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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學系系慶專輯 引言

系主任的話
~60 Years of Excellence in Nursing~

2016年對臺大護理學系具非凡的意義，今

年，為本系自1956創立大學護理學系以

來，六十週年慶，我們以充滿興奮與期待的

心情，迎接這個意義重大的一年！

一甲子以來，本系秉持臺灣大學“敦

品勵學，愛國愛人＂的校訓，以及本系“培

育具高素質護理及健康專業及實務能力之臨

床、教育、研究與領導人才＂的辦學目標，

六十年來，夙夜匪懈，戰戰兢兢，在歷任系

主任、教師、學生的努力之下，本系持續成

長，於1984年成立碩士班，1997年成立博士

班，培育出眾多優秀的學生與系友，對臺灣

社會之健康照護，甚至延伸及國際，貢獻良

多。在歡慶六十週年系慶之際，本系更於QS

世界大學評比，首度的護理學門排名，榮登

全球護理學校系第43名的殊榮，為全臺灣護

理學系第一，亞洲第四，也是臺灣唯一進入

前五十名的護理學系！這都要歸功於過去與

現在全體師生與系友們不懈的努力與貢獻！

卓越健康照護人才的培養，是本系最重

要的使命，爭取優秀學生與教師，亦是本系

成長最重要的一環，於學系成立六十週年的

今日，我們亦面臨競爭激烈的全球健康照護

人才爭取與培育的挑戰，如何打造臺大護理

學系成為更優質、更卓越、更有前瞻性與發

展性的學系，以吸引更多優秀的人才投入本

系以教學、研究與臨床服務結合的重要工作

與傳承，吸引更多年輕學子樂於投入護理的

學習與工作，挑戰與發展健康照護實務、研

究與事業，並成為健康照護體系一流的領導

人才，是我們立即與積極努力的任務。

未來，臺大護理學系將擴展其教學、

研究與服務，由醫院深入到社區，由都會

文／賴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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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學系系慶專輯引言

照護，延展到醫療較不足的區域，深入國人

健康照護的問題，引領健康促進。教學、研

究、服務的相輔相成，打造更具影響力的臺

大護理，我們深信提升現有學系成為“臺大

護理專業學院＂刻不容緩；護理學館的老舊

是我們急待改善的，感謝過去多任系主任的

爭取，以及特別感激楊泮池校長全力支持，

協助本系募得上億的企業捐款，在此，對於

這令人感動且極具意義慷慨大筆捐款的企

業，本系深深的感激與感動―新的學館將不

再是夢，我們將更努力，以不負期望！未

來，面對尚有數億之建築費用的缺口，仍在

努力中，期望系友與好友們，亦能鼎力相

助，支持本系專業學院的發展，與新系館的

建造。

深入非都會且缺乏護理與醫療資源的區

域，優質人才教育是首要改善之處，本系業

已計畫，並配合學校政策，將於臺大雲林校

區，申請成立“學士後護理學系＂，培養更

多元背景的護理人員，以照護臺灣社會與偏

鄉人民健康；而對於臺大護理在引領學術的

使命上，將更積極籌設跨院區的照護研究中

心，結合學術、教學、實務，發展在地化且

具國際合作與連結的研究、教學與影響力。

我們希望打造一個快樂、有活力、更

有展望的護理專業與學院，希望我們的教師

在國內外健康照護領域具影響力，引領學術

與相關照護，學系教學朝向提供更多元的學

習內涵，與國內外的學習環境，希望培養本

系這群最優秀的大學生與研究生，具更積極

主動學習的精神，更前瞻的視野，更了解病

人、家屬與民眾的需求，發展更扎實的實務

能力―解決健康照護及病人問題與需求的

能力，以人為核心，以科學實證為依據，期

望學生在學習中成長，發揮利他精神，服務

貢獻他人。

我們將以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精神，

培養更優秀的護理、健康照護領導人才為本

系首要目標，持續本系過去的努力與貢獻，

未來將更卓越。在此六十週年的系慶之際，

我們珍惜過去的努力與歡笑，今日，每一位

身為護理學系所的學生、老師與校友，感受

這歷史性的一刻，讓本系投入護理與健康

照護的精神、努力、卓越、貢獻傳承下去，

擴展與發揮今日的你我他，在這偉大的大學

（Great University）與卓越的臺大醫學院中一

起努力，貢獻臺灣及國際的健康照護，此刻

開始，我們將再創更偉大的臺大護理～現在

與未來～。

（作者係母校護理學系1984年畢業，現任母

校護理學系教授兼系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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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六年回顧與祝福

文／黃璉華

自
從民國63年畢業，留系擔任助教，至今

已邁入第43個年頭，難以置信時間過得

這麼快。其中，民國97-103年我擔任護理學系

所主任。欣逢護理學系60歲生日，借專刊回

顧六年行政職務生涯，也跟系友們分享。

記得擔任主任那些年，臺灣大學獲得

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五年五佰億（第一期

96~100年，第二期101~105年）的挹注，全

校在充足的經費下，確實有一些開創性的作

為。感謝前任主任戴玉慈搭起國際交流的橋

樑，學生姊妹校互訪開始成為每年例行的項

目，在你來我往的交流中，學生開拓了視

野。在我擔任主任期間，計有香港中文大

學、泰國Mahidol大學、日本高知大學，每年

都選派學生互訪。在開辦之初，我也帶領老

師赴姊妹校參訪，此外，老師們出席國際會

議發表論文也得以有經費補助。

研究所部分，碩士班增加了專科護理

師組和研究護理師組。專科護理師組為國內

四所培育專科護理師的研究所之一，研究護

理師組則是國內唯一培育研究護理師的研究

所。開創新局誠屬不易，所幸系上老師們的

睿智和努力，眾志成城。

民國98-104年同時兼任臺大醫院護理部

主任，適逢99年和102年兩次國際醫院評鑑

（Join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JCI），經過

JCI的洗禮，為符合國際醫院評鑑的標準，不

可諱言，醫院有相當幅度的脫胎換骨，對於

其後兩度（100年和103年）國內醫院評鑑，

也就能輕鬆以對。

身兼系部主任期間，忙碌程度可想

而知，忙上加忙的是98-100年獲選為台灣

護理學會理事長，感謝多位老師做我的後

盾，期間率領護理大軍遠征國際護理學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es, ICN）在南非

德班和馬爾他的國際護理大會，展現強有力

的護理外交。除了呼應ICN所倡議的正向執業

環境，還推出「叫我護理師」運動，為護理

人員正名，提升社會地位。

民國100年遇到嚴峻的全國護理荒，我

在臺大醫院成功的化危機為轉機，爭取護理

師調漲薪資，與其他醫事人員相同待遇，並

調升夜班津貼。開創新進護理人員月薪4.6萬

新高，此一調薪讓臺大醫院在護理人員招募

上，競爭力大增，成為全國護理應屆畢業生

謀職的首選。臺大醫院招募護理人員不虞匱

乏，也帶動全國護理人員調薪的風潮。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民國104年本系主辦

第18屆東亞護理學者論壇（East Asian Forum 

of Nursing Scholars, EAFONS），邀請到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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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護理專家Jean Watson和Roger 

Watson擔任專題演講主講人，來自

日本、香港、韓國、新加坡、泰

國、菲律賓共700餘位護理學者齊

聚一堂。歷經一年餘的規劃，與現

任賴裕和主任接棒完成任務，加上

老師們群策群力，大大的提升臺大

護理學系國際能見度。

行政職務任期屆滿，我同時獲

選為美國護理科學院院士（Fellow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Nursing, 

FAAN），是多年投入護理專業生

涯的最大肯定。另外，也代表台灣

投身ICN理事的選舉，準備於2017-

2021在國際護理舞台為台灣發聲。

儘管有很多的歷練，也有令人欣慰的成

果，諸如教師聘滿，皆具有

博士學位，研究成果豐碩，

教師升等順利，高階師資提

升等。遺憾的是，歷任主任

持續努力的成立護理學院和

籌建新護理系館兩大願望，

仍然未能完成，有待繼續努

力。

祝福臺灣大學護理學系

60歲生日快樂！期許秉承優

良傳統，持續在教學、研究

和服務邁向世界頂尖的護理

學系！

（作者係母校護理學系1974年畢業，現任母

校護理學系教授）

2015年在美國Washington 
DC獲頒FAAN

台大景福基金會團隊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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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鈞與我的護理情緣

