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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貧富差距與心理健康

文／陳宜明、郭俊東

貧窮與健康的關係

十九世紀末，涂爾幹提出社會與經濟的

剝奪造成自殺率升高的觀點。隨後的一百多

年之間，學者們陸續探討貧窮跟身心疾病之

間的關聯性，揭露了疾病在貧窮族群與地區

盛行的現象。而這兩者之間的關係，除了透

過社會選擇來解釋以外，社會致病的作用機

制也扮演重要角色。近年的經濟危機席捲全

球之後，貧富差距日益擴大，貧窮對於人類

健康的衝擊也更加受到重視。

貧窮不但使個人遭受到社會排除，也

限制了個體對生活方式的選擇。經濟上遭受

剝奪的人，在居住環境、人際網絡、教育機

會、社區資源、職業性質、社群文化等等方

面，較缺乏益於健康的選擇，因而更加容易

罹患身心的疾病。

貧窮對於心理健康的影響

依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心理健康

的個人，應當能發揮自己的潛能，因應一般

生活當中的壓力，能在工作中產生豐碩的成

果，亦能對於社群做出一己之貢獻。依此定

義，貧窮在令人喪失與他人相同的機會，使

人難以去實踐有意義、有生產力的社會生活

的同時，也使經濟弱勢的族群相對於他人，

更不容易達到心理健康的最高標準。

除此之外，經濟弱勢的族群，比起相對

優勢的他人，更頻繁地暴露於天然災害、經

濟動盪、社會變遷、與罹患疾病的風險，也

更容易遭遇到各種令人感到威脅、害怕、甚

至羞辱的生活壓力事件。一旦面對壓力，經

濟弱勢族群似乎缺少能有效作為調節壓力或

緩衝風險的心理社會資源，也較難有效率地

使用個人與外界的資源。

從貧富差距到健康不平等

今日的富裕國家，大部分民眾的生活

已然處於貧窮線以上，有足夠能力滿足基本

所需的飲水、食物、和住所，有些先進國家

甚至辦理全民醫療保險。然而，貧富之間的

差距卻持續擴大，報告指出四分之三以上的

OECD國家，在過去20年皆有收入不平等增加

的現象。

社會流行病學研究指出，收入不平等對

人口健康帶來負面影響，代表除了絕對貧窮

之外，整個群體貧富不均的程度，對於處於

相對貧窮的個體之健康也有極大影響。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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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發現，已開發國家的收入不平等與死亡

率、平均餘命、肥胖、心血管疾病及精神疾

病都有關聯。

從經濟層面的差距到健康差距，兩者

之間的關係主要有三種影響途徑假說。第一

種是物質途徑：貧富差距對社會的結構與資

源分配造成廣泛性的影響，因而對於個體在

教育、工作、撫養子女、交通、居住各方面

的資源剝奪，使個人暴露於物質性的危險因

素，造成健康的差異。第二種是侵蝕社會資

本途徑：從群體觀之，貧富不均會危害社會

凝聚力、社會資本、以及減少群體互信、社

會友善程度及個人投入社會的意願。社會資

本的降低會增加社區的犯罪率，升高憎恨，

並且在此脈絡效應之下影響群體中每個人－

無論富有或貧窮－的身心健康。第三種則是

社會心理途徑：個人在不平等的社會結構之

中，透過社會比較而產生之相對剝奪感，引

起羞恥、焦慮、沮喪等負面情緒，進而引發

慢性壓力，最終對個人的生理機能與健康行

為造成負面影響，相對剝奪感也可能使個人

更容易罹患精神疾病。

相對剝奪感

相對剝奪根源於社會比較行為，發生在

群體中較低社會經濟地位的個體身上。相對

剝奪的概念最初在1966年被Runciman提出，

其生成的四個條件包括：渴望得到某特定的

事物、見到他人擁有某特定事物、自己沒

有該特定事物、認為自己應該得到該事物。

而後，相對剝奪感被學者定義為個體判定自

身在某些標準比其他人差，而伴隨著負面感

受。在個人層次，相對剝奪感會增加個體罹

患憂鬱症與焦慮症的風險。相對剝奪感下降

25%，能降低9.5%個人罹患任何精神疾病的機

率。國內的研究亦發現個人在同年齡、同性

別、同等教育程度的比較群體中，當個人所

得較相同特質者低，其發生憂鬱症狀的機率

比其他同儕高出33~77%，且憂鬱症狀部分解

釋了相對剝奪和整體健康的關係，表示社會

心理途徑是貧富差距影響健康的重要機轉。

相對剝奪常用的指標，通常透過個人所

得做評估基礎，例如Yitzhaki index、Deaton’s 

formulation、百分等級，亦可依消費能力及個

人擁有的物質做評估，或是個體依據所得或

物質剝奪程度所產生之主觀社會地位。除了

上述衡量個人相對剝奪感（egoistic/personal 

relative deprivation）的方式之外，也有學者探

討具有共同經驗的群體之成員比較其他群體

所衍生之集體相對剝奪感（fraternalistic/group 

relative deprivation）。

相對剝奪係一種負面情緒及壓力源。

諸多實證研究已然證實慢性的壓力，會長期

過度活化神經壓力反應系統：下視丘－腦垂

腺－腎上腺軸（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以及交感神經系統，繼而引起憂鬱症、

焦慮症以及壓力疾患。這種將相對剝奪視為

社會壓力，透過神經內分泌免疫系統失衡的

路徑，導致影響健康的論點，在具有社會階

層的動物研究中獲得印證。人類的社會階層

遠比動物更為複雜，然而無論是以主觀社會

地位作為相對剝奪感的指標，或是以所得為

基礎計算之客觀相對剝奪程度，皆顯示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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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奪與憂鬱及焦慮密切相關。

未來研究欲深入探討相對剝奪對心理健

康的影響，仍有尚待克服之問題，其中以如

何選擇合適的比較族群（reference group）

最為關鍵。相對剝奪乃透過社會比較而來，

然而學者對於研究族群的比較對象往往缺少

直接的資訊，只能透過間接推測，假設比較

的對象是基於某些共同特徵，例如相同的性

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居住社區等

等。然而，人們實際的比較對象也許是多元

的，或許是一起參與某個社會組織的成員、

透過媒體資訊想像的群體、或是日常接觸的

對象。人們也可能同時對多重族群進行社會

比較，而非固定不變的比較族群。目前研究

者大多採取兩種方式處理這個議題：一、在

分析時嘗試各種比較族群組合，作為敏感度

分析檢視相對剝奪與健康是否呈現一致的關

係。二、直接以個案主觀的相對地位或自評

剝奪的程度作為相對剝奪的指標，使研究者

無須面臨選擇比較族群的難題，然而仍須考

慮主觀感受是否會因健康狀況不佳而有所偏

誤的問題。

結語

在結構不平等的社會中，處於較低社

會經濟條件的個體容易透過社會比較產生相

對剝奪感，對其認知、情緒、與行為帶來負

面效應。過去研究發現，相對剝奪感可能因

引起慢性壓力，導致神經內分泌免疫系統代

償失調，增加個人罹患憂鬱症的風險。相對

剝奪理論說明了，即使在富有國家，貧富不

均仍會導致健康不平等。另外，貧窮亦限制

人對生活方式的選擇，並使人難以實踐有意

義、有生產力的社會生活，使弱勢族群更不

容易維持心理健康。本文探討貧窮及貧富差

距為憂鬱症之社會決定因素，並呈現平等的

社會是促進心理健康的重要條件。

（作者陳宜明係母校醫學系2007年畢業，現

任附設精神醫學部主治醫師；郭俊東係母校

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博士生）

景福醫訊33卷12期第15頁1890年代睦會學姊公共衛生實習前合影，更正為

1950年代護校學姊公共衛生實習前合影，特此更正，致歉。

更 正 啟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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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專講堂見證臺灣本土民主化運動史

