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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景福校友返校日系列活動臺大醫學院120週年院慶暨風華雙甲子音樂會

時間：2017年4月8日 地點：臺大醫學院101講堂
　　　臺大醫學院體育館

攝影：呂志成時間：2017年4月7日　　地點：臺大醫學院大廳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蔡英文總統致辭 ▲楓城室內樂團&杏林管弦樂團演奏

▲王德宏教授捐贈1954-1979年使用之內視鏡器
械一批

▲張秀蓉教授捐贈臺灣醫事雜誌1899-1901年三
編及臺北帝國大學1936-1944年一覽

畢業校友代表經驗分享

▲主持人：程劭儀教授 ▲主持人／大提琴家：

　張正傑教授

▲鋼琴家：陳慧玲教授

陳建仁副總統致辭 學術研討會主持人&演講者合影

畢業70週年施純仁校友 畢業60週年陳寶輝校友 畢業55週年謝炎堯校友 畢業50週年郭宏光校友 畢業40週年王水深校友

畢業30週年余忠仁校友 畢業30週年曾文毅校友 畢業20週年蔡佳醍校 致贈感謝牌予專題演講者江清泉教授

醫學院120週年暨物理治療學系50週年生日快樂 醫學校區校友返校聯誼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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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長 序

臺
灣大學最重要的使命在教育與知識創

新，為國家培育優秀人才，能服務他

人貢獻社會。醫學院是臺灣大學十一個學院

之中規模最大、歷史最悠久的學院。各種典

章制度之擬定與醫療體系之建構，都是領先

開創立基，也最周全完善，往往是其他學院

的標竿。百餘年來，無數的優秀校友及醫術

精湛的專家教授，不僅聲譽卓著，更在學術

上建立高超卓越的成就，彰顯臺灣積蓄的各

項成果。如眾多的醫學前輩是開啟臺灣現代

化的先行者；也是國家社會民主發展的先驅

者；更是醫學教育改革的濫觴及醫學人文的

推動者。對於醫學院種種亮眼的表現，要感

謝所有校友師生同仁昂首勤奮、精益求精的

努力！欣逢醫學院一百二十週年院慶之際，

相信本專刊的出版，必能呈現醫學各個領域

的成果與經驗分享，得以藉此交流激盪，相

互啟發，引領我們更深層的省思。

尤其我們正處於轉變的關鍵時刻，人

才是大學最重要的資源。近年來，本校積

極推出「創新設計學院」及設立領導學程、

創意創業學程，而培育跨領域人才的「國際

學院」亦在規劃中，期待醫學院也能在過去

先賢所奠下如蛇毒、肝炎等傑出研究的基礎

上創新奮進，配合國家政策的發展，推動生

醫科技研發，精準特色醫療並擴大產學研鏈

結，對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達到醫學院所

訂定的「培育良才、領導專業、創新研究、

造福人群」的教育目標，亦即「上醫醫國」

的真諦。

環視目前環境的瞬息萬變，面對更艱

難險峻的挑戰，希望未來醫學院能秉持優良

傳統，堅守核心價值，肩負起承先啟後的使

命，共同努力，培育出更多德術兼備的醫界

良才，再創贏得國際尊重的普世價值，讓世

界看見臺大。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79年畢業，現任母校

校長、母院內科教授）

文／楊泮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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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長 的 話

