出賣了，常聽人家說，朋友沒有到利害衝突

的時候，是不知道這朋友的好壞，真的是這

樣，可惜，這教訓我以後也用不著了。」

「怎麼這樣說。」露絲安慰他。

這中年人沉默半晌，呆呆地望著天花

板，許久才低低地說：

「我知道自己的身體，我是一個沒有用

的人，沒有明天的人。」

露絲緊握住他伸出棉被的手，「你是不

是還在喝酒？不要再喝酒，把身體弄好，一

切從頭再來。」她說得很懇切。

「太遲了。」中年人的聲音很虛弱。

許久沒言語的愛琳閃著淚光，「我的好

兒子，不會太遲的，記得好像還是昨天發生

的事，你還是一個可愛聰明的小男孩，你父

親以你為榮，他去世之前還說，他對你並不

灰心，他認為你一定可以成為一個正直而有

用的人。」

中年人露出很難過的神情，沉思良久，

終於，他慢慢地從床上坐起來，拉開床邊的

窗簾，望著窗外的星空，他的眼神似乎停落

在某個星星，「每當仰望星空，我總覺得

父親是某個星星，正默默地照亮我的路，今

天晚上，他一定又在指引我一條回歸上帝的

路。」他沙啞地說。

他的聲音雖然沙啞，卻感人肺腑，如果

說，每個人是上帝用肉體塑造的一座廟宇，

這座廟宇在起初我遇見的時候，像是一片廢

墟，可是現在，他好像不是不能修復的。   

愛琳和露絲又繼續說了許久安慰鼓勵的

話，直到夜漸漸深了，我們終於起身告辭，

走下樓梯，走出屋門，走到泊車的山坡路，

忽然，我聽見仙蒂在背後喊我，我轉過身，

見她氣吁吁地跑過來，從口袋裡掏出一個小

玻璃瓶子。

「這瓶油用完了，能不能麻煩你買一瓶

新的給我？」她說。

「這是什麼東西？」我問。

「茶樹油。」她說。

「做什麼用？」

「我爹爹肚子不舒服的時候，我就幫他

用茶樹油揉，他就覺得舒服一點。」她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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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

我望著那張天真的臉龐，和那雙明亮的

眼睛，感觸油然而生，那感觸有很多層次，

混雜著喜悅，酸楚，希望和傷感。

不知何時，遠處傳來舒伯特的聖母頌，

那樂音在帶著松香的空氣中飄盪，像是天上

天使的聲音，也像人世間訴說苦痛祈求解脫

的聲音。

啊 瑪麗亞 天堂的新娘

在萬眾景仰的歡呼中 鐘聲為妳響起

為妳的痛楚 也為妳的驕傲

妳點燃了生命的明燈

不論在黑夜 或是白天

妳擁抱了平安的王子

使罪孽的黑暗畏縮而逐漸消退

啊 奇異恩典的母親

救贖我們吧

在我們有生之年 也在我們臨別說再見的時刻

「妳有聽到那聲音嗎？」我問露絲。

「有，真美麗的聲音。」露絲說。

我們三個人不約而同地佇立在山坡上，

默默地感受那充滿聖靈的聲音。

夜，靜悄悄的。山風輕輕地吹拂，峽

谷的澗水淙淙地流逝，天空的星星燦爛地

閃熠，浩如煙海的燈火輝煌地燃燒，此時此

刻，在這寧靜的平安夜裡，在這空曠的高地

上，在這滿天星斗的蒼穹下。生與死，痛苦

與歡樂，過去與未來，世間與天堂的界線，

竟是那麼地飄忽模糊，是人間，是天上，是

人間天上，是天上人間。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77年畢業，現為家醫

科醫生於洛杉磯行醫）

牙醫學系韓良俊名譽教授、眼科胡芳蓉教授、小兒科李秉穎副教授

分別榮獲衛生福利部105年衛生福利一等、二等、三等專業獎章

李秉穎副教授（左二）、胡芳

蓉教授（左四）、張博雅（監

察院院長，左五）、陳建仁副

總統（中）、林奏延（衛福部

部長，右七）、韓良俊名譽教

授（右五）。

〈照片轉載自東森新聞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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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京都大學公衛學院Fukuhara院長
會 見 臺 北 三 黃