引言

西方歷史哲學家西賽羅曾說：一個人如

果不知道自己出生以前的事，那麼他將永遠

是個小孩子。二十一世紀人類最大的威脅是

「老人失智症」。忘掉自己以前的事，是最

可悲與可憐。

臺大醫學院將於2017年慶祝一百二十週

年。2016年7月16日，因為參加陳文成教授

紀念音樂會，得與先賢蔣渭水先生的孫子蔣

朝根先生鄰坐，談到臺大醫學院二號館大禮

堂（台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講堂，如附圖

1）曾經是台北最重要的音樂會場所，也是醫

學院師生音樂會重要的回憶（參考林吉崇：

院校懷舊（七）醫專音樂部史（上）（1919-

1945），景福醫訊第11卷第10期，1995年。陳

振陽：二號館與楓城音樂會，景福醫訊第11卷

第6期，1994年）。蔣先生告訴我，其實醫專

講堂還見證過台灣反殖民運動史。特煩請他

將這段歷史做一個回顧，與大家分享。

後期文藝復興樣式的臺大醫學人文博物

館，建於1913年，面向寬闊的仁愛路，正面

林立著欉欉枝枒茂密的大樹，側面則被覆著

大片的長春藤，曲線美的山牆、牛眼窗、拱

圈、迴廊，法國殖民地樣式的典雅風格，北

側原本有一座大講堂，日本殖民統治時期，

公會堂未完工前，是臺北市大型音樂會表演

的場地，可惜在醫院蓋新大樓的整建中，於

1985年拆除，只留下與醫學人文館相連的大

舞臺（封面及附圖2）。有歲月洗禮的滄桑，

經常被選為婚紗攝影景點。

舞臺中間有一大二小的三連拱，拱與拱

之間綴以豎直的官式肩章圖案的浮塑；中間

圖1： 醫專大禮堂，由二樓拍攝。（取自臺大醫學

院及附設醫院，建築古貌，1985）

引言／陳振陽、文／蔣朝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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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拱圈分做二層，上層拱圈有瓶狀欄杆，小

立方體的簷石線板，加強水平線條的美感，

下層柱頂愛奧尼克式的渦卷綴以束狀下垂的

花穗；兩側的小拱圈，以立體突出的三角楣

從間分成上兩層，三角楣中有碩大的勳章飾

浮塑；整體視覺莊嚴中顯得富麗堂皇。

蔣渭水先生行跡導覽在臺北市分成南北

兩條路線，醫學人文館是南線必造訪之地，

這裡是蔣渭水的母校，也是學生時期學生運

動的場域， 1 9 2 0年，在

大講堂曾有一場盛大歡迎

會，點燃臺灣本島第一個

宣傳現代意識的文化啟蒙

團體「臺灣文化協會」創

立的火種。當代社會運動

家連溫卿指出，這場歡迎

會的氣勢象徵向殖民統治

者宣示「以臺灣人為中心

而歡迎臺灣人」。

1920年8月，本島第一

位飛行士謝文達返臺鄉土飛行訪問（圖3），

9月23日，在蔣渭水的指導下，醫學專門學

校、工業學校、師範學校、農林專門學校、

商工學校、淡水中學的學生組成「在北本島

人學生聯合應援團」，在醫專大禮堂舉辦一

千二百餘人的大歡迎會（圖4），開會辭由醫

專學生吳海水代表、師範學校學生謝春木則

代表致謝詞；當時為了澄清謝文達座機由船

運抵臺灣時，遭到日人蓄意破壞，臺灣總督

府總務長官（相當於行政院長）下村宏特別

在此會中闢謠。

1920年10月17日，謝文達在其故鄉葫蘆

墩（豐原）舉行臺灣史上本島人首次飛行表

演，10月30日則預定在臺北練兵場（今青年

公園）舉行飛行表演。11月5日的《臺灣日日

新報》在後續的報導中刊登稻江商界熱心應

援（圖5）。

引用臺灣日日新報原文：“三十日午後

圖2： 蔣渭水行跡臺北市南線導覽造訪臺灣總督府

醫學校舊校舍。

圖3：左為謝文達，

　 　右為其助手。

圖4： 《臺灣日日新報》報導在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

學校舉辦的謝文達歡迎會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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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裝飾三臺自動車載醫學專門學校之樂

隊，以稻江應援團，並載大花環二個，一為

稻江應援團所贈，一為在北本島人學生團所

贈，遊行市內，乃赴練兵場，時風力甚強，

飛行中止，謝氏為學生說明機體，又行滑走

法，後學生圍繞飛機，高唱應援歌，乃由何

皆亨氏令孃呈上花環，攝影紀念，三呼萬歲

而散。以該裝飾之自動車，載謝氏賢喬梓遊

行市內，沿途燃放爆竹，以祝其成功，稻江

應援團訂本日午後六時，為開歡迎會於春風

得意樓，會費三圓，希望加入者可告知大安

醫院，其電話一八二五番云。＂大安醫院是

蔣渭水行醫的醫院，春風得意樓則是他經營

的酒樓。

這場飛行表演，延至11月1日舉行，「在

北本島人學生聯合應援團」為奧援購機贈送

謝文達，發行飛行紀念明信片數張，義賣募

款。有謝文達在醫專講堂演講的照片，背景

就是講堂舞臺，也有學生應援團與謝文達在

飛機前的合照。

根據《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日人

也熱烈響應，最後由臺北州知事相賀照鄉擔

任「謝文達後援會」總代。募款非常成功，

1923年2月8日，在《臺灣日日新報》公告共

募得二萬六千五百二十二元七錢，一萬二千

元已購買飛機贈送謝文達，扣除募集費用、

飛機測試費之外，剩餘款一萬四千多元贈與

謝文達做飛行基金。在購機過程中，還邀請

謝文達在同年4月16日皇太子行啟臺灣時，駕

駛新購的「臺北號」飛機在外海引領皇太子

「金剛艦號」軍艦進港。沒料到，2月11日，

謝文達就駕駛著「臺北號」飛機在東京上空

灑下反對總督專制的五色宣傳單二十萬張，

聲援蔣渭水等在殖民帝都設置臺灣議會的請

願運動，事後，謝文達在日本帝國統領下的

藍天，無法繼續他熱愛的飛行，只得遠走長

春。

臺灣文化協會的創立日，特別選在謝文

達首次鄉土飛行的10月17日，醫專講堂見證

臺灣反殖民運動史關鍵的時刻。

（謝文達飛行紀念明信片典藏於國家圖書

館）

（陳振陽係母校微生物所碩士班1972年畢

業，微生物學科名譽教授；蔣朝根現任蔣渭

水文化基金會執行長）

圖5： 《臺灣日日新報》報導謝文達稻江應援團、

在北本島人學生團體奧援謝文達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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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製品與青春痘的關聯性

文／邱政偉

青
春痘是青少年與年輕成人最常見的皮膚

疾病。飲食與青春痘的關聯性在過去並

不十分清楚，直到最近十餘年才有一些研究

顯示出飲食中的某些成份，可能會與青春痘

的形成有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近年來的

研究顯示牛奶與奶製品與青春痘的關聯性。

Adebamowo等學者在2005年發表的研究

中，發現高中時期牛奶的攝取量愈多的人，

有較高的機會得到青春痘。Adebamowo等人

利用從1989年開始的Nurse Health Study II的研

究，在1998年有四萬多人回答了高中飲食的

資料，配合上1989年問卷中是否有經由醫師

診斷的嚴重青少年期青春痘進行研究。結果

發現：經過校正飲食攝取熱量、年齡、初經

的年紀與body mass index（BMI）之後，攝取

各種牛奶合計每天大於三份（三杯）的人，

發生青春痘的盛行率是每週攝取各種牛奶不

到一杯（一份）的人的1.22倍，且達到統計

上的顯著水準。若是就攝取脫脂牛奶（skim 

milk）來看，每天攝食兩杯以上的人比起每週

攝食不到一杯的人，其青春痘盛行率的比率

為1.44倍，呈現顯著的上升。但是，若以食用

全脂牛奶（whole milk）或是低脂牛奶（low 

fat milk）來看，每天食用一杯的人比起每週

攝食不到一杯的人，雖然產生青春痘的盛行

率比率有上升，但是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意

義。其他和乳製品相關的食物包括早餐即溶

飲料（breakfast instant drink）、sherbet、奶油

乳酪（cream cheese）與cottage cheese等都和

青春痘的發生有正相關。

上一篇的文獻主要是由研究參與者回

憶高中飲食的內容，與是否有醫師診斷的嚴

重青春痘做為青春痘的標準，可能有一些偏

誤。Adebamowo等人後續又發表兩篇利用

Growing Up Today Study（GUTS）這個cohort

研究資料探討飲食對於青春痘的影響。GUTS

研究的受試者其實是第一篇研究Nurse Health 

Study II的子女，在1996年做為基準年度時介

於9-15歲的青少年，在後續年度持續接受問卷

訪查的族群。他們填寫飲食頻率問卷（food 

frequency questionnaire, FFQ）以調查攝取食

物的種類與頻率。另外，他們利用病人自己

感覺是否有青春痘與其嚴重程度取代在NHS II

醫師診斷嚴重青春痘做為是否有青春痘的標

準。在男孩的研究中發現：在校正過年齡、

身高、熱量攝取等因素的影響後，每天攝取

兩份（兩杯）以上脫脂牛奶的人相對於一週

攝取不到一份（一杯）的人，青春痘盛行率

的比率為1.19倍，達到統計上的顯著程度。但

是就全脂牛奶或是低脂牛奶來看，每天攝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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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份（兩杯）以上牛奶的人相對於一週攝取