今
年欣逢臺大醫學院120週年慶，全院師

生同仁及校友都以無比歡心的心情來

迎接這特殊的日子。

翻開臺大醫學院的歷史，120年前的1897

年4月12日是臺灣醫學教育史上重要的一天，

當時日本政府在其設立的臺北病院開始了為

培育本地人民成為醫師的「醫學講習所」

（當時亦稱「土人醫師養成所」）。依據考

察，4月12日是當時開始上課的日子，二年

後（1899年）正式成立了「臺灣總督府醫學

校」，而醫學講習所的兩屆學生也編入了醫

學校，此後學校名稱經歷多次的改變，直到

二戰後成為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因此臺大

醫學院歷史溯及120年前的4月12日，這個日

子即被訂為臺大醫學院的院慶日。

回首120年來，臺大醫學院不只是臺灣

第一個醫學院校，其中前半將近60年的時間

也是臺灣唯一的醫學院校，必然在臺灣醫

學教育及醫師的培育上，扮演了最重要的角

色。即使在後面60年，臺灣陸續成立了十幾

家的醫學院校，臺大醫學院在許多前輩的努

力和歷任院長的帶領之下，仍持續引領著臺

灣的醫學教育與醫學研究。1954年以後陸續

成立的其他醫學院校，基本上都是採用與

臺大醫學院幾乎一樣的制度與課程設計；甚

至近一、二十年來，臺大醫學院順應世界醫

學教育的變遷，也有許多新的醫學教育變

革，包括縮短學制（強化畢業後之一般醫學

訓練）、問題導向學習、小組討論、基礎臨

床整合課程、強化臨床實習等等，這些也都

被其他學校採用，甚至因此改變了全國的醫

學系學制及畢業後的訓練制度。此外，各種

醫事學系幾乎也都是臺大醫學院最早開始設

立，培育臨床醫療照護上所需的各種醫事專

業人員，這些學系也都引導著臺灣的各種醫

事教育。

在醫學研究上，百年來由於臺大醫學

院前輩的努力，設立了各種研究所，不僅早

年獨佔臺灣的醫學研究，並且培育了許許多

多的研究人才；即使到後來許多醫學院校也

文／張上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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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漸加強於醫學研究，整體而言，臺大醫學

院的醫學研究，仍然是引領著臺灣的醫學研

究。至於臨床醫療服務，臺大醫學院附設醫

院（即臺大醫院）除了早年的獨領風騷外，

近二、三十年來，臺灣各中、大型醫院相繼

成立，臺大醫院雖早已不是臺灣最大的醫

院，但仍然持續提供絕佳而不斷努力精進的

醫療服務，軟硬體或許不如私人財團醫院，

但醫療品質卻持續為國人所最為信賴，一直

是多數國人認為急重難症診療的最後堡壘。

以2003年所發生的SARS重大疫情為例，臺大

醫院當時快速診斷出此種可人傳人的危險病

症，快速隔離病人，提供良好的重症照護，

使得早期均無院內傳播，病人均順利康復，

疑似感染者均蜂擁至臺大醫院就診，即可看

出臺大醫院在國人心目中的地位。另以各種

器官移植為例，臺大醫院幾乎都是國內首創

者，也幾乎都是移植病人數最多、成果最好

的醫院。

因此，若說臺大醫學院（含附設醫院）

的發展史就是臺灣的醫學教育、醫學研究與

醫療照護的發展史，也並不為過。在過去120

年中，臺大醫學院為臺灣培育了無數的優秀

醫師、醫事人員與醫學研究者，這些優秀的

人才散佈至臺灣各個角落，甚至世界許多地

方，在各地提供優質的醫療服務，培育更多

的醫學與醫事專才，進行許多的創新研究，

其中不乏在各個領域中的領導者或典範人

物，甚至在醫學醫事領域之外，也有多位值

得後人景仰稱頌者，例如蔣渭水、賴和等前

輩校友。

詳細的臺大醫學院院史在過去已有前輩

們加以整理、出書，值此雙甲子慶的時候，

我們再次整理一些重要的史實，除了在我們

重要的精神傳承的代表建築物二號館（醫學

人文博物館）中舉辦雙甲子院慶特展外，也

委請吳寬墩教授、錢宗良教授帶領的編輯小

組整理編輯了這一本臺大醫學院120週年慶的

特刊。借此一方面慶祝雙甲子院慶，一方面

也再次提醒我們這些後生晚輩，時時記得前

輩們辛苦建立並維持久遠的優良傳統，以及

前輩們的典範行儀；我們要持續維持這些優

良的傳統，師法前輩們的典範，繼續在醫學

院內為臺灣培育更多的良醫、良才，以造福

臺灣這塊土地上的國人同胞，並持續引領臺

灣的醫學教育、醫學研究以及醫療服務。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81年畢業，現任臺大

醫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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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賀母院創設雙甲子