20 1 6 年 3 月 1 至 5 日，日本京都大學公

衛學院院長福原俊一（Prof .  Shunichi 

Fukuhara）率領四位來自京大和福島醫學大

學（Fukushima Medical University）的學者

［濱口杉大（Sugihiro Hamaguchi）主任、後

藤励（Rei Goto）副教授、東光久（Teruhisa 

Azuma）副教授和長沼透（Toru Naganuma）

博士］，來臺大公衛學院與院內同仁學術交

流。雙方以超高齡社會長期照護及臨終醫療

為主題，一方面參訪臺大及臺北巿相關設施

與制度，另一方面討論跨國研究的可能。

京大參訪團的參訪行程，包含：1.聯合醫

院黃勝堅總院長分享安寧照護經驗；2.參訪臺

大醫學院／醫院的家醫科／部；3.參訪臺大醫

院北護分院並與當地社區組織代表聚會；4.拜

會臺北市衛生局；5.拜會本校楊泮池校長、郭

鴻基教務長及張淑英國際長。在研究議題討

論方面，共有公衛學院11位教師與7位學生，

以及臺大醫學院和醫院8位教授及醫師，加

入一整天的交流討論，聚焦出合作主題。透

過這些活動，對雙方未來合作發展，極具助

益。

福原俊一院長之所以率領五人來台參

訪，其實有一個淵源。去年12月我受邀到京

都大學擔任The 1st Kyoto Symposium for Young 

Public Health Researchers其中一節的會議主

持人（moderator），並與京大公衛學院院長 

福原俊一院長簽署雙聯學位（Double Degree 

Program）合作意願書（圖1、2）。

任務完成、離開前一天，福原院長邀請

我跟詹長權副院長到他院長室聊天。原來，

福原院長看到超高齡社會長期照護及臨終醫

2015年12月3日於日本京都大學與福原院長簽
署雙聯學位（Double Degree Program）合作
意願書

1

簽署儀式後，作者與福原院長於講堂合影

2

文／陳為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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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的海嘯即將襲來，一直想在京大推動基層

醫療（primary care）。

「但是在京大這種醫學中心，沒有人要

理會我這種想法！」他話鋒一轉，「為何你

們臺大有家醫科，而且還有很多醫師到公衛

學院進修？」

臺北三黃
我及詹副院長告訴福原院長，不只家醫

科，現在的臺北巿衛生局正在推動社區安寧

照護，也是跟他關心的臨終醫療有關。在Prof. 

Fukuhara的請求下，我及詹副院長在海報架上

的白紙，寫下三位值得他專程到臺北拜會的

人士：

黃世傑（臺北巿衛生局局長）

黃勝堅（臺北巿聯合醫院總院長）

黃國晉（臺大北護分院院長）

「時間最好是在大選之後，」我們這樣建

議。

生動片刻　吉光片羽
福原院長此次率團參訪，時間長達5日。

其實參訪過程，有些個人的小片刻，雖較不

正式，但往往呈現另一種吉光片羽的趣味。

1. 拱北講堂暮色中的交流（圖3、4）

京大教授們3月1日抵達，當天下午學

院安排了安寧照護的討論分享時間，邀請到

北市聯合醫院黃勝堅總院長前來分享經驗。

與會人士，除日方及聯合醫院翁林仲副院長

外，公衛學院有陳為堅院長、詹長權副院

長、黃耀輝副院長、簡國龍所長、陳端容所

長、程蘊菁副教授、以及醫學院鄭素芳副院

長。黃總院長針對非特殊疾病的年邁老人安

寧照護提出經驗分享。他提到如何徵求病人

及其家人的同意，有尊嚴地返家走完最後一

程，是團隊努力的目標。他共探訪過五百多

位高齡辭世的老人，都在家人的陪同下平靜

且安詳地離開人世。

2. 輕鬆時刻。結束簡報後，黃勝堅總院長宴

請日方參訪團（圖5）。

3. 臺大北護分院，貼近社區的初體驗（圖6、

7、8）

3月3日早上，我帶領日方外賓和院內

多位教師（鍾國彪、陳端容、黃俊豪、張書

森、陳雅美）前往臺大北護分院拜訪。黃國

晉院長率領多位分院內主管及部門負責人，

來與京大及公衛學院的參訪團交流。北護分

拱北講堂暮色中的交流（右起：後藤励、濱口
杉大、東光久、長沼透）

4

拱北講堂暮色中的交流（右起：黃勝堅、陳為
堅、福原俊一、詹長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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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由韓德生、黎家銘、李怡萱等醫師介紹北

護分院如何結合了居家、長期照護和社區健

康服務等功能，以提升當地居民健康品質。

4. 在地餐廳聯誼，宣揚社區健康服務。

北護座談結束之後，黃院長邀請外賓

與當地民意代表、里長、健康相關團體、及

開業醫師共進午餐，透過討論和交流認識臺

灣社區健康服務在地化模式。會中多位民意

代表出席，福原院長說這是他的第一次。另

外，健管所楊雅婷博士的拍片團隊，也到現

場錄影，做為公衛學院簡介影片的可能素材

（圖9、10、11）

5. 龍山寺（圖12）

在地聯誼餐會結束後，一行人前往了台

北知名景點龍山寺。香煙裊裊，信徒虔誠祈

求，讓日方外賓感受了現場莊嚴的氣氛。

6. 臺北巿衛生局吳秀娥專員英文簡報。

3月4日早上，我、詹副院長、陳雅美老

師、和多位國際碩、博士生與日方外賓一同

至臺北市衛生局拜會。黃世傑局長特別安排

局內多位與高齡照護有關的處室主管與會，

並由吳秀娥專員簡介臺北市政府相關照護服

輕鬆時刻。結束簡報後，黃勝堅總院長宴請日
方參訪團。（前排右起：詹長權、鄭素芳、陳
為堅、福原俊一、黃世傑、黃勝堅、曹昭懿、
翁林仲；後排：簡國龍、濱口杉大、後藤励、
東光久、長沼透、璩大成）