文／張媚

天
鈞是家中的老么，與哥哥的年齡差一大

截，因此小時候常跟著我，假日我若需

要加班，有時也會跟著我到護理系的辦公室

去，有時導生活動也會帶他去，他從小就對

護理系不陌生，我卻從不曾想到有一天他會

來當學生。

天鈞在高中時有一天問我從事護理的

經驗，我告訴他我做公衛護理的感受，我

覺得是有趣也有成就感的工作。之後不久他

告訴我想報考護理系，我有點驚訝，也好奇

他怎麼會想讀護理，他的理由很單純，他說

這個行業也不錯啊，而且從小學開始老師就

告訴他們職業不應該被歸為男性的或女性的

行業，例如男性也可以從事護理呀，我才突

然感受到我們國家的性別平等教育做得真成

功。臺大護理系從2001年秋天招收第一批男

同學以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男同學報考。

我那時正負責國家衛生研究院醫事教育

論壇計畫中護理教育及人力的部分，該計畫

持續兩年多，計畫開始時我剛好完成衛生署

（衛生福利部的前身）護理人力資料庫的研

究計畫，以該資料庫的結果為基礎，邀集護

理、醫學、公衛等各方專家進行論壇，同時

收集國外相關的文獻，因此有機會對護理教

育的各個面向、護理人力供需、護理執業環

境的困境等好好做一番整理，固然各國護理

界都有一些共同的困境，但比起國外醫療及

護理的教育及執業環境，台灣尚有很大的進

步空間，此外，複雜多元的護理學制使台灣

還困於護理專業素質難以提升的階段。當時

心裡的感慨是一個英文字―miserable。不過

我並沒有阻止天鈞選讀護理，因為護理也是

堂堂正正的行業，而且我們有很多師長及系

友都曾對護理做出很有價值的貢獻，撇開大

環境不談，護理本身仍是一個值得從事的專

業。他告訴我未來想當個很厲害的臨床護理

人員，我覺得很務實，可能與他有虔誠的宗

教信仰，一心想助人有關吧。

天鈞很順利考上後，我們就成了師生，

他大一時同班同學都很好奇，我則是儘量迴

張媚（右）、葉天鈞（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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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直接指導他，我從來沒看過他的作業，也

不特別過問他的課業，就像一般不熟護理的

家長。我教大四社區護理，通常我們考量學

生到公共衛生實習單位交通的方便性，會讓

學生自由選組，選組前我還叮嚀他千萬不能

選我這組，我怕和他一組會覺得很尷尬。在

系上遇到教他的老師，我通常會拜託老師嚴

加管教，手下不必留情，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這樣，他學習很認真，還得過書卷獎，說到

這點，真的衷心感謝所有教過天鈞的老師

們，我想在台灣很難找到這麼優質的護理師

資群。

天鈞畢業後在一家醫院服替代役，開

始體驗護理實務工作，包括半年慢性呼吸照

護病人的基本身體清潔照護，及半年功能性

護理師的工作，我覺得那對他是個難得的磨

練機會，退伍後他申請到臺大醫院擔任護理

師，也很快適應臨床工作，我想是拜護理系

扎實訓練之賜。

（作者係母校護理學系1974年畢業，現任母

校護理學系兼任副教授）

臺大醫學院誠徵外科主任

說明：依據「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外科主任遴選辦法」辦理之。

資格：

1. 國內外之外科教授，並有衛生福利部認可之外科專科醫師資格者。具學術成就與聲
望，並有教育理念及領導能力者。

2. 服務年齡須足可任滿一任三年者，即主任人選須為44年2月1日後出生者。

推薦資料：

1. 履歷表一式12份（包括學、經歷，學術獎勵，榮譽，重要事蹟，著作目錄，及對外科
經營之理念和願景）及電子檔一份。

2. 國內外外科相關教授三人（含）以上推薦書及被推薦人本人同意書。

截止日期：106年1月17日下午5點以前將所有書面資料寄（送）達外科主任室。

信函請寄：台北市仁愛路一段一號

　　　　　臺大醫學院外科主任室轉「外科主任遴選委員會」

聯絡單位電話：(02)23562118
　　　　傳真：(02)23934358
e-mail: nrw816@ntu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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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學系畢業30年感言

文／葉明理

畢
業三十年了～

才參加完熱熱鬧鬧的臺大三十重聚大

會，又得知今年適逢母系60大壽…

頓時感到我們這一班，一下子成了母系

畢業生中的【中流砥柱】了…

一提筆，才發現這麼驚人的事實！

1986年我們班畢業時有24人，剛畢業頭

幾年，我記得大約一半的人出國，一半的人

留在台灣，在海外定居下來工作生活的就有

10人，大約10年前又有人出去，也有人鮭魚

返鄉報效祖國了，這樣加加減減的，目前落

地生根在海外的有9人（美國、新加坡、香港

等地），在台灣安居樂業的有14人，還有一

位我們摯愛的姊妹邱譯萱剛畢業沒有多久就

因為意外回歸天家了。

在我們畢業的那個年代，我們大部分的

人都有不錯也不少的工作機會，除了致力於

經營成功幸福家庭的洪小寧和殷一清，以及

勇敢跨足搭上快速起飛的電腦資訊產業的溫

光萍外，所有人都還在護理界努力打拼著。

我們有人見證了新光醫院、和信醫院的建立

（洪亞琦、張黎露），有人與夫婿共同經營

醫院（巫貴英、黃馥宜），有人奉獻了一生

職涯在母校臺大醫院（孫春轉、巫貴英、黃

嗣棻），有人擔任過大小醫院的護理部主管

（張黎露、程子芸、譚靜如、曾錦敏），有

人從全職媽媽復出，專門照顧小嬰兒（史書

嬿），有人在護理學校作育英才（王秋容、

中華醫大呂宜珍、北護大葉明理）、更有人

任職衛福部秘書處簡任秘書（陳涵寧），在

海外的同學更是在各名校醫療機構堅守護

理崗位（UCLA的賴怡徽、LA的譚靜如、

Stanford Hospital的陳琬瑛和郭玫琴、SF的林

秀珍和殷一清、新加坡的洪亞琦）大家都謹

遵母系的教誨及大二時加冠禮上的誓言，站

在護理的基石上，努力實踐各自的理想。

回想起母系也在我們畢業前成立了碩士

班，當然，那個年代還是瀰漫著【來來來，

來臺大，去去去，去美國】的氛圍，進修幾

乎成了我們共同的路徑，不論國內外，我們

當中有5成以上擁有碩士學位，其中博士有

4人（黎露、明理、宜珍、清姿）。我們當

中不少人在各自的護理領域擁有一片天：張

黎露參與腫瘤專科醫院的成立，曾任和信醫

院護理部主任及台灣腫瘤護理學會理事長多

年，建立各種癌症照護品質指標、專科護理

的管理與培訓制度，終生為提升腫瘤護理品

質而努力；葉明理是台灣做動物輔助治療第

一人，15年的努力，創立2個動物輔助治療協

會，建立動物輔助治療師認證培訓系統；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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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姿參與台灣長期照護及居家護理的創立與

推廣，致力於醫療宣教工作；黃馥宜目前是

擁有140個員工的屏東茂隆骨科醫院的老闆

娘；巫貴英自臺大醫院護理長退休後將自己

熱愛的造口傷口護理及失禁護理專業，帶入

夫婿經營的診所繼續造福社區病患；黃嗣棻

穩若磐石，30年如一日天天在母系的周圍活

動，現在是很幸福的臺大醫院督導長兼品管

中心副主任。洪亞琦也在新加坡首屈一指的

伊莉莎白醫院擔任加護病房護理長之職。

這30年中，也有些人曾經徘迴在護理

的門裡門外。在那個電腦資訊蓬勃發展的

年代，林秀珍、溫光萍都在赴美時轉行電腦

業，秀珍最後還是回到了護理找到了真愛；

怡徽一直難以忘懷在臺大就讀時就愛上的電

影，優秀的她曾經一度由美西遠渡美東考進

紐約大學做李安的學妹學電影，最後也還是

不敵護理的美好，重回她的懷抱；我（明

理）則是在動物保護和社區護理兩條平行線

糾纏奮鬥了15年，終於在動物輔助治療上有

了完美的交集；唯一成功轉行的僅溫光萍一

人。

畢業三十年，剛剛年過50，我們也正站

在各自人生的中點站。班上已經開始有人退

休了（孫春轉、巫貴英、溫光萍）。溫光萍

算是最會享受生活的，早早存下退休金，現

在騎車養狗遊山玩水愜意無比；春轉、貴英

則是退而不休，繼續自己的專業，服務更多

人群。50歲的資深美少女們，有的重拾年輕

時的夢想，有的開創新的興趣，享受人生：

賴怡徽和夫婿唱歌跳舞，鶼鰈情深；殷一清

夫唱婦隨，經常在網球場上曬恩愛，練就一

身好身材；美魔女郭玫琴在美國醉心種花蒔

草享受丈夫兒子疼愛的女王生活；本班唯一

的官員陳涵寧，則是媲美專業的業餘攝影高

手，他所分享的攝影作品，每每令人讚嘆不

已；恬靜的小寧除了享受家庭生活外，其實

是期貨操盤手，更是手工皂達人。

50歲的我們，各自有成功的驕傲點：有

的在工作、有的在家庭、有的在生活、有的

在健康。回首過去，細細咀嚼人生的起伏，

才發現不論在哪個方面的成功，都少不了30

多年前在母系所接受的點滴。我們班也許沒

有太多在護理界叱吒風雲的人物，但我們無

論在海內或海外，無論居家或工作，無論在

護理的門內或門外，個個都實踐了當年在母

系所學，好好的活出了自己，也算是可以向

母系交差，了無遺憾。

我們的兒女都長大了，但都還沒有升

格為婆婆或岳母，我們感恩我們的父母、兒

女、丈夫還都不需要太多的照料，我們更感

謝臉書和LINE，把歷經了30年各奔東西的我

們重新召聚一起，現在的我們最享受的就是

有朋自遠方來，找個理由喝茶聊天，偷得浮

生半日閒，不談工作，就談生活。我們的眼

光慢慢由向上努力拚工作成績，轉而關注如

何由忙碌的工作中脫身，我們開始關心退休

後的生涯規劃，如何將自己的努力成果繼續

開展、如何重拾未完成的夢想、如何為迎向

成功老化做準備…

我們期盼自己能成功的跨越50，繼續邁

向陽光燦爛的人生下半場，正如同母系光彩

奪目的60大壽！

臺大護理系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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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同學們送給母系的話：