今
年是母院創設120年紀念，我很榮幸能

夠受邀在院慶特刊向母院祝賀生日快

樂。母院從最早的前身―臺北病院醫學講習

所，歷經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總督府醫學專

門學校、臺北帝大醫學部暨醫學專門部、臺

灣大學醫學院等階段，引領臺灣現代醫學教

育、醫學研究與醫療發展，不但對臺灣社會

做了重大的貢獻，更在臺灣醫界留存了許多

寶貴的經驗和精神，校友們都為母院的歷史

與成就感到光榮。

母院創立120年，對於臺灣的醫學教育及

醫學發展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適逢進入高

齡化的臺灣社會正在新政府領導下進行重要

的變革，我們做為一個景福人，如何延續光

榮、傳承光輝，在當今時代承擔責任？謹提

出一些個人的看法供新世代景福人參考。

（一） 日治初期，臺灣民智未開，殖民政府

致力於培養醫師人才，固然是想收攬

人心，並順利治理臺灣，但是母院初

期的畢業生能夠承擔時代所賦予的責

任，使臺灣走向文明化的進程，讓我

們引以為榮。在母院前身臺灣總督府

醫學校的第一屆畢業典禮上，臺灣總

督向畢業生的訓詞有下列一段話：

「諸君在本校多年薰陶下畢業，……

應心存真情，無負教養諸君之深重

師恩，…導引全島三百萬人民，…

努力以平和手段開發全島、普及開

明。……普施醫道時，除施恩澤於病

者外，亦應啟蒙精神不昧，開導文

明，此點乃初期從本校畢業者之重

責……」。

當年的臺灣處在民智未開的狀態，所

以母院早期畢業生努力於發揮啟蒙精

神，開導文明，在日治時期臺灣社會

邁向文明化的進程中，扮演了最重要

的角色。今天我們回顧創校早期前輩

校友的思想、精神與行動，做為新世

代景福人，應該更深一層地去思考這

所自己醫業生涯起點的醫學院之過

去、現在和未來，理解自己與這所學

院的連結的意義，並思考這一所存在

120年的醫學教育機構在當前時代對於

臺灣人民、社會和國家的意義究竟是

什麼，對於當前與未來的臺灣究竟應

文／謝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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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發揮什麼作用。

近年來，景福基金會與母院醫學人文

博物館合作，共同推展「人文學體驗

學習計畫」，其中一項學習主題是

「深化景福人的人文內涵」，希望讓

年輕學生能夠具備人文素養，對於自

己醫業生涯所要追求的價值和所要守

護的信念能夠具備清晰、明確的認

識，並且穩健地加以實踐，為臺灣社

會和臺灣醫療領域的發展帶來新的希

望。歡迎新世代景福人踴躍參與，共

同努力。

（二） 早期母院師長秉持勤奮嚴謹、追求真

理、實事求是的態度進行科學研究，

並透過學術研究調查，了解臺灣人的

體質特徵、風土疾病，協助政府處理

當時重要的醫療衛生問題，研究內容

及成果具有臺灣本土特色，深受世界

學術界重視。他們的思想、信念和行

動，形成並凝煉了「景福精神」。

戰後初期，帝大醫學部轉型為臺大醫

學院，留任的日籍教授繼續在母院扮

演「景福精神」傳承者的角色，帶領

大多數較為資淺的臺籍教師教學並做

研究。年輕的臺籍教師從跟隨日籍教

授的教學、研究中，學習到他們的精

神，將醫學部時期注重研究的精神傳

承下去，這種精神傳承充分展現在教

學研究上，成為後來母院繼續發展、

邁向國際的動力。

另外，母院早期畢業校友，秉持價值

與操守，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為民眾

健康福祉做出貢獻，反映出景福校友

獻身於臺灣社會的情操，這種以社會

責任與社群奉獻來自我期許的公共服

務精神，也是「景福精神」的重要內

涵。

過去二年來，景福基金會與母院醫學

人文博物館合作，共同建立制度，展開收集

與前輩師長、校友的思想、精神、言行相關

的文物資料，希望透過資料的累積與研析，

更進一步地探索「景福精神」的內涵及它形

成的價值體系和組成元素，藉此促使「景福

精神」在二十一世紀的傳承及創新課題成為

臺灣醫學人文教育研究的新領域。期待新世

代景福人積極參與，並藉之進行景福典範學

習。

最後，衷心祝福母院歷久彌新，院運昌

隆，順利發展。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7年畢業，現任母校內

科名譽教授及景福基金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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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塑時代的上醫

