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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醫 技 一 甲 子

文／林亮音

一
甲子60年，真是一段不算短的歲月。當

年受教於前輩，再傳承至後輩；這樣的

承先啟後模式，在臺大醫技系是一個傳統。

一甲子60年，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是一

段不算長的日子；即便如此，人、事、時、

地、物中，也只有「地」是永恆。

在醫技的這一個大家庭裡，一轉眼就度

過40年的光陰了。猶記得在教室裡看著教授

們寫黑板教學的日子到現在普遍運用簡報軟

體作為教學工具的情景；常常思考著，10年

後的教室將會是甚麼景象？ 

翻轉教學嗎？

學生先自行數位學習，前來上課時，

將儼然是個「雙方向」的討論會；而不再

是傳統教（給）與學（受）「單方向」的關

係了。古語：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

也！解惑也將是未來教師們教學的重任了。

數位評估嗎？

不再有期中期末考了；取而代之的是隨

堂考，在課堂上使用個人智慧手機直接對教

師提出的問題即時作答。

在未來網路資訊爆炸與電子書盛行的時

代潮流中；或許，下一代將會是以思考論述

取代傳統記憶學習的時代了。

在此慶祝「一甲子系慶」的日子裡，容

我以「教學相長」、「學無止境」與所有醫

技人，共勉之。

（作者係母校醫技系1980年畢業，現任母校

檢驗暨生技技術學系系主任）

林亮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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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十 週 年 系 慶 感 言

光
陰荏苒，一轉眼醫技系已成立一甲子

了，林主任希望歷屆的系主任能寫一些

感言，我也無法推辭。

我是1969年畢業的，除了當兵及之後

兩年在校外當醫檢師，兩年半的沙烏地阿拉

伯醫療顧問團與醫療團的服務，再加上一年

的美國進修外，其餘的時間皆在醫學院及醫

院度過，並於2012年屆齡退休。回想這六十

年來醫技的變化，不可說不大。學生之學習

環境，由於學校經費之充裕及歷屆系主任的

領導和師長們之共同努力之下，目前之軟硬

體設備與當年我們學生時期比較起來真有如

天壤之別，整個脫胎換骨全然不同，除了學

士班外也陸續增設碩、博士班。早期畢業的

學長姊們，出國留學者個個皆在學術或教育

界顯露光芒，即使留在國內者也皆是位居要

津，在學術或醫檢界都是獨當一面的人才。

常常在校外開會時，都會遇到許多系友，讓

非系友的其他出席者戲稱你們也同時在開系

友會，雖是戲言但事實確是如此，因為出席

的人皆是各單位的負責人或高級主管而且也

都是我們的畢業系友，可見我們的系友們不

管在國內或國外的表現都非常的傑出，個個

出類拔萃，本系真是以系友為榮。

因為我們學系是國內最早設立的醫技

系，所以常被其他學校尊稱為醫技的龍頭。

但隨著許多學校陸續設立醫技系，我們畢

業生的人數也漸漸地被稀釋而少於其他的學

校，再加上其他學校也用心經營，本系原先

的優勢似乎有漸漸流失的現象。為了迎合時

代的潮流，全國的醫技系採取了改名的措

施，系名加上生物技術，本系也不例外。只

是如何在醫學檢驗與生物技術兩方面求取平

行發展，或擇一作重點開創新局，及如何維

持前輩在醫技領域上所建立的口碑及龍頭地

位，就有賴各位系友們的指引及學系內師長

們的智慧與努力了。

而由於檢驗醫學的進步，全自動化檢驗

室也應運而生，對於學生的教學與實習的進

行造成莫大的挑戰，因此如何讓學生在此新

的環境變遷之際，仍能獲得完善的學習，也

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議題。

欣逢本系成立六十週年系慶之際，謹以

此文表示祝賀及勉勵之意。

（作者係母校醫技系1969年畢業，曾任母校

醫技系教授，現已退休）

高照村教授

文／高照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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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技　人　生