老師們努力辛勤的教學，成為我日後自

學與處理問題最有幫助的基礎，這就是讓母

系屹立不搖最大的力量。（黃嗣棻）

護理系有很大的就業環境，應該要多元

發展，除了臨床，可以展現護理專業的觸角

很多。（孫春轉）

謝謝系上堅持的教學理念，也謝謝曾

經在我對護理專業的彷徨和疑惑時，以不同

專業結合護理開啟我對護理專業發展的新觀

點。特別感謝：陳玟秀和陳心耕老師（居家

護理專業發展）。（楊清姿）

念護理系很受用，畢業後的路很寬廣。

畢業後不論是否會從事臨床護理工作，對家

庭及醫療知識等方面都很有幫助，有很大的

發揮空間。（巫貴英）

很懷念跟師長，同學共渡的時光。學弟

妹們加油，這裡有全國最好的師資和同伴，

希望你們能將所學發揚光大，造福人群。

（洪小寧）

大學是我求學生涯最愉快的一段日子，

博學開明的老師、足智多謀又富有同理心的

同學，讓我變得自信自愛。（殷一清）

感謝在母校四年紮實的學習，讓我在

臨床工作能被主管肯定，爾後也能運用在自

己經營的醫院。為了落實護理照顧全人的理

念，我很努力，希望讓醫療人員得到最好的

工作職場！（黃馥宜）

護理系給我的不是只有那些技術，不

是只有那些課本理論，是一種無形的資產，

讓我扮演好不同的角色…謝謝母系。（林秀

珍）

在加州，護理人員很受重視，護理工作

是很多人羨慕的工作，在加州要進Nursing 

School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希望大家一起加

油，希望台灣的護理環境能越來越好！（陳

琬瑛）

護理教育所培養出來的韌性也讓我堅

持至今，我沒有後悔“選擇留下來＂，我真

的覺得我的工作是一份有價值和有意義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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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雖然很辛苦^^（張黎露）

為了改善台灣護理不斷付出，老師和同

學們都辛苦了，護理的神聖使命就交給還在

護理界打拼的同學們嘍！請繼續加油！（郭

玫琴）

（作者係母校護理學系1986年畢業，現任台

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學系助理教授）

臺大醫學院雙甲子院慶
景福校友回饋方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是歷史悠久、人才輩出的地方，她有著

優良的傳統及高雅的氣質。2017年為臺大醫學院創設雙甲子的紀念

年，亦即120年。台大景福招待所為臺大醫學院校友會為提供校友

回台住宿的所在，於此同慶而特別推出優惠方案，以回饋景福校

友。

1. 時間：於201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止。

2. 方案：

凡連續住宿滿30日（含30日）之校友，所有費用一律七折優惠

（原價的七折） 。
連續住宿滿31日至60日之校友，費用再降一折（原七折改為六

折）。

連續住宿滿61日至90日之校友，費用再降一折（原六折改為五

折）。

住宿時間 滿30日 滿31-60日 滿61-90日

優惠折扣 7折 6折 5折

※此方案敬請先預繳所有費用，並不可與其他優惠方案同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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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護理系大家庭

文／陳梓鈴

小
時候，媽媽帶我和妹妹參加臺大醫院護

理部和臺大護理系合辦的護士節慶祝

晚會，印象中有好多位和藹可親的阿姨和我

們打招呼：鍾阿姨（鍾信心主任），余阿姨

（余玉眉主任），高阿姨（高紀惠主任），

戴阿姨（戴玉慈主任）…。另外，晚會中間

還穿插許多漂亮大姊姊的載歌載舞，到現在

我還記得她們把一些從小耳熟能詳的童話故

事（白雪公主／睡美人）改編成超級爆笑的

喜劇，讓我相當佩服她們的創造力。現在美

國有齣熱門的電視影集《童話鎮Once upon 

A Time》，也是把傳統童話故事改編，總讓

我回想起小時候那些大姊姊們多才多藝的演

出。晚會氣氛融洽，像個大家庭，讓小小年

紀的我，對臺大護理系有著美好深刻的印

象。

除此之外，從小到大常聽媽媽提到護理

工作的挑戰性，也讓我對這份專業有著一份

嚮往。大學聯考時，自然而然的就把臺大護

理系填入了志願。進入護理系後，小時候常

看到的阿姨們，成了講台上的老師（當然，

也上了幾堂媽媽的課，不好意思，我還曾經

在媽媽的課上打過瞌睡）。大三帶我實習

的年輕老師們，都是我媽媽教過的學生。包

括我班上的同學們，大家當然也都知道我是

周主任的女兒。感謝大家並沒有對我特別待

遇，護理系還是像我小時候感受到的一樣，

是個溫馨的大家庭，讓我四年的大學生活快

樂得不得了。

大三時，我擔任系學會會長，在班上同

學傾力幫忙下，加上高紀惠主任（當時的臺

大護理系主任）和媽媽（當時臺大醫院護理

部主任）熱心支持，我們辦了一連串活動，

讓其他系所刮目相看。不敢說有特權，但有

媽媽支持的確方便不少（很多事可以在家直

接請教媽媽，不用到醫院或系上辦公室）。

也由衷感謝當年和我一起努力的同學們，讓

我大學生活留下美好的回憶。

陳梓鈴（前排右2）擔任系學會會長主辦的

護理之夜活動，與媽媽周照芳老師（後排左

1）及系學會幹部們合影，妹妹陳文鈺（前

排左1）也應邀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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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畢業後出國念書，原

本計畫追隨媽媽的腳步攻讀護

理行政，但因緣際會，發現自

己對電腦專業的濃厚興趣更勝

於護理，另外在美國認識了我

的另一半，在念完第一個護理

行政碩士後，又念了一個電腦

碩士學位，逐漸和護理脫離，

而在美成立家庭，從事電腦資

訊相關工作至今。媽媽本著一

向開明的態度，從不對我做護

理界的逃兵有一絲抱怨，仍對

我事業和婚姻的抉擇抱持百分

之百的支持。

每次回台總會和大學同

學聚會，同學間感情依然如

舊，聆聽仍在護理教學／臨床

／行政崗位上奮鬥的同學們聊

聊近況，倍感親切，雖然我已

經脫離護理界，仍心繫這個

大家庭。身為護理系第三十屆

系友，欣逢臺大護理學系60歲

生日，祝福這個大家庭永遠茁

壯！

（作者係母校護理學系1989年

畢業，現在美國從事電腦資訊

相關工作）

陳梓鈴（右1）大學畢業典

禮，與媽媽周照芳老師及同學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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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謝謝！

1. 投稿文章字數約1000~3500字，請使用Microsoft word檔案格式：*.doc, *.docx.
2. 投稿使用的圖片，並請盡量使用數位相機拍攝的照片，或以300dpi解析度掃描的圖片，
一至三張。請勿使用網頁圖片，或一百萬相素以下的數位相機照片。

3. 為方便校友閱讀，投稿文章請以中文為主。為尊重智慧財產權,請勿直接以節錄網路資料
方式撰寫，如發現文章段落中文字與網路資料雷同者，將逕行退稿。

4. 煩請作者提供個人資料，如畢業年度、系所名稱及目前工作職稱。
5. 請盡量以電子檔投稿，投稿文章請寄至jingfu88@ms59.hinet.net。
6. 因應版面需求，編輯會酌以建議文章字數、內容做小幅度修改，並徵得原作者同意後刊
登。

7. 為平衡校友的權益，一年內刊登同一作者的稿件以不超過6篇為原則。
8. 編輯會議有權決定文章刊登與否，若投稿文章經編輯會審視，不符合本刊宗旨者，將通
知退回稿件，尚請見諒。

景福醫訊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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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學系系慶專輯

歷 史 相 片

照片提供／護理學系

1960年代舊系館的上課教室

1960年代示教室練習

1950年代護校學生

1950年代公衛生教育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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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學系系慶專輯

護理學系首次實習於臺大醫院前合影（1961年）

1960年代實習情景 1950年代產房實習 1950年代產房實習照

1890年代睦會學姊公共衛生實習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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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學系系慶專輯

臺北帝大附屬醫院看護婦養成所

第5屆畢業照（1943年）

25週年系慶茶會合照（1981年）

1960年代第8屆學生於舊醫圖前合照1960年代第5屆學生於舊系館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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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頸部超音波檢查