這是最美好的時代，也是最糟糕的時代；

這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

這是信仰的時期，也是懷疑的時期；

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晦暗的季節；

這是充滿希望的春天，也是令人絕望的冬

天；

我們目睹了一切，我們對一切熟視無睹；我

們都在直奔天堂，我們也直奔地獄。

查爾斯‧狄更生《雙城記》

臺灣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以西方醫學

的引進為起點。1895年之前雖有西方傳教士

醫師，經傳道引進西方醫學，但西歐文化與

思想的普及則始於日治時期。1897年山口秀

高於臺北病院內創立「土人醫師養成所」，

延續於1899年創立的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對

於臺灣的文化啟蒙運動最為重要。超過百年

歷史中，臺大醫學院師生見證了社經發展和

政權更迭的時代大轉變。在此培育的許多畢

業生，秉持老師的教導，抱持救人濟世的理

念，關懷社會，成為醫國的上醫。此特刊回

顧醫學院的歷史，俾使後輩了解臺大醫學院

在臺灣現代化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前輩們的

風範。除呈現官方歷史外，將醫學院過去禁

忌的話題補遺資料；特別是師生反日本殖民

主義和戰後國民黨政府戒嚴期間，臺大醫學

院師生如何以充滿熱情，對這塊土地和人民

懷抱理想，所做的犧牲奉獻。

「上醫醫國」，所指的並非侷限在政治

範疇，舉凡為人民、社會和國家，乃至對人

類福祉的努力都算是「醫國」。若以此論，

本專刊必然遺漏許多醫國的上醫校友，然受

篇幅限制，無法一一敘述，在此致上萬分的

歉意。同時，也因資料無可考，恐漏失了二

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時期的其他受難師生和

校友的名單。 

醫師何以被寄託如此崇高的地位？和社

會賦予醫師的本質是「利他無私」有絕對的

關係。本刊所描寫的每位上醫都具有這種精

神；他們不顧自身的安危、財產的損失和事

業的阻礙，為公平正義、解決病痛、促進健

康的崇高理想奮鬥。我們這個時代，雖然科

技發達解決許多生活和工作的不便，但所面

對的問題和困境，卻也不亞於前輩所面臨的

過去。與其說外在的問題重重，失去利他的

文／吳寬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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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才正是我們這一代該更加憂慮的。

以科技導向的醫學教育，終使得功利主

義的滲透，摧毀利他的醫學本質。醫學教育

的傳承不是只有科學知識，更重要的是達成

醫療目標的本質。遺憾的是，現今的醫學教

育仍以科技的學術成果，作為「良師」的標

準。功利主義的驅使，終於爆發去年嚴重的

論文造假事件，值得醫學院所有師生深刻反

思。

醫學的進步，終究產生了無可預知的問

題。不斷著重壽命的延長，把老化和死亡看

做宇宙與我們的對抗，這樣的醫學科學已經

失去人文思想。「科技產生的問題，無法以

科技解決」，這句話也適用於醫學的科學。

如何解決現今醫療人員面對的困境，只能從

醫學教育做起，注入更多的人文思想，了解

和學習不同時代的上醫如何醫國。我們的時

代需要什麼上醫來突破困境，只有我們才能

找出方向。但願一群有著優秀腦力的醫者，

能踏出如何獲利、如何登上國際期刊、如何

增加業績的窠臼，共同成為時代的上醫。

專刊的出版特別感謝：前臺大歷史系主

任張秀蓉教授鉅細靡遺的校正和指導，醫學

院先輩林吉崇教授留下寶貴的史料；國家人

權博物館、蔣渭水文化基金會、賴和文教基

金會、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等，提供相當珍貴

的資料和文獻。謝博生教授對我不斷地教導

和叮嚀，以及張上淳院長讓我天馬行空的闊

談，促使本刊順利在院慶時出刊。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80年畢業，現任母院

內科教授，雙甲子院慶特刊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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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目錄與經典相片