文／鄧麗珍

四
十四年前的大學聯考填寫志願時，我填

的順序是臺大醫學系、臺大藥學系，

再來就是臺大醫事技術學系了。事實上，我

與多數人一樣，跟本不知道醫事技術是學甚

麼。但考上此系似乎就已決定了我這一生離

不開醫技系的命運了。大學畢業後在何憲武

老師實驗室擔任一年研究助理，學了許多細

菌研究技術。之後進入臺大微生物學研究所

讀碩士。碩士期間跟隨林墉基老師學習從泥

土分離鏈絲素，萃取抗生素，對我以後的研

究也是影響很大。碩士班畢業後很幸運即回

到母系擔任助教，竟從此一直待在這裡了。

當年「醫技系」與「實驗診斷科」在

同一地方，同一主任，甚麼都共用，不分你

我，大家感情都很好。自然，我教書之餘的

時間幾乎都是在細菌室。我很感謝當初當助

教時，於陸坤泰醫師及何憲武老師指導下在

細菌室所受的訓練，讓我一生都受用。細菌

室同事們感情非常好，我們那時代的人都叫

「阿」字輩。阿姬、阿潘、阿姿、阿如、阿

淳…，大家成了一生的好朋友。

1991年隨著東址新大樓的改建，「實驗

診斷科」搬到新地方，後也改名「檢驗醫學

部」。從此醫技系與檢醫部正式分家，各有

各的空間與主任，何憲武老師成為第一位醫

技系畢業的主任。雖然兩邊距離不算遠，但

再也不像從前那樣整天朝夕同相處了。不過

醫技系也逐漸成長茁壯，師生們都非常努力

提升各方面的發展。而我個人也在1992年至

1994年與家人一起到美國阿拉巴馬州伯明罕

大學進修二年。這二年對我影響很大，除了

思考方式大改進外，學到許多生活上很實用

的東西。

自2005年，「醫事技術」學系正式改名

並轉型成「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雖然醫

學檢驗仍然是重點，但增加了許多生物技術

相關課程及訓練。讓學生畢業後有更寬廣及

多元化發展。

2009至2015對我來說也是很特別的六

年︰感謝系上所有老師，讓我有機會當系

主任為大家服務。這六年讓我學到許多以前

鄧麗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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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接觸的事，讓我更有機會為師生服務，

而我自認也很成功的協調了不少大大小小難

題。收穫最多的是更有機會與年輕學子互

動，傾聽他們的聲音，了解他們的想法。也

增加許多與系友見面的機會。事實上，我所

獲得的，遠遠超過我的付出。

在醫技系另一件很快樂的事是與研究生

相處。我們一起努力思考問題、解決問題。

從學生身上，我也學到許多事情。年輕人單

純、有熱情、有理想，我喜歡聽他們的想

法。與他們在一起，感覺自己也很年輕。

回顧這些年，一路從助教、講師、副教

授、教授，感謝同事們相互協助包容、感謝

學生肯定，我覺得我何其幸運與幸福，有甚

麼比在這裡更好的工作呢？臺大醫技就像一

個大家庭，師生同甘共苦，系友們也時時刻

刻關心我們，有福同享，有難同擔，在臺大

醫技當老師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當然，

醫技系也面臨不少挑戰與困難。在此慶賀臺

大醫技一甲子之餘，對於未來要如何克服這

些問題與困難，請讓我們一起共同努力，期

盼明天會更好！

（作者係母校醫技系1976年畢業，現任母校

醫技系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小兒科徵求專任教師人選1名
一、資格：

1. 具中華民國小兒科專科醫師資格。
2. 具助理授教含以上之教師資格。

二、檢具資料：

1. 個人履歷（附照片）及所有著作目錄表8份。
2. 五年內代表著作3篇（共8份）。
以上資料參考臺大醫學院人事組網站（第9項：醫學院系科所中心新改聘教師應
送資料、證件一覽表）

（http://www.mc.ntu.edu.tw/staff/person/html/form.html）
3. 國內外相關學門副教授以上2人之推薦函。
4. 個人對未來教學及研究理念。
5. 相關資料應於105年9月16日中午12點前送達甄選委員會。

三、相關資料請參考本科網站http://www.ntuh.gov.tw/Ped/default.aspx
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8號「臺大醫院小兒部15樓主任辦公室（小兒科專任教師
甄選委員會）」

電話：(02)2312-3456 轉71526 李小姐
傳真：(02)2314-7450
email：lmhuang@ntu.edu.tw 或 004756@ntu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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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學人生、人生樂學