不到一份（一杯）的人來比，青春痘盛行率

的比率並未達到統計上顯著的增加。但在女

孩的部份：經過校正過年齡、身高、熱量攝

取之後，發現不論是全脂、低脂、脫脂、或

是各種牛奶合併計算，每天攝取兩杯以上相

對於一週攝取小於等於一份的人，青春痘的

發生率比率都有統計上顯著的上升。這兩篇

利用GUTS cohort所做的研究支持NHS II研究

的結果。Adebamowo等人認為脫脂牛奶中可

能含有荷爾蒙成份、或是會影響人體內部荷

爾蒙的因子，並且達到足夠的量就會對飲用

的人有生物影響。

在2012年，義大利的研究團隊利用case 

control的方法，在義大利多個地點收集的205

個案例（case）與358個控制組（control）個

案。結果發現家族病史一等親有青春痘的人

較容易罹患青春痘（odds ratio=3.41）。Body 

mass index（BMI）較大的人也較容易罹患青

春痘。BMI>23的人相較於BMI<18.5的人，其

odds ratio=1.94。青春痘的病人飲用較多的全

脂與脫脂牛奶，相較於控制組其odds ratio分

別為1.64（全脂牛奶）與2.20（脫脂牛奶）。

但是其他食品，如乳酪、優格（yogurt）、

麵包、義大利麵、蛋糕、甜點、巧克力、蔬

菜、水果、紅肉、臘腸等都與青春痘無關。

有趣的是，Di Landro等人發現吃魚對於青

春痘的發生有保護的效果（比較不會有青春

痘），odds ratio=0.68。

馬來西亞的研究團隊也在2012年利用case 

control的方法分析44個個案與44個控制組病

人。結果發現每週攝取一次以上的牛奶者，

相較於每週攝食不到一份牛奶者，顯著容易

發生青春痘（odds ratio=3.99）。另外每週攝

取一次以上冰淇淋者，相較於每週攝取不到

一次冰淇淋者，也顯著容易發生青春痘（odds 

ratio=4.47）。但是優格、乳酪、巧克力、堅

果等卻與青春痘的發生無關。

飲食與青春痘的關聯性還需要更多的

研究來釐清，不同的奶製品與青春痘的關聯

性也不一樣。不過，就上述資料來看，牛奶

（特別是脫脂牛奶）似乎與青春痘的發生有

關聯性。治療青春痘除了局部與全身性的用

藥之外，飲食的調整或許也是可以改善青春

痘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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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debamowo CA, Spiegelman D, Berkey CS, 

Danby FW, Rockett HH, Colditz GA, Willett 

WC, Holmes MD. Milk consumption and acne 

in teenaged boys. J Am Acad Dermatol. 2008 

May;58(5):787-93.

3. Adebamowo CA, Spiegelman D, Berkey CS, 

Danby FW, Rockett HH, Colditz GA, Willett 

WC, Holmes MD. Milk consumption and acne 

in adolescent girls. Dermatol Online J. 2006 

May 30;12(4):1.

4. Di Landro A, Cazzaniga S, Parazzini F, 

Ingordo V, Cusano F, Atzori L, Cutrì 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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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Naldi L; GISED Acne Study Group.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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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evere acne in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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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係母校醫學系2000年畢業，現任母院

皮膚科臨床助理教授）

臺大醫學院婦產科徵求推薦科主任人選

資格：

1. 學術上有成就、具聲望並有教育理念及領導能力者。
2. 具中華民國婦產科專科醫師資格，且有國內或國外教授資格者。
3. 106年8月1日就任科主任新職前未滿62歲。

檢具資料：（紙本9份）
1. 個人履歷（附照片）及所有著作目錄表。
 （以上資料參考臺大醫學院人事組網站
 http://www.mc.ntu.edu.tw/staff/person/html/form.html）
 （論文目錄表III-1~III-4）
2. 在國內及國際上受肯定之具體事實。
3. 檢附願任同意書及個人對於臺大婦產科之認知、經營理念、未來發展策略及
目標規劃。

4. 國內外相關學門教授3人以上之推薦函。
5. 相關資料應於106年4月28日下午5時前送達遴選委員會。

相關資料請看本科網站http://ntuh.mc.ntu.edu.tw/obgy/index.htm
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8號「臺大醫院婦產部（婦產科主任遴選委員會主任委員）收」。
電話：(02)23123456轉71537林小姐
傳真：(02)23114965
E-mail：sandy926@ntu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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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合約”

在
美國，昨天（二月的第三個星期一）是

President Day，國定假日，金山灣區風

和日麗。

台灣來了一位ex-“President”, MCL。

M C L （賴明詔）是我 1 9 6 8 年臺大

醫學院的同學，任大學校長（Unive r s i t y 

President）。

最近他偕夫人來舊金山與女兒家人團

聚，也跟在灣區的同學聯絡。大家合約在金

山敘舊，因此在這2016年的President Day，有

個歷史性的金山“合約＂。

灣區同學YHL（廖益亨）跟他夫人，

就像是一對樂天開朗的情侶，每次與同學聚

會，總是那麼熱誠，這次也特地為大家安排

一個美好的一天。

文／葉弘宣

我們在Point Lobos有百年歷史的Cliff 
House會合

YHL夫人早已訂座安排

在“Sutro's＂餐廳，聽海浪滔滔，看浪花滾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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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 Legion of Honor

Lands "end" here

Lands End Lookout，海景無限。 “金山合約＂的三巨頭

金門橋在後，人證物證，“金山合約＂有圖為證。 先來個小憩，再續登高。

風和日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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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 End Trail Rodin's Thinker

翠柏常青

走在海岸崖邊，凜然堅定的松柏樹

下，我想起詩人Jim Powell的“Point Lobos 

O u t l o o k＂，以及我幾年前曾在自己部落

格的一篇post，“Cypress  On The Cl i ff , 

Uncompromising＂：

Monday, August 29, 2011

"Cypress On The Cliff, Uncompromising"

Lands End

In one of his poems entitled “Point Lobos

Outlook”, Jim Powell, an American modern

day poet, had his poetic description of the

Monterey Cypress at Point Lobos on the

California Central Coast that is known to be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coastlines in the

world:

"Persistent at the brink, the cypresses

lean away backward to receive the winds

prevailing on this spot, balancing

resistance and compensation in the open-weave

basketwork of their limbs:

weight braced facing a single way

against an invisible pressure from ahead

in veering weather and when the air falls quiet

steadfast in the same stance, a posture of

defense by success, then hab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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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also a place called Point Lobos, which is

at the tip of Lands End, the outermost reach of

San Francisco Peninsula. It has been one of our

favorite scenic places to visit since we moved to

the Bay Area three decades ago. It is the grove of

cypress trees on its cliff  that has impressed me

the most all these years. 

Only the past year or so, we have made a total of

four trips to this place with our visitors

(classmates or family friends, from out of state

or abroad). During each visit, I particularly drew

their attention to the stern, uncompromising

gestures of those cypress trees on the cliff,

"leaning away backward to receive the

winds, balancing resistance and compensation in

the open-weave basketwork of their limbs ......",

as nicely depicted by Powell.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8年畢業，曾任加州州

立醫院內科醫師，現已退休）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復健科誠徵主任

一、應徵資格：

1. 具中華民國國籍。
2. 於民國106年8月1日前取得教育部之教授或副教授部定證書，且具中華民國復
健科專科醫師資格2年以上者。

3. 在復健醫學領域學術上有成就、具聲望並有教育理念及領導能力者。

二、應徵請檢具資料：

1. 個人履歷、著作目錄、學經歷證件影本（一式八份）。
2. 簡述個人對復健科未來之教學、研究及服務之發展目標與策略（一式八份）。
3. 國內、外相關學門教授、副教授3人以上推薦函。

三、收件截止日期為106年4月25日下午4時止。

四、信函請寄：台北市中山南路7號復健科轉「復健科主任遴選委員會」

聯絡單位電話：(02)23123456*67650
　　　　傳真：(02)23825734
e-mail：007568@ntu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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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靜竹