在台灣耳鼻喉科界的發展

由
於超音波掃描相關的影像科技的進步以

及操作技術的簡單化，近十年來有越

來越多的耳鼻喉科醫師發現超音波檢查可以

應用在耳鼻喉科的臨床診斷，並且開始學習

超音波檢查的技術。其實就技術上以及呈像

學理方面而言，頭頸部超音波檢查其實並不

難。但是耳鼻喉科頭頸部超音波檢查還是比

其他器官的超音波檢查的發展晚了許多。在

過去的20年，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頭頸

部超音波檢查都是影像醫學科醫師或是內分

泌內外科醫師負責。檢查的範圍也多半僅限

於甲狀腺以及一部分的唾液腺疾病。然而對

頭頸部結構和耳鼻喉科疾病非常熟悉的耳鼻

喉科醫師們卻是極少使用超音波儀器來檢查

病患協助診斷。即使歐美或是日本有耳鼻喉

科醫師使用超音波檢查也是近10年的事，而

且多僅處於研究或是摸索階段。在臨床應用

上，也大多僅根據醫師自己特殊的需求，使

用超音波檢查自己有興趣的特定耳鼻喉科疾

病，很少把超音波檢查變成一項耳鼻喉科的

常規例行的影像檢查項目。

回顧頭頸部超音波檢查在台灣耳鼻喉

科學界的發展歷史，最早也最成功的耳鼻喉

科醫師當屬任職於臺大醫院耳鼻喉部的吳志

修醫師。當時有鑑於頸部腫塊常常需要鑑別

其良惡性，因此自1996年，吳醫師就開始使

用超音波掃描，有系統的檢查頸部淋巴結並

分析超音波的影像數據來鑑別頸部淋巴結的

良、惡性。吳醫師在短短的4年之間，陸續發

表了4篇有關頸部良、惡性淋巴結鑑別診斷的

論文（J Ultrasound Med 1998, Cancer 1998, Am 

J Roentgenol 1998, Head Neck 2000）。而這4

篇論文也成為頸部淋巴結的超音波影像診斷

上最早的先驅研究，也是當前鑑別頸部淋巴

結最重要的理論依據。此外，吳醫師還利用

血管內超音波嘗試從外耳道偵測中耳積液（J 

Ultrasound Med 1998）。雖然這個只是初步的

研究，但也提供一個利用超音波檢查觀察耳

科結構的想法。或許以後耳鼻喉科醫師除了

透過電生理檢查，間接猜測耳科疾病之外，

還可以在活體內直接觀察中耳甚至內耳的2D

或是立體的結構，此技術應有助於耳科疾病

的診斷。

基於吳醫師的研究，我們初步地確認

超音波檢查對耳鼻喉科疾病的診斷有實質

正面的幫助，因此在超音波影像學前輩謝豐

舟教授以及臺大醫院綜合診療部的大力支持

之下，臺大醫院耳鼻喉部自2003年開始嘗試

將超音波檢查導入耳鼻喉科的常規影像檢查

（圖1、圖2）。現在所有的耳鼻喉科醫師都

文／王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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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為病患安排這項檢查，同時醫院其他各

科的醫師都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自由地為

病患安排頭頸部區域的超音波掃瞄檢查（圖

3）。在臺大醫院綜合診療部超音波室的檢查

時段以及接受檢查的人數從初期的每周一個

上午、每年400人次左右，增加至每周兩個全

天、每年3,500人次（圖1）。除了影像鑑別診

斷之外，頭頸部超音波檢查和其他部位的超

音波檢查一樣，可以在影像檢查的同時，利

用超音波掃描的影像做導引，實施細針穿刺

取得檢體作細胞學的檢查。尤其是對於臨床

檢查觸摸不到、太深或是鄰近大血管等重要

結構的病變，利用超音波掃瞄導引穿刺取得

足夠而且正確的檢體成功率比起傳統穿刺法

高出許多。近5年來更加入Core Needle的切片

檢查，嘗試取代過去傳統的手術切片，提高

病患對於病變切片的接受度以及降低相關手

術的後遺症（圖2）。

隨著檢查經驗的累積以及服務量的增

加，臺大醫院耳鼻喉部自2010年開始擁有屬

於耳鼻喉部自己的超音波儀器。這對其他

科部而言或許不是甚麼大事，但這卻是台

灣耳鼻喉科界是一個重要的進展。目前，

這一部超音波儀器放置於耳鼻喉部的門診

區，提供至少八位熟悉超音波檢查的耳鼻

喉科主治醫師，為門診病患提供所謂office-

based ultrasound examination，也就是在病

患看門診的同時，在門診內直接接受超

音波的檢查（圖4）。2011年全年門診超

音波檢查人次為984，2012年增加至1,400

人次，2014年更超過2,500人次（圖5）。

此一計畫證明，即使在繁忙的耳鼻喉科門

圖3：2015年臺大醫院綜合診療部接受耳

鼻喉科頭頸部超音波檢查的病患的來源

圖1： 2004至2015年於臺大醫院綜合診療部實施之

耳鼻喉科頭頸部超音波檢查人次

圖2： 2004至2015年於臺大醫院綜合診療部實施

之各項耳鼻喉科頭頸部超音波檢查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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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仍然有機會可以做

到office-based ultrasound 

examination一次完成，不

但提高醫療的準確性和效

率，也節省病患往返檢查

的時間。所以若論臨床服

務總量，2014年以後，臺

大醫院耳鼻喉部的頭頸部

超音波檢查人次已達一年

超過6,000人次。

在教育訓練方面，臺大醫院耳鼻喉部

自2007年開始教導耳鼻喉部的住院醫師，期

望頭頸部超音波成為年輕耳鼻喉科醫師必備

的技能之一，使之面對未來更具競爭力。同

時，自2010年在醫用超音波醫學會的支持之

下，開辦每年一次的訓練講習課程來推廣頭

頸部超音波檢查。這對於在台灣想要學習或

是發展耳鼻喉科頭頸部超音波的醫院以及耳

鼻喉科醫師不再是困難重重。如今，有越來

越多，目前已經超過18家醫院耳鼻喉科也將

頭頸部超音波檢查列為耳鼻喉科的常規檢查

（圖6）。無論在檢查數量、品質以及

在研究的領域都有長足的進展。

目前，頭頸部超音波的檢查適應

症已從原來的甲狀腺腫瘤和頸部淋巴

結病變的鑑別診斷，逐漸擴及到唾液

腺疾病和其他頭頸部腫瘤的診斷或是

特殊疾病以及需求。目前甲狀腺腫瘤

和頸部腫塊的檢查各約占40%，而唾液

腺疾病以及其他特殊目的的檢查則各

占10%（圖7）。隨著經驗的累積以及

臨床的需求，唾液腺以及依需要的特

殊目的的頭頸部超音波檢

查比率明顯增加（圖8）。

除此之外，目前也嘗試咽

喉結構疾病、音聲功能以

及呼吸中止症候群原因的

評估，未來極有機會朝向

鼻腔鼻竇以及中、內耳發

展。從耳鼻喉科頭頸外科

醫師的觀點來看，耳鼻喉

科頭頸部超音波在耳鼻喉

科頭頸部疾病上確實有實質的幫助，有機會

成為一門極具特色的超音波學次專科。也因

為它的特殊性以及新興性，也非常適合願意

接受挑戰以及充滿開創性格的年輕醫師的投

入，也如此才能將頭頸部超音波不僅僅只是

為了研究而存在，而是確確實實地成為耳鼻

喉科醫師每日例行常規的影像檢查。造福病

患也成就自己。希望在大家的努力之下，期

許台灣成為頭頸部超音波在亞洲甚至是世界

的發展中心。

圖5： 2011至2015年於臺大醫院耳鼻喉部門診部實施之

耳鼻喉科頭頸部超音波檢查人次

圖4： 臺大醫院耳鼻喉部門診部實施之

耳鼻喉科頭頸部超音波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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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96年畢業，現任母校耳鼻喉科臨床副教授）

圖7： 2005至2015年臺大醫院耳鼻喉科頭頸部超

音波檢查的檢查目的分佈（18853 cases）

圖8： 2005至2015年臺大醫院耳鼻喉科頭頸部超音波檢查的檢查

目的分佈變化趨勢 (18853 cases)

圖6：2016年有耳鼻喉科頭頸部超音波檢查的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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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唐詩六首

其一

和 張繼「楓橋夜泊」

夜半舟泊楓橋邊 寒山鐘聲催客眠 月落烏啼

霧滿天 船夫低頭暗淚彈

原詩 月落烏啼霜滿天 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

城外寒山寺 夜半鐘聲到客船

其二

和 王維「相思」

春天多情愁 南國有紅豆 粒粒長枝頭 帶給相

思求

原詩  紅豆生南國  春來發幾枝  願君多采

擷 此物最相思

其三

和 王維「雜詩」

久作他鄉客 想吃風土味 終日倚門前 故交帶

來未

原詩  君自故鄉來  應知故鄉事  來日綺窗

前 寒梅著花未

其四

和 李白「夜思」

皎潔明月光 夢中回故鄉 但盼同舉望 共祝家

興旺

原詩  牀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舉頭望明

月 低頭思故鄉

其五

和 王之渙「登鸛雀樓」

大屯拔地起 淡河往海離 登上壹零壹 風光收

眼底

原詩  白日依山盡  黃河入海流  欲窮千里

目 更上一層樓

其六

和 賀知章「回鄉偶書」

年輕離家久未回 鄉音未改頭髮白 朋友相遇

不敢猜 竟問我從那裡來

原詩 少小離家老大回 鄉音無改鬢毛衰 兒童

相見不相識 笑問客從何處來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3年畢業，UCLA藥理博

士，曾執業於費城，目前已退休）

文／李彥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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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五張相片的故事

文／鄒慧韞

感
謝《景福醫訊》在第33卷第2期（2016

年2月版）的封面裡，刊登出彩色繽紛

的五張相片。因相片沒有附上說明，如果沒

有把這一段精彩的故事說出來，一定沒有人

看得懂那是什麼？筆者是財團法人道真護理

教育研究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的董事兼

執行長，非常想與讀者分享這次活動的點點

滴滴。故事的鋪陳，會先從費和蒲女士（Mrs. 