第一章 醫學～開啟臺灣現代化的先行者

第一節 日治時期臺灣大學醫學院的變遷

臺灣總督於1895年6月18日在臺

北城外大稻埕千秋街（今臺北

市貴德街）借用民宅設立「大

日本臺灣病院」。

醫學校規則第一條即說明創校主旨：「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為授予本島人醫學教

育，養成醫師之處。」

第二節 學醫的知識份子

山口秀高～醫學校的創建者

後藤新平～臺灣現代化的奠基者

高木友枝～人格崇高見識廣闊的學者

堀內次雄～永遠的醫學校長

高木友枝校長報告「臺灣總督府醫學

校 明治35年的事務成績」；此為學生

的成績統計表。

日本赤十字會社臺灣支部病院（位於今

臺大醫院東址大門口），是臺灣第一所

教學醫院。1941年搬遷至泉町二丁目

（今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臺北帝國大學正門

高木友枝 堀內次雄山口秀高 後藤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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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啟蒙～日本殖民主義下的臺灣醫師

第一節 為臺灣前途開診斷書的革命家～蔣渭水

第二節 臺灣新文學之父～賴和

第三節 臺灣真青年～吳海水

第四節 臺灣農民運動的先驅～李應章

第五節 臺灣文化協會

第六節 鴉片在臺灣

治警事件遭傳訊、逮捕的醫學校校友。 1920年8月，臺灣第一位飛行家謝文達（中間著

飛行裝者）返臺飛行表演。

李應章在二林地區

行醫深受尊敬，常

以機車出診。

臺灣文化協會第一屆理事會。蔣渭水（第一排左

三）、賴和（第三排右一）被選為理事。

1897年，總督府採衛生局長後藤新平的漸進式

禁絕鴉片政策，將鴉片收歸專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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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紊亂～終戰前後的醫學生學習

第一節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第二節 臺籍學生舉行「解放式」～

 你們不要再來念書了

第三節 傳承的日籍留用教師～惜別與連結

第四節 學制三改～1952年我們沒有畢業生

第五節 樂學至上，研究第一～杜聰明

臺灣大學醫學院第一屆畢業生與師長合影；前排

左六為杜聰明院長。

1949年醫學院改為七年制，前兩年為醫預科。1950
年醫預科師生聯歡會合影；第二排中間著深色西裝

者為傅斯年校長。（魏火曜家屬捐贈，臺大醫學人

文博物館提供）

三十六學年度聯合招生公告於

1947年7月12日刊載於台灣新生

報，臺大醫學院修業年限為六

年，然當年已滿額不招生。

1945年被臺籍醫學生撬掉

的兩塊銅板，現存於臺大

醫學人文博物館。

最後一批留任日籍教師之一的河石九二夫（前排

左四）送別紀念合影。（魏火曜家屬捐贈，臺大

醫學人文博物館提供）

終戰前，入學的學生由軍隊管理編

入部隊，成了「學徒兵」。醫學部

和附屬醫專部的修業課程也縮減。

1945年5月31日臺北遭到盟軍大空

襲，熱帶醫學研究所全毀，臺北帝

大附屬醫院也受嚴重損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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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壓迫～臺大醫學院最黑暗的時期

第一節 臺大醫院罷診事件

第二節 二二八事件臺大醫學院受難校友

第三節 白色恐怖時期臺大醫學院受難校友

第五章 復甦～重建與教育改革

第一節 美援與臺大醫學院

第二節 扛起艱鉅重建的擔子～魏火曜

第三節 本土醫學研究的典範

第四節 醫學教育改革

第五節 醫學人文博物館

第六節 其他系所的成立

「恐怖的檢查」木刻版畫1947
黃榮燦（1920-1952）

《青島東路三號：我的百年之憶

及台灣的荒謬年代》，顏世鴻

著，啟動文化出版，2012年。

1959年陳拱北教授（立者右二）與醫學院

同仁（曾文賓、陳萬裕、楊燕飛、吳新英

等）前往嘉義布袋地區調查烏腳病。

魏院長留下的醫

學人文博物館正

面木刻版畫，年

代不詳。

醫學院老師編著的醫學教育

書籍。

杜聰明院長建請設立醫學博物

館，陸志鴻校長批示「暫緩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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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學系所相繼成立

依成立年份排列（粉紫色為系、草綠色為研究中心、其餘為研究所或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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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解嚴前後醫學院師生的思想運動