秋
高氣爽的十月下旬我們去參加了一次愉

快感人的聚會及旅遊。北美洲台灣人

醫師協會（North America Taiwanese Medical 

Association，簡稱NATMA）2016年年會在拉

斯維加斯Bellagio休假旅館舉行，並於會後

有四天三夜的美國西南區國家公園的旅遊。

這次年會有150人參加，有70人參加會後旅

遊，非常成功。今年NATMA總會長陳珠琦及

夫人賴雪惠長期的籌備是大會成功的關鍵。

他們也準備了一冊精美的年刊，有年會節目

報導，演講者介紹及會員的專文。演講者包

括老、中、青年齡層，其中青年學者是第二

代台美人，包括陳珠琦兒子陳立大和許宗邦

兒子許中人。演講者很多，本文難以一一介

紹，僅介紹幾位供讀者參考。NATMA創會會

長周烒明坐著輪椅，夫人吳秀惠隨伴在側前

來參加年會。周教授患巴金森氏症已有二十

多年，NATMA年會很少缺席。此次更感人的

是NATMA北加州分會長林錦堂由舊金山開車

載他們南下賭城參加盛會。朱玉鳳大使剛由

外交部退休，曾任Kansas辦事處處長，駐聖

文森國及希臘大使，外交部禮賓司司長，外

交部常務次長等職，她不但在大會演講，在

遊覽車內也多次演講，包括國際禮儀，女大

使生涯，和駐在國的人情文化等等。她身材

消瘦，動作敏捷，口才一流。我曾向她提到

她很像另一位綠營中央女官員，前僑務委員

長張富美，她聽了一笑，不置可否。另一位

比我年長的李華林是捐獻很多的川流基金會

董事長，也是2016年臺大傑出校友，他的講

題都是保健長壽之道。朱真一是位多產的作

家，非常關心台灣的議題，此次探討登革熱

及茲卡病毒的關連。郭智化教授則用英語講

解台灣的二二八事件以來他所關心的議題。

筆者則以退休生活的四大項要素提供聽眾如

何享受退休生活。被問到為何蓄鬚，則答以

仿效我的外公。留鬚的另一好處，是在團體

照中很容易認出自己，是一種記號。其他演

講者醫學領域的專題報告，本文就不再描述

了（圖1）。此次年會參加的前NATMA總

1

NATMA年會講員合影（左起：朱玉鳳、

傅林郁子、陳珠琦、林靜竹、邱義男）



休閒旅遊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16

會長有周烒明、陳惠亭、游祥修、林榮松、

王政卿、林益顯、許正雄、邱義男、許昭雄

等，可見此次年會有很大的吸引力。

星期五的晚餐在新光海鮮酒家，席開

九桌，是首次聚餐，熱鬧滾滾。大家熱烈招

呼，啤酒敬酒，相互拍照，新知舊友風趣談

笑，連續兩個多小時，才依依不捨而散。星

期六的午宴是buffet，在Bellagio旅館，演講者

為前聖瑪利諾市長，骨外科的林元清，從台

灣談到美國43年心歷路程。晚宴也是buffet，

仍在Bellagio旅館內，席開16桌。先由李汝

城頒獎給曹長青「林一洋醫師紀念演講獎」

後，曹長青以「醫師救國和台灣前途」為題

作一次很長的演講。由許多醫師救國的例子

開始談到台灣的現狀和未來光明的前途，博

得很多掌聲。之後由台灣駐美代表處處長高

碩泰大使作簡短的演講，接著有餘興節目，

是個熱鬧的大聚會。男士西裝，女士晚禮

服，是一個很正式的晚宴。

我們夫婦因夜宿 B e l l a g i o 斜對面的

Harrah’s Casino Hotel，提早離開晚宴會場。剛

出門就被圍觀隨音樂噴出、左右搖擺的水柱

（即有名的水舞）的遊客堵住，寸步難行。

好不容易擠到Las Vegas Blvd正街，也被圍觀

水舞的群眾站滿。我們只能從縫隙間慢慢移

動。其間又被橫線的汽車道阻隔，必須繞道

上下陸橋才能繼續前進，可是又碰到一群一

群觀看街上表演特技，歌唱，裸身表演色情

舞蹈的男女,群眾拍手呼嘯。我們只能行行又

停停，這段20分鐘可以走完的路程，我們竟

走了一個小時。記得前次到拉城，我們也在

擁擠的Mirage Casino Hotel前觀看火山爆發

的夜景，真正體會到拉城遊客的夜生活的一

面。淑清感嘆地說：「拉城真是一個罪惡的

城市」（Las Vegas is a sin city）」。

星期日上午為各醫學院校校友會的時

段，臺大醫學院並沒有特別安排，我們就在

旅館休息，看一點NATMA年刊上的文章。中

午正式由兩部遊覽車（A車40人，B車30人）

上路，開始四天三夜美西科羅拉多高原國家

公園的旅遊。

A車上有許多熟識的朋友，氣氛不錯。導

遊David Young是一位中年人來自台灣，來美

很久，導遊經驗豐富，也很親切友善。行程

中對於國家公園形成的自然景觀來龍去脈作

很詳細的說明。回程則說明拉斯維加斯這個

城市發展的經過。司機名Leo，是一位年輕的

廣東人，看起來很斯文有禮，但搬運行李非

常勤快，開車也很平穩。領隊許宗邦，陳秀

芬夫婦引導下，大家做自我介紹，歌唱，說

笑話也有演講，熱情歡樂，沒有冷場。會長

夫人賴雪惠醫師竟把她的兄弟姐妹都邀來一

起旅遊，連住在台灣的弟弟也不放過。柯敏

雄醫師也邀來兒子及鄰居Harry及Mary Fritz。

Harry是吹口哨作長歌表演的能手。太平洋時

報社長林文政，總編輯賴慧娜夫婦都是唱歌

能手，在車上發表他們初戀的心聲。游祥修

喜歡講話，卻也給了一段嚴肅的台灣意識的

演講。張賴益新醫師用口琴演奏許多美國歌

曲。他的夫人是白人Mary Daye醫師，大家

講台灣話對車上三位白人一定有溝通上的問

題，但是他們看起來似乎也很愉快。其他同

車朋友，因篇幅有限就此打住，不能一一介

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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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星期日）中午出發先到聖喬

治（St. George）市參觀建於1871年的摩門教

堂，這個白色教堂相當雄偉，嶄新（圖2）。

寺院供參觀的建築，院內樹木花草都很整

齊，女傳道士親切有禮，值得參觀。隨後到

火山岩雪峽谷州立公園（Snow Canyon State 

Park）。那裏是一個圓形岩紅色山丘，四面遠

望有高山岩峰環繞，大家開始往圓形山丘頂

上爬，岩面光滑，沒有台階，也沒有扶手設

備，我怕爬上去下不來，只能在底下欣賞美

景。

10月24日（星期一）的行程是錫安國家

公園（Zion National Park）和布萊斯峽谷國

家公園（Bryce Canyon National Park），天

氣是陰天，並有多次下雨。今天是我81歲的

生日，A車上的朋友慶祝我的生日，我太高

興了。另一位壽星是賴吉光醫師。我們首先

抵達錫安國家公園，1938年小說作家Thomas 

Wolfe形容錫安之美像是山壁上加上一條條鮭

魚紅色彩紋的線條，再擦上點點抓痕的一幅

畫。這個自

然景觀是由

聖母河（Virgin River）強勢的水流沖刷而成各

種雕刻岩石山壁，再加上長期風吹雨打和冰

凍漸漸形成現貌。大部份的路段兩邊大岩高

聳，也有路段可看到散置的粉紅色岩石塊在

路旁。

錫安國家公園主要的景點包括聖母塔

（Towers of the Virgin），是一排山峰，夏

天呈現鮭魚紅色及黃白色的山壁，有綠色樹

叢點綴。帝王牆（Majestic Walls）上面山峰

呈鋸齒狀，呈現紅、白相間的顏色。其他

尚有Angel Landing, Weeping Rock, Cathedral 

Mountain, Altar of Sacrifice, Mountain Foot of 

Horse Back等等山壁（圖3）。我們的車停在

Museum前，由導遊帶路去走trail。我沒有去

trail而在Museum觀看電影，解析山壁的成因

和動植物生態，後來又坐免費交通車到遊客

中心（Visitor Center）參觀，有許多各式各樣

的山壁相片展覽。

下午離開錫安，開車兩小時抵達布萊斯

（Bryce Canyon National Park），剛好下了一

陣雨，大家冒雨走到觀景的懸崖邊往下看，

不久雨停了，大家有充分時間觀景。此景非

常漂亮，完全和錫安的

大岩石不一樣，是由聖

母河（Virgin River）和

科羅拉多河（Colorado 

River）共同沖刷後再

加上長年風化而成藝術

雕刻的作品，讓人讚嘆

不已。整個地區成為一

個向上的大飯碗，裏

面裝有許多奇形怪石

3

作者與夫人於錫安國家公園留影

2

作者與夫人於摩門教堂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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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odoo）。大部份為紅岩石（Sandstone），