5

在臺大北護分院大門口。（右起：後藤励、東
光久、福原俊一、陳為堅、長沼透、濱口杉
大、陳端容）

6

臺大北護分院，聽取社區照護經驗，熱烈交換
意見（右起：福原俊一、陳為堅、黃國晉、鍾
國彪）

7

臺大北護分院，聽取社區照護經驗，熱烈交換
意見（右起：長沼透、後藤励、濱口杉大、東
光久）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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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政策。座談時，日方專家也分享日本相關

照護之經驗。有了她的精彩簡報，福原俊一

院長深為佩服臺北巿的投入（圖13、14）

在地餐廳聯誼，宣揚社區健康服務。會中多位
民意代表出席 （右起：吳志剛巿議員、黃國
晉、陳為堅、福原俊一）

9

在地餐廳聯誼，宣揚社區健康服務。會中多位
民意代表出席（右起：福原俊一、陳為堅、黃
國晉、郭昭巖巿議員）

10

健管所楊雅婷博士的拍片團隊，也到現場錄
影，做為公衛學院簡介影片的可能素材。(正
在做簡報的是李怡萱醫師）

11

龍山寺（右起：陳為堅、福原俊一、黃國晉）

12

台北巿衛生局黃世傑局長請吳秀娥專員做專題
報告。

13

聽了吳秀娥專員的精彩簡報，福原俊一院長深
為佩服臺北巿的投入。

14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84年畢業，現任職臺

大公共衛生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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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鍾國彪

時
間過的真快，從上次擔任執行編輯的甲午年，到

了丙申年了，又輪到我擔任執行編輯，這應該是

十年內第五次了吧！很幸運邀到公衛學院陳院長、詹副

院長以及公衛系校友的三篇文章，加上其它校友的七篇

文章，終能在預計時程內完成相關的內容要求。

詹長權副院長“臺大公衛學院促進本校正式參與世

界衛生高峰會：成為M8 Alliance最新成員＂一文，介紹公衛學院促成臺大成為M8 Alliance的來龍去

脈；江顯楨醫師“參加梅約診所『癌症中心』落成典禮有感＂一文，介紹梅約診所以病患為中心的

理念，質子儀的運作原理，以及對母校與台灣醫院的期許；余玉眉教授“臺大醫院護理人員改穿褲

裝制服的故事＂一文，敘述與杜詩綿副院長的互動，護理人員如何第一次穿褲裝制服的始末；方偉

宏總編輯“過客式的碩士生活＂一文，陳述碩士生涯點點滴滴的辛酸苦辣；劉明德老師“臺大30重

聚，未竟的夢想＂一文，分享畢業三十年與大學同學重聚的心得，以及對於人生的反思；吳明賢主

任、蕭伊芸在“2016臺大醫學系最佳教師醫師、主治醫師、住院醫師選拔活動報導＂一文，介紹對

於基礎教師、臨床教師、住院和主治醫師頒獎的過程，藉以傳承臺大醫學系的優良傳統；林靜竹榮

譽教授的“長愛歌第三集＂一文，作為結婚三周年紀念，是仿照唐朝白居易長恨歌的文章；葉弘宜

醫師“在乎山水之間＂一文，在遊山玩水間，發思古之情；黃英峰醫師“天上人間＂一文，介紹在

洛杉磯伊頓峽谷的美景和特別際遇；最後是陳為堅院長“日本京都大學公衛學院福原俊一院長 會

見臺北三黃＂一文，詳述日本京都大學公衛學院院長拜訪黃勝堅院長、黃世傑局長、黃國晉院長的

過程。

從2012年升等教授之後，開始擔任行政職務，覺得日子過得飛快，卻也留下一些美好的回憶與

紀錄，去年僥倖通過教授免評估，也協助公衛學院爭取升等不受名額限制，以及今年底的CEPH評

鑑的Site Visit，都有很重大與深遠的影響，能躬逢其盛，深感榮幸。大學畢業，今年滿30年了，家

人平安、母親健康、姐弟親友一切都好，就是一種莫大的幸福與喜悅，還是感謝天恩師德，為一切

的美好而祝福，BLESS YOU！！

（作者係母校公衛系1986年畢業，目前擔任臺大公衛學院副院長、MPH學位學程主任、健康政策與

管理研究所教授）

本期執編與母親合影



時間：2016年6月28日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小兒部醫師年度大合照

臺大藥學系港澳系友春茗團聚於香港久龍（105年3月11日），係謝汝明系友（第9屆）及一群熱心的香
港系友發起。系友分別來自於港、澳、馬來西亞、美國，及母系教師代表等共72位歡敘一堂，橫跨陳瓊
雪教授（第1屆）、洗林江學長（第4屆）等早屆系友，直至第44屆何嘉英（系友澳門）等，是久違十三
年來首度再敘之難得盛事。



時間：2016年6月25日（臺大醫院教學部攝影）104學年度撥穗典禮

臨床醫學研究所

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