Hope N.F. Phillips）在ABMAC服務時，對台

灣醫療及護理界的貢獻談起，接著說明本會

設立「費和蒲女士傑出護理博士論文獎」的

宗旨，最後才介紹那五張相片所呈現之感恩

餐會活動花絮。

費和蒲女士的貢獻

費 和 蒲 女 士 於 1 9 5 5 年 ， 跟 隨 創 立

NAMRU-2的夫婿Dr. Robert A. Phillips來台，

一待就是50年。就任於台北美國學校（Taipei 

American School, TAS）期間，教學、導師、

行政樣樣都來，可以說學子滿天下。從台北

美國學校退休後，於1982年到美國在華醫藥

促進局（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 to 

China, ABMAC）服務，從副執行長到執行

長，負責執行ABMAC在台所有業務，為培育

台灣醫療衛生及護理界領導人才盡心盡力。

台中醫院李孟智院長於2007年出版的「美國

在華醫藥促進局與台灣」一書中，對ABMAC

有詳實的歷史介紹。ABMAC主要業務有七

大類，護理人員之培育計畫是其中一類。

包括：「胡智敏護理學者基金」（Gertrude 

E. Hodgman Nursing Scholarship Fund）、

「ABMAC/CMAF Nurse-Leader Award」以及

「王郭煥煒女士護理訪問學者基金」…等。

這些基金主要是資助台灣優秀護理人員赴美

進修，包括：進階性訓練計畫或攻讀碩士及

博士學位。獲得學位者中，有十八位是取得

美國頂尖護理研究所的博士學位，學後均紛

紛回台工作，一時為極度欠缺高階師資的護

理教育界，注入一股強大的力量。此外，接

受短期實務訓練與進修者也約有二十多名。

費女士前後在ABMAC服務十七年，於1998年

離職。該年年底ABMAC於圓山飯店為她舉辦

了一場盛大的惜別會，與會者均對她在台灣

的貢獻深予感激，對她的卸任，更感相當不

捨。費和蒲女士於2015年1月22日在華府安靜

仙逝。為感念她的貢獻，本會特別以她的名

字設立了一項論文獎，以期能持續發揮費女

士之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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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和蒲女士感恩餐會

─設立「費和蒲女士傑出護理博士論文獎」

時間：2016年1月8日　　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校友小品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24

設立「費和蒲女士傑出護理博士論文

獎」的宗旨

本會為感謝費和蒲女士為培育台灣護理

領導人才所付出的努力與貢獻，特成立「費

和蒲女士優秀護理博士論文獎」，以獎勵台

灣具有潛力的護理學者與領導人才。獎助名

額每年一至兩名，每名新台幣壹拾萬元。獎

助對象為已取得博士學位，且該博士論文於

三年內發表於國內外專業期刊，並對我國護

理專業的改進有貢獻者。本論文獎每年辦理

乙次。資金來源由本會向護理界及社會賢達

善心人士募款。為感念費女士之貢獻，本會

於2015年的年底籌辦費和蒲女士感恩餐會。

費和蒲女士感恩餐會

本會於2016年1月8日在臺大醫院國際

會議廳舉辦費和蒲女士感恩餐會，設立「費

和蒲女士傑出護理博士論文獎」。貴賓包括

曾獲ABMAC資助的護理及醫療衛生界的精

英，以及費女士曾任職台北美國學校校長時

的好友及師生。景福醫訊第33卷第2期封面

裡的五張相片中的「大合照」，第二排坐位

中間是本基金會余玉眉董事長以及陳定信院

士及夫人。五張相片中的第一張是民族舞蹈

表演―家家慶團圓（啟夢真愛社陳玉容老師

指導，賀惠楣女士的舞團）。整個節目經過

精心設計，蘊含深意。節目主持由母校護理

學系張榮珍助理教授擔任。節目的重頭戲有

三段，包括余玉眉董事長介紹「Hope N.F. 

Phillips and Nursing in Taiwan」；陳月枝董事

主講：「回顧創立臺灣第一所護理博士班之

點滴」；周照芳前董事分享：「榮獲ABMAC

獎助之感言」。溫馨的節目是傳承點光―感

恩奉獻，由陳玉容老師播放蘇芮“奉獻＂的

歌聲，趙可式董事及陳心耕前董事等多位護

理界的菁英代表傳光，令人感動！壓軸的節

目是陳文鈺律師獨唱的絕美歌聲。文鈺是神

經內科陳榮基教授及周照芳（母校護理學系

第五屆）的二千金，也是Indulge跨界美聲

樂團女主唱，高歌My Favorite Things（from 

movie“The Sound of Music＂）Azulao（青

鳥）以及You Raise Me Up後，安可聲不斷。

整個餐會氣氛溫馨，貴賓出席86位，會後更

持續獲得很大的迴響！

感恩餐會順利完成，預計2017年1月甄

選出第一屆「費和蒲女士優秀護理博士論文

獎」的獲獎者兩位。為感念費和蒲女士對

台灣醫療及護理界的貢獻，本會期盼您的捐

款，可以在申報所得稅時列舉扣除。（郵政

劃撥戶名：財團法人道真護理教育研究基金

會，帳號：05068335）

（作者係母校護理學系1968年畢業，現任財

團法人道真護理教育研究基金會董事兼執行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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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萬裕教授百歲冥誕紀念會
主題：台灣腎臟醫學的傳承與創新

敬
愛的陳萬裕教授離開我們已經一年有

餘！泛白的頭髮、洪亮的聲音，依稀

讓諸位末學回憶起他的近身問候與懇切的鼓

勵，這就是我們這些晚輩對「台灣腎臟學先

驅」陳萬裕教授的深刻印象，他是我們大家

永遠的導師。

在陳萬裕教授學術基金會董事長謝博生

教授號召之下，民國105年12月10日暖冬午

後，假臺大醫學院人文博物館舉辦「陳萬裕

教授百歲冥誕紀念會」。台灣腎臟醫學界眾

多前輩齊聚一堂，回顧陳教授一生致力提升

台灣腎臟醫學的研究與發展，並提攜後進加

入腎臟團隊的努力。之後，由台灣各大醫院

陸續報告歷年來研究方面的傳承與創新。

會議一開始由謝博生教授帶出「百歲冥

誕紀念會」的緣起，然後他提出三個要點：

陳萬裕教授對人的尊重與關懷

（傳承自日本老師小田俊郎教授―

前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部長、附屬

醫院院長） 一生對學術研究的熱

誠 努力提拔後進（在這裡謝博生

教授也細數他與陳萬裕教授的師生

緣）。其次為各醫院輪流報告，第

一位是新上任的台灣腎臟醫學會理

事長盧國城教授，他敘述了腎臟醫

學會篳路藍縷的成長過程，另外，

也指出學會是大家的，他會用開放的心態去

促成大家通力合作，讓台灣腎臟醫學更上一

層樓。順便也報告他個人的研究成果，涵蓋

了中暑（Heat stroke），慢性腎臟病骨病變的

相關研究，諸如：副甲狀腺荷爾蒙，維他命

D…等等，其研究曾獲得國際上的高度肯定。

（請見本期刊最後一頁封底裡之照片，又下

面諸位講者之照片亦在該頁內）。

接下來由臺大醫院陳永銘教授報告，

他提到陳萬裕教授為了提升我國腎臟醫學

之水準，並加強腎臟科醫師之間的聯繫，於

1972年首先倡導成立「腎臟醫學聯合學術討

論會」，由臺大、榮總、三總等醫院輪流舉

辦，此舉促成日後「中華民國腎臟醫學會」

的誕生（於1983年正式成立），首任理事

長由陳萬裕教授擔任（秘書長為謝博生教

授）。接著述說陳教授如何帶領中

華民國腎臟醫學會，於1984年正式

加入國際腎臟醫學會，1987年在

臺北舉辦第七屆「亞洲腎臟醫學

會」，讓我國腎臟醫學正式邁入國

際腎臟學領域；再回到臺大醫院

腎臟科發展史，臺大腎臟科在陳萬

裕教授手中創設、開展與茁壯，之

後歷屆科主任也繼承著陳教授的精

神，傳遞著精益求精的研究精神與

文／蔡敦仁、姜至剛

陳萬裕教授攝於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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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餘遺力地提攜後進。