經過長年風吹雨打和冰凍的侵蝕慢慢脫落形

成千變萬化的雕刻藝術作品。有的像一排士

兵隊伍，有的像皇宮，有的像古堡，有的像

西洋棋盤，美不勝收，是最美麗，最感動的

景觀（圖4）。有些遊客禁不住由岸邊下去

走泥沙小道就近拍照。布萊斯重要的景點有

（1）Sunrise Point，是最適合觀日出的地方，

下面有很深的石階，層層而下；（2）Thor’s 

Hammer，狀似鐵鎚；（3）Queen’s Court，由

一堆形狀像西洋棋子的橘色圓錐石柱聚集在

一起；（4）Bryce Amphitheatre，有如劇場觀

台，台階層層而下；（5）Aqua Canyon是斷崖

石壁，呈現一層層紅色和橘色花紋的山谷；

（6）Natural Bridge是一座懸空獨木橋一樣的

岩石；（7）Navajo Loop由斷崖迂迴而下的走

道，由岩石狹縫可以下到谷底。

昨日和今晚的住宿是Best Western旅館，

前者在St. George市，後者在Bryce Canyon，都

是舒適寬敞的好旅館，養足精神作次日的旅

遊。這兩個國家公園我在十年前都曾遊過，

此次重遊，因遊伴不同，仍有新鮮感，興奮

不已。

1 0月 2 5日（星期二）預定遊馬蹄灣

（Horse Shoe Bend）和羚羊峽谷（Antelope 

Canyon）。這兩個景點淑清和我於2014年3

月參加台南女中同學的美國西南三州（內華

達，新墨西哥，亞利桑那）3,000英哩大長征

旅遊時都玩過。此次舊地重遊，老馬識途，

仍是興趣盎然。今日首先去馬蹄灣，這是像

馬蹄形狀的半島，有科羅拉多河環繞，形成

懸崖深入的紅色峭壁，一條綠色的河流在兩

邊峭壁底下蜿蜒慢流，造成藍天碧水紅岩的

自然景觀。懸崖沒有護欄，遊客拍照要各自

小心。下車後要翻過一小段山坡，再往下沿

著佈滿細沙的步道直達岸邊才能看到這美麗

的景觀。回程則要上坡，可能走得滿頭大汗

氣喘不已。此次我們在上了山丘後在涼亭休

息，沒有繼續前進。午餐後我們抵達羚羊峽

谷的集合點，再由Navajo印地安人當駕駛及

導遊，先要穿過一段沙灘路才能到達洞口。

前次我們搭大型吉普車比較平穩。此次登上

14人一車的小卡車急駛15分鐘，強風撲面，

吹散頭髮，顛簸震盪，有如一群冒險的探險

隊。這個峽谷是岩石受強風洪流長年侵蝕而

成洞穴，峽壁或光滑挺直，或優美曲線，部

份寬廣，部份狹窄。洞內黑暗，靠頂上細縫

照射而入的日光產生千奇百怪的光影效應。

拍照可以見到不同色彩的圖樣，有像彩綢飛

舞，有如美麗的人像，有一處說是林肯的側

面像，有像跳動的心臟，有像燃燒的燭台，

千姿百態，引人入勝。走到盡頭，強光照入

即為山洞另一端的洞口。大家在此拍照留念

（圖5）。

4

布萊斯國家公園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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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最後一程是到Lake Powell，去看水

壩和蓄水湖。前次台南女中旅遊時，我們曾

乘船在湖中行駛，駛入兩岸峭壁之間，享受

另一景色。夜宿比前兩日更具規模的Flagstaff

市的Twin Arrows Casino Resort。

10月26日（星期三）提早七點鐘出發，

在車上吃旅館準備的墨西哥餅早餐，開車

兩小時抵達大峽谷（Grand Canyon）的南口

（South Rim）。我們曾多次參觀這個世界七

大奇景之一的大峽谷。曾經由北口（North 

Rim）進入，也曾經到搭建玻璃橋的一端，

景色大同小異。大峽谷位於亞利桑那州西北

邊，是由科羅拉多河沖刷出來的大山谷。

上面平平，谷內有各色各樣由谷底長出的岩

石，大部份為紅色，也有黃色、白色的岩

石。此山谷長277英哩，寬由4英哩到13英哩

不等的一個東西橫向的山谷。深為6,000英

呎，可由山中小徑向下走，走到谷地，奇景

可以看得更清楚。

1903年老羅斯福總統（President Theodore 

Roosevelt）看過這個景觀，說：「在我看過

的風景區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這一個」。

1919年大峽谷便被美國政府設立為國家公

園。重要的景點包括下列幾處：（1）Bright 

Angel Trail是一條遊客最多的山路，由Trail 

View Overlook可以看到彎彎曲曲的Trail全

貌；（2）Maricopa Point，可以看到許多紅色

大岩石由谷底凸出；（3）Hopi Point，可以

看到Colorado River；（4）Grandview Point，

可以看到大峽谷全貌景觀。兩個小時供大家

攝影（圖6），吃午餐，我只喝了一杯咖啡

提神。回程開車四小時返回賭城。我們又在

Harrah’s 旅館住了一晚，10月27日（星期四）

飛回北加州老家。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1年畢業，芝加哥大學

榮譽教授，現住北加州東灣）

6

作者與夫人於大峽谷留影

5

羚羊谷山洞口留影，左起柯敏雄、王麗

愛、賴慧娜、林文政、林靜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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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年輕醫師生涯規畫時的參考

張
院長、楊院長、各位老師，以及今天參

加宣誓典禮的每一位同學，大家平安！

自從1998年，創院的黃崑巖院長在這個

以我的父親之名命名的「石泉廣場」，創辦

這項隆重又具教育意義的宣誓典禮以來，我

每年都以「感恩」和「嚴肅」的心，參與這

項典禮。因為在整個醫學教育的過程中，對

各位來說，今天，尤其是在此後的一年，是

「特別重要」的一年。這整整一年的實習生

涯中，各位會有機會rotate到各科實習，請

一定要好好把握你這一生之中很難得的這機

會，認真地去學習、仔細地去觀察、客觀冷

靜地去思考、分析，以便將來在選科時，或

者至少在PGY的決定上，不致於會有太大的

偏差，當然也可以因此避免走上冤枉的路。

只要偶而有機會接受醫學生詢問，談到

選科的困擾時，我會談到：思考醫學生涯規

劃時，除了首先「一定」要重視自己的「興

趣」之外，接下去要考慮的是，你應該是最

了解你自己，因此要以你的「個性」再加上

你的「先、後天的條件」去評估。最後，但

也是最不被提到的是：將來，甚至是此後的

20年30年或更久的醫學生涯中，你是否也能

夠同時好好兼顧到三樣生活面：

（1）Academic Life，（2）Social Life以

及（3）Family Life。

就academic life而言，不只留在醫學中心

的醫師要全力以赴，一般基層醫師，也一定

要在日常行醫中，想辦法進修，以免和新知

識、新技術脫節，否則的話，對那些一直信

賴你，並且把「痛苦」，甚至「生命」都交

給你的病人，是「不公平的」。

在 s o c i a l  l i f e方面，以不至於被視為

「不務正業」的原則下，像過去的醫學「前

輩」，特別是像「日治時代醫學校」畢業的

醫學從業者們一樣，以你的專業，和你過去

的努力成果，被社會肯定的有利條件之下，

多關心社會，去影響社會，讓我們的社會有

機會走向更「現代化」，也更「文明」的境

界。

至於家庭生活，也許是一向最被忽略的

部分。我常常一再提醒未婚或已婚的年輕醫

師說：無論你將來在學問上，或在社會上，

有多大的成就，你過去年輕或中年時所失去

的，「多陪伴自己更好的另一半」（英語稱

“better half＂），或無意中忽略的，「陪小

孩一起長大的美好時光」，這兩樣損失，將

是一輩子永遠無法彌補的，請各位深思。

以上是我經歷多年的「人生經驗」，與

「認真思考」之後的一點點看法與結論，謹

（成大醫院2 0 1 5年實習生宣誓典禮致詞）

文／韓良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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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給各位參考，希望有助於各位此後的醫

學生涯規劃。

謝謝各位，也祝福各位實習生活快樂、

順利！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0年畢業，現於台南開

業及擔任台大景福基金會常務董事）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

誠徵專任教師壹名

一、徵聘名額：專任助理教授以上1名（與公共衛生學系合聘）

二、申請時間：即日起至民國106年3月31日止（以寄達時間為憑）

三、預定起聘時間：民國106年8月1日起（實際依本校新聘教師作業程序而定）

四、徵聘資格：

（一）申請時已具有博士學位，具教學、實務或博士後研究經驗者尤佳。

（二）專長領域：

1. 急性傳染病（特別是病毒性傳染病）之流行病學研究，且有田野調查

經驗者優先考慮。

2. 全球傳染性流行病學。

五、檢具資料：

（一）申請信函。（請註明申請職級為助理教授或副教授）

（二）個人履歷表。

（三）學經歷證明文件影本。

（四）著作目錄及影本。

（五）推薦信3份。

（六）未來五年教學及研究計劃書。

（七）其它有助於瞭解申請者背景之資料。

六、聯絡地址：10055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17號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

　　　　　簡國龍所長收（信封上請註明應徵流預所專任教師）

聯 絡 人：范嘉純 副技師

聯絡電話：(02)3366-8030
E-mail：ntuepm@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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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serving one year of compulsory 

military service at Chiang Kei-Shek’s 

Navy, I arrived with excitement and expectation 

in Boston to start my graduate program in 

Physiology at Harvard Medical School in the 

summer of 1968. However, it didn’t take too 

long for me to realize that I was ill prepared to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I could not speak 

in English and could hardly understand others’ 

spoken English. I could not stand American food 

in the cafeteria and I hated anything with cheese. 