編
輯五十週年系慶專刊的甘苦彷如昨日，

一轉眼又是十個年頭，然而這十年間真

是變化頗大，無論是系上及社會環境氛圍，

稍一回顧，不免心生感慨，難道這就是人

生？

十年來，過去曾教導過我，在工作上

常需要仰仗他們經驗及地位的老師們都退休

了，晉身為資深教員，許多責任與工作，不

知不覺的就落在自己身上。

教學、研究、服務是學校對教員一再強

調的要求，過往年代系上老師兼任醫院檢驗

醫學部醫療行政工作，被視為服務的主要指

標，然而近年來醫院對檢醫部行政體系做了

很大的變革，強調從基層醫檢師培養出行政

主管，醫技系教員淡出檢醫部的行政體系，

年輕時師長們預告我們，未來擔負醫院行政

服務的例行工作要求，隨著師長的退休而消

失了。然而對於醫學校區的服務方面，仍然

佔了我相當多的時間及精力。

二十多年前自美國留學回國任教時，應

當時系主任何老師的指派，擔任醫學院校友

會月刊景福醫訊的編輯委員，以及醫學校區

刊物楓城新聞與評論的編輯委員，從此未曾

間斷的每個月參與這兩個刊物的編輯工作，

在景福醫訊歷經副總編輯至獲聘為總編輯，

一直希望能夠藉這個機會，讓醫技系的系友

活動能夠多多曝光。而在楓城新聞與評論也

是歷經執行編輯獲聘為總編輯，也是希望藉

由自已寫稿、審稿及編輯的能力，有機會讓

醫技系在醫學院的能見度增加。自己也因而

有機會擔任臺大校友雙月刊的編輯委員，為

校友服務。在社會服務方面，擔任二屆臨床

生化學會理事長，正在籌辦亞太臨床生化學

大會，在籌辦期間與國際學者之間的聯繫，

也充份發揮個人進行交流的能力，打響台灣

的知名度。

在教學方面，子曰人生三樂，其中一

樂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三十多年來

的教學生涯，有遇到天縱英才、絕頂聰明的

學生，也有刻苦勤學、努力負責的學生，與

這樣的學生教學相長，真是最快樂的時光。

然而隨著教改後社會環境的改變，遇上光譜

另一端的學生的機會越來越多，隨著年齡增

長，先前相信「嚴師出高徒」對學生十分嚴

方偉宏副教授

文／方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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厲的態度，也轉為以輕鬆的方式讓學生樂學

是一種社會服務的想法。

在研究方面，對於核酸修復的探討我仍

樂在其中，研究進展在個人的時間、經費、

資源、人力等因素受到限制的情形下，進度

總是慢一步不如預期。2015年我的博士指導

教授Paul Modrich以研究DNA Mismatch repair

機制，榮獲諾貝爾化學獎，他邀請了包括我

在內的11位過去參與計畫有顯著貢獻的博士生

及博士後研究員參加頒獎典禮，我們在斯德

哥爾摩共聚一堂，分享當年在Modrich lab的甘

苦以及如今的榮耀，覺得自己過去的貢獻受

到明顯的肯定。11位受邀者，離開Modrich lab

半數進入了生技產業，各有一片天。回想當

年離開美國時與Dr. Modrich討論回臺灣後的研

究環境，他給我一句「小型的實驗室有小型

實驗室可以做的研究，就算是只有碩士學生

也可以做出好的研究。」

在系慶六十週年之際，眼看自己能夠為

系上服務的時間已不到十年，期望在七十年

系慶時，我能夠報告如何用小實驗室做出好

的研究，讓學生懷念有這麼一位好老師，為

學校及社會的服務能光榮的寫入系史，以此

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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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寄生蟲學科 徵求主任人選公告
一、候選人資格：

1. 具寄生蟲學相關領域副教授以上資格。

2. 在寄生蟲學領域具有學術成就、教育理念、管理及領導能力者。

二、起聘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2月2日。

三、推薦辦法：

1. 須國內外相關領域教授、副教授三人以上（含）推薦。

2. 推舉委員得主動推薦人選，並經其他推舉委員一人副署後正式向推舉委員會推薦。

四、檢具資料：

1. 推薦書3封。

2. 被推薦人履歷表1份（含有關證件影印本：身分證明文件、教師證書及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3. 被推薦人所有著作目錄及三年內之五篇代表著作之抽印本或影印本7份。

4. 被推薦人個人對於本學科未來教學、研究、服務之發展目標及策略說明書1份。

5. 願任同意書1份。

五、收件日期：書面資料於中華民國105年10月12日星期一下午五時以前送達。

六、聯絡地址：台北市中正區100仁愛路一段一號 臺大醫學院寄生蟲學科

聯 絡 人：藍弘旭助教　聯絡電話：02-23562217　傳真電話：02-23915294
　　　　　　　　　　　E-mail：lanhungshue@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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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技系生日快樂