其次，長庚大學醫學院院長楊智偉教

授報告長庚醫院腎臟醫學中心的沿革，他指

出「今天是長庚醫院四十週年院慶」，腎臟

科在過去臺大前輩呂美玲教授與黃秋錦教授

的帶領下，在服務、教學及研究方面都有長

足的進步。例如全方位的透析醫療，高品質

的血液透析，還有全國有名的臨床毒物科，

後來又成立了腎臟醫學研究中心，聚焦於腎

臟纖維化，感染與慢性腎臟病的關係…等研

究。尤其是對於鉤端螺旋體（Leptospirosis）

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其在慢性腎臟病成因

中所扮演的角色，具有全球上的重要性，獲

得國際腎臟醫學界的肯定。另外，在急性腎

損傷新biomarker的研發，還有糖尿病腎病變

的研究，也都有很優異的成果。

接下來，由三軍總醫院林石化院長介紹

三總腎臟科的發展史，黃漢文教授為創科主

任，在黃主任的指導之下開始著手於中暑和

腎性骨病變的相關研究，尤其是酸鹼平衡、

電解質、腎小管功能及基因研究，獲得重要

的突破，並完成跨院與跨國合作。林院長並

提出常懷師長「傳承為縱、倫理為橫，知識

為綱、技術為要，緬懷過去、努力現在」的

精神，致力於「立足將來」為傳承之使命。

接著由臺北榮民總醫院腎臟科主任唐德

成教授報告，他憶及創科主任譚柱光教授曾

著作了不少腎臟學、透析有關的書籍，也發

明了「腸道透析法」，接著黃東坡教授開始

做CAPD，也建立腎臟生理及分子生物研究

室。1996年北榮和其他醫學中心聯合討論達

成治療建議與共識，經過多年來的研究改

進，目前腎性貧血的治療已經形成一個指

引（guideline），受到大家的推崇。另外唐

主任也提出榮總腎臟科傳承腎臟醫學前輩

「對上以敬，對下以慈，對人以和，對事以

真」的精神。

上半場最後，由高雄醫學大學顧進

裕教授報告，他回顧蔡瑞熊教授創立高醫

腎臟科的經過，歷經幾任主任的努力，在

糖尿病腎臟病變、腎臟性荷爾蒙、足細胞

前排中間為陳萬裕教授，其左側為嚴澯鑫教

授，其他為腎臟科同仁。

1983年中華民國腎臟醫學會正式成立，攝於臺大醫

院舊院址大門口，前排中間為陳萬裕教授，時任第

一屆理事長。



2016年12月‧第33卷第12期 27

校友小品

（podoytes）、慢性腎臟病…等等，已經在國

際間嶄露頭角，獲得國際水準的研究成果，

最後顧教授特別以「臺榭釁宮聽杜鵑，大學

醉月看傅園；萬民倒懸憑君解，裕利後生傳

杏壇。」一首七言絕句「臺大萬裕」追憶陳

教授。

之後有新店慈濟郭克林醫師報告他們

在腎性貧血的研究，傳承了榮總唐主任，

aldosteronism的研究，傳承了臺大吳允升升

副教授……等等，中國醫學院附設醫院腎臟

科張志宗主任也報告了他們對於腎臟過渡性

上皮細胞癌（trasitional cell carcinoma）新

biomarker的研究，還有用中醫藥治療腎臟病

的研究……，馬偕醫院吳志仁副教授報告他

們對於副甲狀腺、大數據…的研究……，國

泰醫院彭聖曾主任報告對中藥腎病變……等

的研究，新光呂至剛主任報告他們對慢性腎

臟病的流行病學，週邊血管疾病……等等的

研究。

下半場為座談會，由學術基金會執行

長蔡敦仁教授發言，他首先表示對各家醫

院研究成果的讚賞，然後補充臺大每位老師

的成就，諸如謝博生教授在高血壓方面的研

究，吳寬墩教授傳承高血壓方面的研究，後

來又組成急性腎捐傷的研究團隊，他們的研

究都達到國際水準，姜至剛副教授在毒理方

面的研究也全國著名，還有其他很多老師的

研究，也都有優異的研究成果，由於時間有

限，無法一一詳述。其次，他也提到陳教授

再三叮嚀的一句話：「先學做人，再做醫

師」，感念於陳教授一生對台灣腎臟醫學界

的貢獻，我們由他自己所做的一首詩，可做

一個總結：「年高退休離醫界；救人無數

在苦海，發表論文三百多；教出菁英多成

材」。

最後，他提出一個構想，陳萬裕教授生

前常常邀請國際腎臟醫學會的理事長或重要

雜誌如Kidney International……的主編，相

繼來台演講，讓台灣的腎臟醫學研究能和國

際接軌，為了延續他的作風，陳萬裕教授學

術基金會希望能與台灣腎臟醫學會合作，每

年邀請國際頂尖的學者來台進行學術交流，

主要的方式是用演講與工作坊，讓全國的研

究者都能從大師身上學到最先進的觀念與技

術。此提議獲得了盧國城理事長的首肯。紀

念會也在掌聲與合影（請見本期最後一頁封

底之照片）後暫時畫上句點，然此正是腎臟

學界再次揚帆出航的起點，誠為「哲人日已

遠，典型在夙昔」的最佳寫照！

（作者蔡敦仁係母校醫科1973年畢業，現為

母校名譽教授；姜至剛現為母校毒理學研究

所副教授）

臺大腎臟科全體同仁合照，攝於臺大醫學院

人文博物館大門口，前排中間為陳萬裕教

授，其左側著黑色西裝者為臺大醫學院院長  
謝博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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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成平醫師書序

對
於超音波應用於耳鼻喉科的印象，始於

1980年代住院醫師時期，當時科內有一

台攜帶式超音波儀器，用於檢查上頷竇有無

積液，若有積液，則其反射波會在較遠的地

方被偵測，利用探頭和臉部皮膚接觸點與反

射波的距離長短，判斷有無上頷竇積液，但

因鼻竇χ光片檢查的簡易，超音波檢查無法

取代之，因此便無疾而終。

另外，住院醫師時期印象比較深刻的

是，吳啟東醫師有一段時間，幾乎天天拿

著一支徐茂銘教授買的金屬製注射筒固定

器，單手為病人做頸部淋巴結抽吸，抹片檢

查細胞，取代以前一隻手固定注射筒，另一

隻手抽吸細胞的不穩定狀態，因吳醫師的細

胞抽吸量夠多，有利於判讀，因此對該唯一

金屬製注射筒固定器的依賴，越來越深，看

門診時，拿到門診部，看完門診，便又帶回

病房，兩邊病房輪流使用。因覺得注射筒固

定器的不夠用，利用1992年和徐教授一同去

舊金山開會時，在廠商展覽會場上，自作主

張，先自掏腰包購買兩支壓克力製注射筒固

定器，回來再報科的公帳，倒是忘了多少

錢。

接著1990年代，先是知道蕭自佑主任利

用超音波做聲帶的研究，定期參加謝豐舟教

授主持的跨科部小型研究會，王崇禮院長也

參與其中，開拓足部的超音波研究，我只參

加一次，便覺得太難而退出，後來蕭主任引

薦吳志修醫師給謝豐舟教授，開始摸索頸部

淋巴結的超音波影像，當時吳醫師的哥哥吳

志正醫師也任職臺大婦產科，兩兄弟在謝教

授的大力支持下，整理一大堆數據，短短幾

年便發表好幾篇先驅優秀論文，正如謝教授

所說的，真像在垃圾堆中找黃金，可惜兩兄

弟因覺得，在當時臺大醫院的制度下升遷無

望，薪水又低，便相繼辭職，返回故鄉豐原

開業，以致剛起步的頭頸部超音波研究便夭

折了，真是可惜！

文／柯政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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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利用三支注射筒固定器，可以解

決大部分門診與病房病人頸部硬塊的診斷

問題，但是很難教導住院醫師，細針穿入皮

膚進到頸部病灶的手感，加上有些硬塊位置

較深或鄰近頸動脈，不得不在局麻或全麻之

下，做皮膚切開切片，有時在局麻之下，住

院醫師不小心又會傷及副神經，徒生困擾；

有時遇到主訴頸部有很小腫瘤的病人，明知

不要緊且細針不易抽到足夠細胞數，可是卻

得花費很長時間說明，才能讓病人心甘情願

地步下診療椅，走出診間。

等到王成平、楊宗霖兩位醫師同年升

任主治醫師後，人手較足，加上兩位醫師尤

其是王醫師，對研習超音波技術有興趣，便

在眾人的期望之下，重拾頭頸部超音波的研

究，經過長達五年的慘澹經營，鍥而不捨，

終於開花結果，在2004年的某一天，青出於

藍而勝於藍的王醫師興奮地告訴我說，頸部

超音波檢查已上線，可以常規安排了，當時

我儼然看到一顆即將輝煌燦爛的明日之星，

冉冉上升，慶幸臺大耳鼻喉部的光榮得以傳

承，而我能做的，就是儘量提供病例，增加

王醫師的經驗，幫助他也幫助我自己，在超

音波的導引下，細針穿刺可以準確地取得足

夠的細胞，診斷率比起傳統穿刺法高出許

多。加上近5年來使用的粗針切片病理檢查，

幾乎可以取代過去傳統的手術切片，目前對

於主訴頸部有很小腫瘤的病人，便可安排頸

部超音波檢查讓他（她）安心，無需花費很

長時間說明，也提供住院醫師操作的機會；

疑似惡性淋巴瘤的病例，便可插隊做粗針切

片病理檢查，往往在不到一星期，便可得到

正確的病理報告，成功率幾近100%，而迅速

轉給腫瘤內科醫師開啟治療。

經王醫師與其他同仁的努力，目前臺

大耳鼻喉部已是亞洲頭頸部超音波研究的

重鎮，較早之前便耳聞王醫師要出書，終

於在2016年3月27日下午10:10收到王醫師的

e-mail，寫著「Dear Prof. Ko, 學生不才，倉

促之間，完成一本超音波的中文小書，有鑑

於您這多年的大力支持，才有我今天這本書

的出現，所以想請您寫一序言，加持一下，

謝謝」，看了他的書後，我覺得王醫師還是

有臺大人過度謙虛的小缺點，這怎麼會是一

本小書，而是巨著呀！不但內容豐富，包羅

萬象，囊括頭頸部的各種真實案例，而且傾

囊相授，淺顯易懂，真是一本非常難得的教

科書，身為耳鼻喉科醫師的我們，不讀真是

可惜！這是王醫師多年來的嘔心瀝血智慧結

晶，就如他所說「原來寫書真不容易，比寫

論文還難」，看到他的成果，忝為他老師的

我，真為自己汗顏，也深以王醫師為榮，如

果這種學生不才，那老師的頭要鑽到地底多

深呀！最後要再度恭喜王成平醫師，謝謝你

的高瞻遠矚，開疆闢土，讓我們耳鼻喉科的

領域更為寬廣，對臨床問題的解決，更加得

心應手，澤披後繼的年輕醫師，真是全民之

福，也非常榮幸得以在本巨著落筆，真是與

有榮焉！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82年畢業，現任母校

耳鼻喉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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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麻理惠的整理魔法」：
一個麻瓜的讀書心得