I was the only foreign graduate student in the 

Department and probably one of the very few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entire Harvard Medical 

Campus. I was isolated, lonely, and home sick.

My mentor, Dr. Thomas Hastings Wilson, 

who invented the everted sac technique for 

the study of intestinal absorption and was the 

Department Chair at that time, took me to Boston 

Chinatown for a dinner a few months after my 

arrival. I was so happy to see that there were 

other Chinese in town and places to eat good 

Chinese food.

Even though I was given a desk in Dr. 

Wilson’s laboratory, I spent most of the first year 

taking graduate courses. Because of the language 

barrier, I could not understand the lectures, 

This picture was taken in 1970. The one 
on the left was my mentor, Dr. Thomas 
Hastings Wilson. The one on the right was 
me. In between was Louis Pasteur, a 1-year 
old male Scotch Terrier with the genetic 
disorder, canine cystinuria.  Louis Pasteur 
was my research subject.

Looking Back at My Years at Harvard 
(1968-1971)

文／鄭敏夫

(For my 50th graduation anniversary from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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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ularly when the professors were talking 

about the latest information that had not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textbook. I had to rely on 

self-studies and went to the Countway Library 

of Medicine frequently. I was amazed to see how 

hard American students studied. They were at 

the library studying before I got there and were 

still there studying when I left. On the way back 

to the dormitory, Vanderbilt Hall, I passed by the 

Biochemistry building. I saw most of the lights 

were still on. It was almost mid-night and they 

were still doing experiments. I could not help but 

wonder whether they ever went home to sleep. 

This wa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what I saw in the 

movies while I was in Taiwan about American 

students partying all the time.

One day after the mid-term exam, Dr. 

Wilson asked me how I was doing. I told him that 

I didn’t know, because I could hardly understand 

what the professors were talking about. He 

suggested that I see the Chair of Biochemistry 

and ask him for advice. So, I did. However, after 

the Biochemistry Chair looked at my records, he 

told me that “you are all right, don’t worry about 

it.” I left his office without knowing exactly what 

he meant.

The biochemistry final exam had six 

questions from which students were asked to 

choose five to answer. One day I was passing by 

the Biochemistry Department Office, I saw quite 

a few students were looking at the bulletin board 

making a lot of commotion. Out of curiosity, 

I joined the crowd and saw they were looking 

at the best answers to the biochemistry final 

exam. If your answers were like those posted, 

you would get full marks. So, I started to read 

the answer. The first thing struck me was that 

the handwriting was terrible. I was thinking that 

whoever provided these answers should at least 

have the decency to write clearly, so that others 

might understand. As I ran down the list, the 

handwriting in the second question was even 

worse. When I finally got to the last question, I 

told myself, my God, at least the handwriting in 

this one was better. The answer also somehow 

looked familiar. All of a sudden, I realized that 

this was actually my answer. How about that, one 

of my answers was chosen as the best answer!

Dr. Wilson told me that I was the first 

graduate student from the 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to get an “A” in Biochemistry. As a 

matter of fact, with the exception of Bacterial 

Genetics (which I received an “A-“), I got “A” in 

all other courses. Dr. Wilson told me that I was 

ready to take the qualifying exam. He gave me a 

few books to prepare and I passed the qualifying 

exam 2 months  la ter,  becoming a  Ph.D. 

candidate. All I needed then was to come up with 

a dissertation. He also told me that as part of my 

graduate training, the Department was goi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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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re a tutor to teach me English.

Over the next 2 years, with some luck I 

managed to publish four papers, two from Dr. 

Wilson’s laboratory and two from Dr. Richard D. 

Berlin’s laboratory. These four papers formed the 

basis of my Ph.D. thesis.

The 1960’s were exciting times in the 

US, in part, because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decided to send Americans to the moon and then 

back to the earth safely. To achieve this goal, the 

government provided a lot of money to support 

research. Harvard was able to pay for an English 

tutor to provide me with private lessons. For more 

than 2 years, I went to Mrs. Helen Rochfort’s 

apartment in Cambridge once a week to learn 

English. She corrected my pronunciation and 

improved my broken English.

At the 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graduate 

students were allowed to invite a scientist from 

anywhere in the country to come to give a 

seminar once a month. 

After the seminar, the 

Department paid all 

graduate students to 

take the speaker out 

for a dinner to get to 

know him/her better. 

We a te  a t  the  bes t 

restaurants in Boston 

and Cambridge.  In 

2006, I was invited by the Stanford Immunology 

Graduate Program to give a seminar. I was 

delighted to find that Stanford was able to keep 

this tradition and pay for a limited number of 

students to take me out for dinner.

The 1960’s were also troubling times in the 

US. Because of the unpopular Vietnam War, there 

were widespread protests and campus unrest. The 

existing social values had been shaken, but the 

new value system was not yet established. At the 

Department, graduate students were insisting to 

call their professors by their first names.

Tom Ukena was one of the few friends that 

I had during my 3 years at Harvard. Tom, the 

son of a practicing dentist, was a medical student 

from Iowa. He was friendly to me and took me 

to my first and only rock concert at the Harvard 

Stadium. I didn’t particularly enjoy the concert, 

because the music was too loud and most people 

were drinking. Somebody brought a big one-

gallon bottle of wine 

to the concert. They 

passed it around and 

drank directly from 

the bottle. For some 

reason not clear to 

me, whenever it got to 

me, it just by-passed 

me. I guess I was not 

considered to be one 

This family picture was taken in 2016. From 
left to right: Gloria, Min-Fu, Linda, Grace and 
Ric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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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m.

Tom told me that he could only afford 

to buy two sets of clothing on sale each year, 

because he was poor and had to take out student 

loans to support his medical school education. I 

asked him why his rich dentist father didn’t give 

him money to go to Harvard Medical School. He 

said, “Oh, no. We don’t get along. We don’t talk 

to each other, because we don’t agree with each 

other.” I was flabbergasted!

I told him that I couldn’t imagine if my 

father and I were not talking to each other. I told 

him that throughout my medical school years, 

I wrote to my father each week and in return, 

he wrote to me each week. Even after I came to 

Harvard, we continued to write to each other. 

Each day, I looked forward to receiving my 

father’s letter. It was a great source of support not 

only to me, but also to my father. I told Tom that 

if you don’t talk to each other, how would you 

expect to resolve your differences.

A few months later, Tom came to see me 

and wanted to show me something. He was 

wearing a brand new suit and drove a new sports 

car. I thought he must have robbed the bank or 

won the lottery. I asked him what had happened. 

He smiled and said, “I have been writing to my 

father.” Since then, Tom has never been poor 

again.

After my graduation, Tom decided that he 

wanted to get a Ph.D. degree also. He continued 

the work that I initiated with Dr. Richard Berlin, 

got his Ph.D. in Physiology, finished his M.D. 

degree, and went on to become a pathologist.

Three years of Harvard experience has 

profoundly transformed how I think and how 

I view this world. While I didn’t go to the 

Rockefeller University to do a post-doctoral 

fellowship as suggested by Dr. Richard Berlin, 

instead I completed my clinical training at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ursuing the truth and 

excellence through research has been a major 

part of my career. I felt so blessed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tudy at Harvard. In appreciation, 

I have become a member of the 1636 Society for 

the last 30 years. 1636 was the year that John 

Harvard founded the university. When you make 

annual contributions to Harvard for more than 10 

consecutive years, you become a member of the 

1636 Society.

Booker T. Washington once said, “Success 

is to be measured not so much by the position 

that one has reached in life as by the obstacles 

which he has overcome while trying to succeed.” 