文／劉君豪

彷
彿才剛過完臺大醫技系五十五週年的系

慶，突一眨眼臺大醫技系六十週年生日

就到了，在此不可免俗的，祝福臺大醫技系

生日快樂，也欣見系上開始與各領域接觸，

拓展實質的力量。

離開舒適圈與否？

自己很榮幸有機會進臺大醫技系，並

在林亮音教授的教導下，於1996年自醫技所

畢業，後續的就業生涯就像大家一樣，初期

就是還不清楚方向為何，服役退伍後分別擔

任過臺大醫院的研究助理、檢驗醫學部的檢

驗人員，最後到衛生局擔任食品檢驗的檢驗

人員，歷經檢驗科，現在則服務於食品藥物

管理科，其中的變化還算蠻大的，系上課程

提供我一個基礎的底子，讓我有機會觸類旁

通做跨域的移動，過程中仍有機會與醫學檢

驗相關聯的，我也很積極的與之聯結，如相

關的檢驗師公會、醫學實驗室品質管理、病

人安全（檢驗領域）、生物安全等等，從醫

學檢驗移動到食品檢驗的領域，這算是第一

次跳開舒適圈的挑戰，對於是否應留在舒適

圈裡，有各式各樣的討論，有的建議不要離

開，應該繼續在該專業領域努力，有的則是

建議應該要離開，各說法都有其優缺點，最

終抉擇點仍然是自己的想法與心態，而且要

知道自己要甚麼，如愛莉絲的十字路口，當

自己沒有方向時，選擇哪個圈都是沒有差別

的。

專業─你的唯一生存之道

剛到食品檢驗領域有很多確實是與從前

所學不同的地方，個人花了一些時間努力，

才剛剛學點皮毛，就如同大前研一著作的標

題：專業―你的唯一生存之道，唯有足夠的

專業才能面對挑戰，只是如何好好的應用專

業於職場、服務領域，我覺得是大家應學習

劉君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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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點，很多時候我們受到外界的影響，忘

了我們提供服務的本質，會過度偏向專業，

無法向其他人說明清楚，其實這也是一種不

專業，如果我們夠專業，就能用對方聽得懂

的話，去告訴他並讓他了解不懂的事情。例

如解釋ppm、ppb這種專業的用語，它們有何

差異呢？科學人知道百萬分之一、十億分之

一為多少，很多決定或支援我們工作的人並

非全都是科學背景的人，我們該如何讓他們

了解呢？也許用最簡單的例子，ppm像在台北

市全人口中找到一個人、而ppb則是在中國大

陸全人口中找到一個人，才有機會讓非專業

人士去了解並獲得支持。

專業知識、執行能力、學習能力

自104年9月我由檢驗科調去食品藥物管

理科，又是一次從舒適圈轉出，一切都要重

新適應，我必需要應用杜書伍提到的三個能

力：專業知識、執行能力、學習能力，這次

面對的不再像前次轉換時，僅是面對精密的

儀器等單純精細、長期規劃的問題，每天我

要處理的都是人的問題、灰色的問題、媒體

的問題等等，幾乎都是混沌不明的，我想是

挑戰實驗室背景人員的極限吧！曾經有一個

主任跟我說一件事，他說交代一件事情給實

驗室背景的人員，他會中規中矩的做好，可

是撞牆的時候，他會跟老闆說因為如何如何

所以我停在這邊，但是行政人員卻會跟老闆

說，雖然我撞到這面牆，可是我還是把事情

完成了。我想應該還是人格特質與後天的訓

練養成，不過仍有不少實驗室背景的人員過

不了這一關，我想這也是給我自己的挑戰，

橫在前面的一關又一關的問題正可把當初念

研究所培養的能力，重新找出來做為學習的

基本功，再配上執行能力及前述的專業能

力。

不解決問題，問題會解決你

我想系上近年來有很多學生到不同領

域實習，應該就是要學弟妹培養這樣的能

力吧！因此系上有學弟妹到衛生局實習，我

想做的是激發每個人面對不同事務處理的潛

能，這幾屆下來，系上學弟妹表現確實優於

其他學校，只是實習是短期的一種訓練，如

能轉成工作上的態度，相信會更加卓越出

色，就我的調查本衛生局居然有16位醫檢

師，分別在健康管理、醫政管理、疾病管

理、稽查等單位，足見檢驗人員不是一個機

器人，在各領域都能闖出一片天，為此鼓勵

剛畢業、將畢業或是還在學的學弟妹，各位

的前途無可限量，最重要的是解決問題的能

力，如柯文哲所說的：不解決問題，問題會

解決你。相信大家都能應用專業知識、執行

能力、學習能力，解決職場與生活上的重重

困難。

（作者係母校醫技系1993年畢業，現任新北

市衛生局食品藥物管理科科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