我
不善於整理，且我沒有多餘的時間整

理，對我而言，完成一次整理需要花費

很多時間，且整理的效果只是把零亂的東西

重新排列，或把看得到的髒亂藏到看不到的

地方而已，更慘的是整理後的效果通常難以

維持（我印象中最久僅維持將近一個月），

讓這些努力看起來只是徒勞無功。這也讓我

感覺這些整理其實過於刻意，且與日常生活

格格不入，例如用完的東西應放回原處，也

就是說每樣東西在每次使用後都需要花費額

外的力氣去復原，這種既沒效率也不順手的

事情，我一點都不想去做。然某天下午在書

店閒逛時，恰好讓我注意到書櫃上一本可愛

的小書—「麻理惠的整理魔法：108項技巧全

圖解」，也正是這本小書，改變我對於「整

理」的看法，且能在生活中真正應用這些技

巧，進而改變週遭的環境。

我特別喜歡這種以圖解為主體的小書，

因為它們大多淺顯易懂，在閱讀時不需要花

費太多腦力，且圖解的東西也容易理解，

進而應用在生活中。現在這本名為整理魔

法的圖解書，如果它能幫助我改善整理方面

的問題，那就太好了，但如果本書內容只是

其他收納概念或技巧的說明（如前陣子熱門

的「來自德國的整理法」，或近年火紅的

「斷、捨、離」），則它能提供我的幫助可

能有限，因為這些書籍大多說明應該要做

什麼（what），但沒有提到具體應該怎麼做

（how），特別是那些在執行過程中容易遭

遇的問題，例如丟棄還可以用的東西會感到

可惜，又如丟掉別人送的禮物易產生罪惡感

等。很幸運的是麻理惠所寫的這本書並非單

純的技巧分享，它也包含作者所提倡之整理

概念，這些概念可以解決我所遭遇的問題，

文／李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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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提升我整理的效能。我在這本書中主要

學到四個概念，有助於解決我在整理時所遭

遇的問題，以下便與大家分享之。

一、整理不只是物件的重新排列，而是在丟

棄不要的東西後，妥善收納要的東西。

因為生活中極可能在無意間累積大量用

不到的東西，常見像是一時興起買下卻

發現根本用不到的家電（如最近網購的

USB介面小冰箱），或已遭到汰舊換新

後但還能使用而未被丟棄的用品（如老

舊的智慧型手機或被淘汰的筆電等）。

這些大量卻又用不到的東西不僅占據收

納空間，同時也降低重要東西的存在

感，進而讓環境顯得雜亂無章。因此，

有效的整理應該是建立在捨棄不必要東

西的前提上：唯有排除不要的東西，只

針對自己要的東西進行收納，才能從根

本上提升整理的效能，進而提升自己對

環境的滿意度。所以，正確的收納不只

是物件的排列組合，而是一種取捨的過

程。

二、東西要或不要之取捨，是以此東西是否

讓自己「怦然心動」為依據。本書作者

麻理惠所提倡的「怦然心動」選擇法，

強調以自己對物件是否怦然心動之主

觀判斷做為標準，選擇哪些東西應該要

保留或者丟棄。怦然心動選擇法有別於

我過去以東西的來源或功能性做為判斷

依據，可以更有效地判斷一個東西的去

留，而減少難以取捨的窘境。例如我以

東西的來源與功能為依據進行選擇時，

容易發生「這是xxx送的，所以不好意思

丟掉」或「這個東西還可以用，所以捨

不得丟掉」的狀況，造成「所有東西都

難以捨棄」的結果。但改用怦然心動選

擇法時，就只剩下「這個東西很心動，

我想保留」以及「這個東西其實沒有也

不會怎樣」的結果，高下立判。怦然心

動選擇法也能用來解決生活中極容易累

積的東西，即那些「未來可能用到」但

實際上幾乎用不到的東西：如果這個東

西本身有意義且能令我怦然心動，則它

就有保存的價值；反之如果這個東西沒

有也可以，則它就歸類於可以被捨棄的

範疇。不過作者也提醒，這是一種極端

仰賴主觀感受的選擇法，且選擇過程容

易受到情境因素影響，因此審視自己是

否心動時，應著重自己對於該物品的整

體印象／感受，而避免再次深入物品的

內容（如重新閱讀該書或再聆聽光碟一

次），以免影響自己的判斷（如因某首

歌好聽所以不捨得丟）或降低整理的效

率。

三、無須為丟棄不心動的東西而有罪惡感，

因為讓它們充分發揮原本應有的價值才

是最理想的狀態，適度的放手反而是種

珍惜。那些被歸類為不心動的東西，可

能因不符合自己的喜好或需求改變而鮮

少被使用，只能閒置在旁，與其讓這些

東西被束之高閣，無法發揮其應有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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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甚至成為我們生活中的累贅，不如

將它們轉交給需要的人，讓這些東西獲

得更有效的利用，發揮應有的價值。因

此作者建議可對這些物品心懷感激，感

謝其過去的貢獻，但之後可以將它們贈

送或捐贈給需要的單位，讓它們發揮最

大的效益。另外，禮品與紀念品一類的

物品，因為可能是他人贈送的東西（例

如生日卡等），而有難以割捨的問題，

然由於這類物品通常在自己收到並被閱

讀的瞬間就已完成任務（如傳達他人之

祝福），因此，就算這類物品被捨棄也

不會影響他人的心意，便可以讓它們功

成身退。捨棄與保留屬於相對的概念，

故在整理時反覆選擇的過程中也會加強

我們重視物品本身的價值，進而更懂得

珍惜。

四、成為具備整理能力的人，就不會願意再

回到原本混亂的狀態。正確的整理可以

幫助自己去蕪存菁，塑造只有令自己心

動之物品所組成的環境，進而提升環境

的舒適感。經過捨棄後，將要的東西妥

善收納，也可以突顯這些精挑細選的結

果，進一步加強正確整理的能力。在體

會正確整理所帶來的影響後，我會較願

意在生活中多付出一些努力，以維持這

樣安適的狀態，這種生活習慣的改變，

有助於維持環境整潔，並減少故態復萌

的機率。

閱讀本書後，我發現整理的內涵其實

比我原本認知的更為複雜。麻理惠所提倡的

整理方法確實堪稱整理的魔法，不僅內容說

明淺顯易懂、容易學以致用，同時也提及在

整理時容易遭遇的各種心理障礙，再者，閱

讀本書後不只學習到整理的概念與原則，也

能改善我整理的效能，讓我更有動力主動出

擊，以改善那些混亂的環境。故我認為本書

最特別之處在於作者不只是傳授整理與收納

的知識，同時也在培養讀者成為一個具備整

理能力的人，而兼具整理的知識與將知識應

用到生活的能力，才能促成人們行為的永久

改變，不再回到原本混亂的狀態。我相信這

樣的能力不只可實際應用在環境整理，應該

也可應用在其他面向。聽說本書為作者的第

四本著作，我開始對作者的另外三本書產生

興趣……。

（作者係母校職能治療學系2013年畢業，現

為臺大職能治療研究所博士班二年級學生）



景福心關懷情

2016年12月‧第33卷第12期 33

景福心關懷情2016美東參訪體驗學習

此
次銜命前去美國，除了與學習群的師

生進行人文體驗學習，主要任務是訪

問校友傳達母院與景福校友會對北美校友的

關心，同時也與北美校友討論有關爾後楓城

師生北美參訪問團常規化事宜。

醫學人文體驗學習

在醫學人文體驗學習方面，走訪華盛頓

地區，實地體驗美國歷史有關的發展，華盛

頓、林肯、傑弗遜等人，如何奠定美國的基

礎價值、簽訂獨立宣言。越戰、韓戰

紀念館讓我們思考戰爭的本質。與體

驗學習群的同學以及高芷華老師，一

同在華盛頓地區感受美國歷史、民主

進展與社會的基本價值。見證歷史軌

跡，與偉大人物的事蹟，也啟發我們

關心人的心，堅持自我理念，努力不

懈的動力，在紐約校友陳耀楨教授帶

領下參觀Natural History Museum、大

都會博物館等，相較於歐洲博物館羅

浮宮、大英博物館，文物多來自殖民

主義的蒐羅，紐約博物館中的館藏多來自民

間捐贈。

在Baltimore地區，接受了Johns Hopkins

病理學教授吳子丑校友的招待，他特地請助

理Emily Farmer細心安排參觀行程，我們在

她的帶領下參觀了Johns Hopkins醫院、醫學

院，在Johns Hopkins醫院，我們看到醫院與醫

學院創辦人Johns Hopkins先生的雕像，他本

身是一位銀行家，基於對醫學與人的關懷，

將他所有財產當時約值300萬美元捐出，作

訪吳子丑、黃傳翔校友等，於 J o h n s  H o p k i n s 
University, David H. Koch Cancer Research Building
合影。