In that sense, my 3 years at Harvard was quite 

successful.

（作者係母校1967年畢業，2014年退休，現

居Washington,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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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早踏進台灣中心大廳，便聽到從圖書館

後傳來的鼎沸人聲，熱鬧中透著喜悅，

長輩們已經在廚房裡忙碌穿梭，為曾俊隆醫

師的八十壽宴精心料理羹湯。早在兩週前，

曾醫師便開始熱情的廣邀同鄉於今天（3/9）

來與他同慶生日。他的好人緣，由座無虛席

的會場即可窺見一般。

曾俊隆醫師1936年生於台北市，家學

淵源，天資聰穎，在學時品學兼優，展現多

方才藝，並獲獎無數。畢業後，執業醫師，

在醫學領域迭有傑出成就，榮獲多項榮耀。

1998年退休後，遷居San Diego，雖頤享天

文／賴惠美

　　曾俊隆醫師1961年自臺大醫科畢業，至臺大醫院眼科、小兒科接受2年住

院醫師訓練後於1964年赴美。赴美後至紐約愛因斯坦醫學院附屬醫院接受麻

醉科專科訓練四年，取得專科醫師資格後，在Poughkeepsie ST. Francis醫院服

務。1996退休後至San Diego定居，熱心參與當地台灣中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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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董事及同鄉會會長，增設文康社團及講

座，讓台灣中心活動更豐富多元；舉辦康樂

聯誼活動，增進同鄉情誼。更讓人津津樂道

的是曾醫師一手催生創辦長輩會合唱團，迄

今已十二年，長輩團員們歡喜練唱，台風優

雅，是年節晚會上不可或缺的重點表演節

目。

近午時分，忽聞撲鼻菜香，原來是掌廚

長輩們已將餐檯佈置妥當了。洋洋十餘道色

香味俱全的佳餚已排列整齊，服務人員也就

定位。同鄉們依序取用美食後，即入席邊享

用邊閒話家常。

倫，仍不改其樂善好施、積極服務之本色，

活躍於此地台灣人社團。先後擔任台美基金

壽星與家人

長輩合唱團唱生日快樂歌

熱鬧的慶生活動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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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間，松美姊指揮的長輩組合唱團帶領

同鄉合唱生日快樂歌，並獻唱一曲“祝你幸

福＂，為壽宴增色加分。曾醫師夫人Glory，

和兩位千金Patricia、Joanne也出席同歡，並分

贈蛋糕予同鄉共慶壽星八十壽誕。

壽宴就在同鄉的歡喜祝賀聲中圓滿落

幕。Happy Birthday, Dear Jerry!

（作者係聖地牙哥台灣同鄉會副會長，為曾

任會長的曾俊隆醫師執筆祝賀文；曾俊隆係

母校醫科1961年畢業）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寄生蟲學科

誠徵助理教授級以上專任教師壹名

壹、應徵資格

1. 具生物或醫學相關博士學位，且具備博士後研究一年以上資歷。
2. 具獨立從事研究能力、教學與服務之經驗及熱忱。
 參與寄生蟲學教學，並獨立從事寄生蟲學或熱帶醫學感染症研究。

貳、檢附資料

1. 履歷表
2. 所有論文著作目錄（含Impact factor、相關領域排名、引用次數）
3. 近五年內（2013年2月1日以後）代表性著作
4. 未來教學及研究構想書
5. 身份證、學經歷證件影本
 （上述資料請寄電子檔至 hcc0401@ntu.edu.tw 洪健清主任）
6. 國內外相關領域副教授以上推薦函三封。
 （請推薦人直接郵寄至以下地址或e-mail至hcc0401@ntu.edu.tw）

參、起聘日期：2018年2月1日

肆、報名方式：請於2017年6月2日下午五點前將資料e-mail至
　　　　　hcc0401@ntu.edu.tw 洪健清主任 或郵寄送達
　　　　　10051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一號臺大醫學院寄生蟲學科

伍、聯絡資料

TEL：886-2-23562217　FAX：886-2-23915294
e-mail：hcc0401@ntu.edu.tw 洪健清主任
寄生蟲學科網址：http://www.mc.ntu.edu.tw/C0/C2/para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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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臺大醫分圖的改造而寫

文／張天鈞

舊的圖書館

臺灣光復前，本院圖書室位於西址正

門二樓。光復後，重新籌設於西址五西及六

西之二至四樓。1950年，集中置於新籌設之

圖書室管理，時稱臺大醫院中央圖書室（圖

1）。1976年中央圖書室進行擴建，重新設計

書庫及閱覽空間。1991年2月與臺大醫學院圖

書分館合辦，遷入東址之現址迄今。

我是1968年考入醫學院的，記得當時醫

院的圖書室位於西址四樓，後來在東址的醫

學院，當時尚未建新醫院，由於白色且方方

正正，大家暱稱之為挪亞方舟，成為大家的

K書中心，和男女朋友約會讀書的地方，而

其前面的階梯也成為拍畢業照的好地方（圖

2）。左前方則是醫師之像（圖3）。

當時要寫論文，必須一本一本的翻

Excerpta Medica，很花時間。後來為了東址

新醫院的改建，拆掉了挪亞方舟，而且隨著

時代的進步，現在寫論文以上網為主，圖書

館電子期刊的訂閱，變成我們重要的資訊來

源。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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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圖書館

1994年12月「臺大醫院圖書室」正式成

立，人員由教學室歸建至圖書室，並由臺大

醫學院圖書分館主任兼任圖書室主任，提供

醫學校區醫學資訊服務。主要服務對象為本

院醫護人員以及本校醫學院、公衛學院之教

職員工生，同時開放給校外讀者使用，係全

國醫護人員汲取醫學資訊的重要場所。1995

年5月學術網路由圖書室負責，提供醫學校區

電子郵件管理、網路佈點與維修、網路講習

等服務。2005年學術網路工作小組與網路資

訊服務整併至醫學院醫學資訊組。

近20年來，隨著科技的持續發展和進

步，圖書室的館藏資源，從紙本時代進入

電子時代。所謂的電子資源，包括：電子期

刊、資料庫和電子書，尤以紙本期刊的轉變

最為明顯。對讀者而言，電子期刊的查詢與

取用全文的便利性，更是深獲人心。然而，

由於預算有限，經費不足，再加上期刊漲幅

居高不下，及臺幣貶值等因素，迫使圖書室

必須不斷刪訂期刊或換刊。

2006年12月1日起本院與臺北榮民總醫院

圖書館加強合作關係，提供兩館圖書互借與

文獻代印服務，並於2011年1月與北榮圖書館

合作推動圖書免費代借代還服務。另自2013

年12月起推出「JADE的滿意福利（Money 

Free）」，讓醫學校區教職員工生透過JADE

（Journal Article Delivery Express）服務，免

費取得期刊全文，藉此提高研究人員取用文

獻的便利性。

為因應政府經費逐年縮減，各種費用

相對膨脹的問題，籌募「圖書業務支援專

款」，以補充公務預算之不足，並解決圖書

室所面臨的窘境，提供醫學校區讀者最適切

的服務。1996年圖書室更在一樓大門設立

「捐款樹」，期待想要共建圖書館百年事業

的人士能共襄盛舉；並於1999年訂定臺大醫

圖「圖書館業務支援專款」捐款辦法，以感

謝熱心捐助之人士與團體。

為滿足同仁多元化的資訊需求，提供

超越使用者期待的創新服務，並提升研究

者能見度，促進跨界合作，以利提升台灣之

國際醫療地位，現在的圖書室梁君卿主任

（2013.01迄今）更提出新的構想。

醫分圖新構想

一樓（圖4）將提供閱報休憩、Café、輕

食、臺大出版品、紀念品、醫藥相關書籍展

售通路，及個性化商品印製、平面文宣設計

與代印服務。

二樓（圖5）劃分為左右兩側空間，一

側是行政區，可就近支援學習共享空間之服

務需求。一側是交流學習共享空間（Learning 

Commons）及會議室，營造互動氛圍，透過

合宜的空間配置及科技輔助，培養主動探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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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激盪出創新火花，主要功能如下：

1. 小組討論區：設置數間不同大小的討論

室，可任意組合空間及座椅，供學術研究

相互交流討論。

2. 影音互動區：規劃半開放式的團體及個人

視聽座位，搭配舒適的沙發座椅與視聽設

備，透過影片協同討論，達到互動學習的

效果。

3. 創客學習區：強調「動手做」的特性，提

供多媒體製作、簡易攝影棚、快速掃描

機、3D列印機等設備。

4. 資訊e檢區：建置資訊檢索及線上教學環

境，提供數位資源利用服務，亦可供教育

訓練使用，並兼具遠距教學功能。

三樓主要空間規劃為閱讀新焦點及閱讀

新樂園，以開架方式陳列實體館藏資源，加

強閱覽空間的舒適性。

1. 閱讀新焦點：應用RFID技術，以開架方

式陳列可外借之館藏資源，並規劃安靜閱

讀、筆電使用等區，供讀者選擇適宜之閱

覽座位。

2. 閱讀新樂園：

a. 醫學人文區：專架陳列臺灣醫療史、臺

灣醫界人物傳記等醫學人文的相關資

料，營造富有人文氣息的學習環境。

b. 深度諮詢室：以醫學校區教職員生為主

要服務對象，為提供資源利用指導及主

題文獻探查之專屬服務空間。

四樓（圖6、7）空間規劃為24小時自習

室、研究小間、閉架書庫，加強閱覽空間的

獨立運用彈性。

1. 24小時自習室：提供寧靜的閱讀空間，並

兼顧利用筆電自習之讀者需求，於室內規

劃「可使用筆電座位區」，同時結合計算

中心列印服務，設置獨立出入口，開放本

校區師生同仁選位及刷卡進出。

2. 研究小間：規劃16間寧靜的個人閱讀空

間，以空間管理系統管控刷卡進出，每間

備有閱覽桌椅、書架、電源及網路節點、

獨立燈源及空調。

3. 沉思閱讀區：規劃安靜閱讀座位、設置舒

適沙發及墊腳椅，提供小憩專區，以舒緩

醫學校區師生同仁教研學習及臨床診療的

辛勞與壓力。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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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大的改造經費

雖然計畫實在很美，但需要龐大的改

造經費，五千七百萬元。由於現代的醫生已

成為企業家的奴工，或是健保制度下的犧牲

品，因此很難像以前自行開業時出手闊綽，

我於是提出聚沙成塔的計畫。也盼望社會人

士共襄盛舉。

聚沙成塔

我們期待醫學院圖書館成為世界最棒的圖書館

因此我們需要大改造

但這筆經費

我們希望儘可能藉由自己的力量來完成

這筆數目說多不多　說少不少

當您放入一個銅板

我們的夢想就接近了一步

讓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

不斷的餵飽募款機器

五千七百萬元的數目就會越來越少

等到零時

就是我們夢想實現的時刻

讓我們為這美好的未來

一起加油

臺大醫圖對捐贈者的感謝

當然對贊同我們理念的人士，制定了捐

贈致謝辦法，簡述如下：

捐贈新臺幣12萬元（含）以上，可於本

館捐款致謝牆上永久留名。認捐學習共享空 10

9

間相關裝修工程及設備者，依捐贈人意願得

就有意義或有紀念性之名稱為認捐之學習空

間命名，並頒贈感謝獎牌乙座。其餘榮譽、

優待及相關規定依「國立臺灣大學接受捐贈

致謝辦法」辦理。

除了小額募款外，對捐獻超過十萬元

的人士，院方將致贈紀念品（瓷版畫）（圖

8），並附上卡片如下（圖9）。

另一面則為（圖1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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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臺大醫圖孕育了你我今日的成就，為了

創造更美好的未來，期望大家努力捐贈，讓

醫圖的改造計畫，早日夢想成真。

捐款連絡方式：臺灣大學醫學院圖書分館

黃婉君小姐（電話：02-23123456 ext.88141，

傳真：02-2393-8354）

地址：10051台北市仁愛路一段一號

E-mail：medlib@ntu.edu.tw

參考文獻

臺大醫院雙甲子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75年畢業，現為母院

名譽教授）

臺大醫學院耳鼻喉科誠徵主任

一、候選人資格：

具有耳鼻喉科專科醫師及副教授以上資歷，在學術上有成就、具聲望，

並有教育理念及領導能力者。

二、檢具資料：

1. 個人履歷（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所有著作目錄。
2. 被推薦人同意書一份。
3. 簡述個人對於耳鼻喉科未來教學、研究、服務之發展目標及策略。
4. 國內外相關學門教授或副教授三人以上連署推薦書一份。

三、 收件截止日期：2017年4月14日（星期五）下午5時前送達臺大醫院耳
鼻喉部主任辦公室（10002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7號）。

四、聯絡方式：

臺大醫學院耳鼻喉科 主任遴選委員會
聯絡電話：(02)2356-2133/+886-2-23562133廖盈雯小姐
傳真電話：(02)2341-0905/+886-2-23410905
e-mail：entr63@ntu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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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景福基金會 醫學人文關懷計畫
105年1~12月執行內容

本會與母院醫學人文博物館共同執行「醫學人文關懷計畫」，內容包括「博物館體驗學習」、

「人文學體驗學習」、「醫療照護關懷體驗工作坊」及「老年健康關懷體驗工作坊」等，以「人文

關懷」為主軸的系列活動與體驗學習共計351場次，獲得校友、在校生及社會人士熱烈迴響。

本計畫協助醫療機構營造關懷的執業氛圍，希望醫學生及醫護人員等藉由「人文關懷」的精神

重拾對醫療的熱忱；另外同學聚會亦可強化各班及各地景福校友的情誼連結，不僅使參加活動的校

友重溫學生時代的美好時光，也讓校友更了解母校與母院的嶄新風貌。

以下為105年1~12月計畫執行內容：

內容 場數 參加人次

A、「博物館體驗學習」 106 1025

A1. 台灣人哪裡來

1. 105推甄生參訪 5 87

2. 105新生參訪 1 2

A2.大腦、心智與學習

A3.大腦、心智與健康

1. 選修課程「一般醫學保健」 30 300

2. 選修課程「衛生保健」 18 149

3. 通識課程「醫學與生活(2)」 25 206

4. 通識課程「醫學與生活(3)」 27 281

B、「人文學體驗學習」 64 436

B1. 本院學習群

1. 人文學體驗學習工作坊 10 76

2. 學習群系列活動 36 233

3. 景福精神的探索討論會 9 55

4. 「醫療情境中的人性課題」討論會 9 72

B2. 其他醫學院學習群



景福報導

2017年2月‧第34卷第2期 35

C、醫療照護關懷體驗工作坊 37 432

C1. 醫療情境中的人性課題探討

1. 市立聯合醫院PGY 5 140

2. 國泰醫院PGY 10 97

C2. 在醫療機構中建立關懷文化

1. 醫療照護關懷體驗參訪 18 142

C3. 建構以體系為基礎的共同健康照護計畫

1. 建構以體系為基礎的共同健康照護管理模式研討會 4 53

D、老年健康關懷體驗工作坊 144 1171

D1. 人生第三幕分享學習

1. 「人生第三幕分享學習」 30 245

2. 分享學習群 105 801

3. 生命歷程回顧分享學習 7 117

D2. 三全健康教育志工

1. 「全人全家全社區健康教育志工培訓計畫」推展發表會

D3. 高齡友善健康體驗工作坊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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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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幸擔任這一期醫訊的編輯，讀到各位校友溫馨的文

章，真是在心中感受到一股暖流。在醫學新知方面，

陳宜明與郭俊東兩位校友不但精要地描述了貧富差距與心理

健康的研究進展，也讓我們對平等社會與心理健康的理想抱

持更大的期待。封面故事陳振陽校友和蔣朝根執行長在醫學

講堂見證台灣本土民主化運動史一文中，讓人更深入認識醫

學講堂與台灣本土民主化運動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邱政偉

校友在醫學論壇中，為我們詳述了乳製品與青春痘的重要關

聯性。葉弘宣校友在金山“合約＂的文章中，藉著校友們在

美國敘舊的旅遊照片，讓大家一起分享了美麗的風景。林靜

竹校友則是透過年會在賭城及西南區國家公園遊，分享了同

窗之間長期而深厚的情誼。韓良誠校友在給年輕醫師生涯規

畫的參考一文中，提醒我們在醫療工作的同時要兼顧三方面

重要的生活。張天鈞校友在“為臺大醫分圖的改造而寫＂一文中，讓大家對醫分圖的過去和未來有

更多的認識和期待。鄭敏夫校友則是在畢業五十年回顧與感想中，回憶了在哈佛求學期間的點點滴

滴。賴惠美女士則是在Happy Birthday文章中，表達對曾俊隆校友八十大壽的熱情祝賀之意。最後

則是景福基金會醫學人文關懷計畫的執行內容，期待讓校友更了解母校的嶄新人文風貌。希望以上

這些執筆校友們的字字句句，都能溫暖感動每位讀者的心房。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95年畢業，現任母校精神科專任副教授）

文／商志雍





青杏醫學獎頒獎典禮

時間：2017年1月18日 臺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臺大醫院新春團拜

時間：2017年2月2日 臺大醫院教學部攝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