文／張皓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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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興建醫院與醫學院的基金，現今已是全球

領導地位的醫學中心與77億美元資產的醫療

事業，醫院對於歷史的保存不宜餘力，醫院

大廳迴廊裡陳列了創院四位醫師（4 founding 

physic ians，又稱big  4）的生平事蹟與著

作，分別是病理學家Henry Welch、外科醫

師William Stewart Halsted、內科醫師William 

Osler、婦產科Howard Kelly，以紀念他們對於

醫學及Johns Hopkins醫院的貢獻，也在醫院人

員帶領下，走過完整保留的當年住院醫師住

所與進行medical round的迴廊，使我遙想當年

住院醫師訓練的精實與緊繃，我們也進到傳

奇外科醫師surgeon William Stewart Halsted辦

公室保留而成為的紀念廳，也幸運地參觀了

William Osler的辦公室，因為這個辦公室目前

仍作為會議室使用，所以不一定能參觀到，

這個以白色為主軸的會議是仍然保存了他的

許多著作與事蹟。

在Emily的協調下，我們得以參觀

學生正在放暑假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醫學院，它的建築是相當明亮的現代

建築，令人印象深刻的是，Hopkins將

醫學生分成四個組，各組的命名是以

約翰霍普金斯對醫學有卓越貢獻的四

個人來命名，分別是Vivien Thomas、

Florence Sabin、Helen Taussig、Daniel 

Nathans，類似哈利波特中學院的概

念，各組之間存在競爭合作的微妙關

係，學生對自己所屬的group也很有認同。

參觀結束後，吳子丑教授邀了幾位景福校友

來與我們一行進行交流，並招待午餐，校友

們與同學分享到美國求學發展的點點滴滴，

吳教授也提供同學暑假到Johns Hopkins接受

summer course的機會，這次Baltimore訪問

中，收穫滿滿，唯我大學同學林士鈞校友因

有重要手術未能前來相會，難免有遺珠之

憾。

北美校友會訪問與學習

我們一行人在8/6日於紐約法拉盛地區敦

城海鮮餐廳，受到來自美東各地的校友及家

屬熱情招待，包括北美總會長邱義男校友、

紐約分會前會長黃清煌、現任紐約分會會長

陳耀楨校友等率眾校友及夫人一起前來，有

些校友甚至坐飛機、開了很久的車才到，身

紐約法拉盛與校友合影（感謝陳耀楨會長提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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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景福基金會副執行長，對於向心力如此強

的熱忱校友，幾乎熱淚盈眶。席間談論

一、有關景福心、關懷情楓城師生訪問團的

構想

依據醫學院醫學教育與生醫倫理所蔡詩

力老師規劃，訪問的部分可以分成學生的人

文體驗，醫學院老師的醫學教育交流參訪，

醫學教育研究所畢業同學的醫學人文教育參

訪。對於行程內含，校友多認為參訪地點與

學校都是很好的，也十分認同董事長的人文

關懷理念，對於推動臺大醫學院國際化，也

願意盡其心力，校友也建議若要與美國醫學

校進行正式參訪或交流，甚至是學術或教學

合作，則應由醫學院院方循正式管道，和國

外學校進行交流互訪才是最佳方式，校友與

校友會在能力及影響力的範圍內盡最大努力

協助，特別是在生活協助上。

二、傳達2017臺大醫學院雙甲子院慶活動，

邀請北美校友回臺與會，景福基金會將

提供協助，獲熱烈迴響。

三、北美校友會明年度年會預計於2017年10

月在紐約舉行，校友也邀請校長、醫學

院院長、醫院院長、基金會董事長、執

行長等與會指導，共襄盛舉。

本次北美行，醫學院同學、老師、景

福基金會代表各有任務，行程雖然緊湊，收

穫卻是滿滿。展望未來，希望透過醫學院師

生、景福基金會代表與北美校友的互訪，能

強化海外校友與母院的聯繫和向心力，醫學

生的人文學習體驗能更深化優秀醫學生在習

醫路上對社會、對人文更多的關注，將來醫

學教育的參訪，則能為國內的醫學教育適時

注入新方向與世界接軌的宏觀。本次活動特

別感謝北美臺灣大學醫學院校友會及李華林

基金會的支持。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97年畢業，現任景福

基金會副執行長、附設醫院家庭醫學部主治

醫師）

約翰霍普金斯醫院進行Medical round的迴廊，古

色古香的建築，漫步其中讓人遙想當時各科醫師

對個案病況的討論盛況。



編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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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輯本期醫訊時，正是川普令人跌破眼鏡地選上

了美國總統，想不到美國的民調也有失準的時

候，美國也有礙於心理因素，於選前不願表態的silent 

majority，希望川普一些選前所說的話，只是競選語

言，期待他真正能讓美國再度偉大，天佑美國，天佑

全球！

今年是臺大護理學系六十週年慶，本期刊出護理

學系系慶專輯，首先由賴裕和主任引言，強調護理學系的首要目標，是培養更優秀的護理、健康照

護領導人才，只要持續過去的努力與貢獻，未來將更卓越。黃璉華前主任回顧六年主任的貢獻，帶

領護理部順利通過，各兩次的國際、國內醫院評鑑，出席國際護理大會，展現強有力的護理外交，

也主辦東亞護理學者論壇，大大提升國際能見度，最後恭賀黃前主任獲選為美國護理科學院院士。

張媚校友和周照芳前主任各有兒子、女兒繼承護理衣缽，真是護理系一家親，祝福這個大家庭永遠

茁壯。葉明理校友說出畢業30年的感言，細數同學們的寬廣發展，也節錄同學們對母系感恩的話，

除了自己的努力，大家緬懷歷史相片，覺得母系的教導更是功不可沒。醫學新知請到了王成平副教

授，說明頭頸部超音波檢查在台灣耳鼻喉科界的發展，王校友是母校耳鼻喉科非常傑出的傳承者，

其高瞻遠矚，開疆闢土，讓耳鼻喉科的領域更為寬廣，對臨床問題的解決，更加得心應手，澤披後

繼的年輕醫師，真是全民之福。李彥輝校友和著六首唐詩，寫出現代版的台詩，文采媲美前人。鄒

慧韞校友因本醫訊刊登出彩色繽紛的五張相片，而說出那故事，感謝費和蒲女士對台灣醫療衛生及

護理界的貢獻。姜至剛與蔡敦仁校友紀錄2016年12月10日舉行的「陳萬裕教授百歲冥誕紀念會」，

其主題是台灣腎臟醫學的傳承與創新，當天眾多台灣腎臟醫學界前輩齊聚臺大醫學院人文博物館，

回顧陳教授一生致力提升台灣腎臟醫學的研究與發展，讓後輩對陳教授更加懷念與感佩。王成平醫

師完成一本耳鼻喉科超音波巨著，有鑑於拙編這多年的大力支持，所以想請敝人寫一序言，加持一

下，本人有幸將此耳鼻喉科超音波發展史紀錄出來。李士捷校友讀了「麻理惠的整理魔法」，與大

家分享了四個概念的讀書心得，真是言之成理，受用無窮，敬請諸校友細細品嘗。張皓翔副執行

長的景福心關懷情2016美東參訪體驗學習，包括華盛頓特區與Baltimore地區Johns Hopkins的醫學人

文，以及北美校友會訪問與學習，受到美東各地的校友及家屬熱情招待，收穫滿滿，校友建議若要

與美國醫學校進行正式參訪或交流，甚至是學術或教學合作，應由醫學院院方循正式管道，和國外

學校進行交流互訪才是最佳方式，非常謝謝校友們的建言。

（編者係母校醫學系1982年畢業，現任母校耳鼻喉科教授）

攝於Magdeburg, Germany. 背景建築名為綠色

要塞（Grüne Zitadelle），由百水先生設計。



陳萬裕教授百歲冥誕紀念會臺灣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所60週年系慶

時間：2016年12月10日 地點：臺大醫學人文博物館視聽教室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時間：2016年11月12日　地點：臺大醫學院大廳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新任台灣腎臟醫學會理事長盧國城教授致詞

▲長庚大學醫學院楊智偉院長報告

▲台北榮總腎臟科唐德成主任報告

▲臺大醫學院陳永銘教授報告

▲三軍總醫院林石化院長報告

▲高雄醫學大學顧進裕教授報告

▲主任致歡迎詞

▲傑出系友與系內教師合影

▲大合照

▲主任與貴賓、返校系友合影

▲系內教師群合唱



陳萬裕教授百歲冥誕紀念會

時間：2016年12月10日 臺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東址大廳藝術饗宴與病友耶誕同歡

時間：2016年12月12日 臺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