第一節 「青杏」～有為的年輕醫師

第二節 「臺大醫訊」～人文、社會與醫療

第三節 由國際學術舞台走向臺灣建國～

 李鎮源

第四節 醫療改革運動

第七章 我們的校友

第一節 傑出校友

 醫療奉獻獎

 中央研究院院士

 臺灣大學傑出校友

第二節 校友會

第三節 景福精神

1955年《青杏》創刊。魏火曜院長在封面題字並撰

寫序文，校長錢思亮於內頁「題示」。

《台大醫訊》創刊號 2011年10月復刊一號

※ 特刊相關內容展於醫學人文博物館

第一、第二展覽室，即日起，歡迎

校友及社會大眾參觀。

100行動聯盟

李鎮源教授站在蛇龍前（攝影／劉振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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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各國細胞治療管理法規

文／高純琇

隨
著醫藥科學的進步，新興尖端科技如

細胞治療、基因治療等相關科技發展

快速，各國法規單位無不積極訂定規範，導

引相關醫藥產品的開發。近年來，國際上可

看到細胞治療相關產品陸續被核准上市。此

等醫藥品如細胞治療的管理，就醫藥產品的

法規管理角度來看，其主軸還是在確保新興

尖端科技醫藥產品的品質、安全性、及有效

性，因此各國的技術規範大同小異，但在管

理制度上則不盡相同。僅就各國在細胞治療

相關管理制度簡介如下。

美國

美國的Public Health Service Act（PHS 

Act）將細胞治療分為低風險（PHS 361）及

高風險（PHS 351）兩大類，前者需符合最

小操作（minimum manipulation）、同源使用

（homologous use）、不併用其他物質製造、

不產生全身性作用等條件，則可在醫院由醫

師執行。不符合低風險（PHS 361）者即屬

高風險（PHS 351），則需符合美國食品藥

品與化粧品法（FD&C Act），及依聯邦法

規（21CFR1271）所訂規範，由美國FDA依

其產品功能屬性以生物藥品或醫療器材管理

之。然而，不管是低風險或高風險之細胞治

療，其細胞操作都需符合優良組織操作規範

（GTP），並有適當之捐贈者合適性判定及

組織細胞處理中心登錄管理等的規定。美國

FDA管理範圍是以Human Cells, Tissues, and 

Cellular and Tissue-Based Products（HCT/Ps）

定義之，包括細胞、組織、及以細胞、組織

為基底之醫藥產品。目前經FDA核准之HCT/

Ps產品有約14項之多，主要為體細胞（如軟

骨細胞、角質細胞）和臍帶血產品為主。

FDA在2017年1月公布Regenerative Advanced 

Therapy（RAT）Designation，對於經初期臨

床試驗顯示對嚴重、危及生命疾病具有unmet 

medical needs之再生尖端醫藥產品，可向FDA

申請認定，獲認定後FDA可提供積極諮詢服

務，協助廠商加速產品研發，期能使病人及

早獲得治療。

歐盟

歐盟 E M A（ E u r o p e a n  M e d i c i n e s 

Agency）根據EU之REGULATION（EC）No 

1394/2007，公告Advanced Therapy Medicinal 

Products（ATMPs），包括基因治療、細胞

治療、組織工程、及ATMP組合之醫藥產品



醫學新知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16

等之上市申請規範。ATMPs醫藥產品之上市

申請須循EU之中央程序，由EMA受理審查。

EMA內部成立一個專責單位Committee for 

Advanced Therapies（CAT），負責就ATMP

之品質、安全性、有效性進行審查，同時還

要追蹤相關領域之科學發展。不過，ATMPs

雖經過CAT審查，最後還是由Committee for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CHMP）

發出意見書，再由European Commission據以

發證。

ATMPs產品研發之臨床試驗申請，則是

比照藥品臨床試驗，須向試驗進行單位所在

國家提出申請。歐盟各會員國可在無上市許

可情況下，同意ATMP產品在其國內之使用，

但限於在其國內為醫療機構之個別病人之醫

療需求所製造，且要有醫師負相關責任，同

時也要遵循其國家對醫藥產品之品質、可追

溯性及安全通報等要求。

日本

日本醫師在其醫療法之下擁有「自由診

療」的執業空間，在2014年以前，在日本的

醫院、診所即廣泛施行許多細胞治療相關診

療（treatment）或研究。雖然日本政府或醫學

團體訂有規範，但內容不一，無法確實落實

管理。在2012年京都大學山中伸彌博士以iPS

獲得諾貝爾醫學獎時，日本學研界即提出應

積極發展再生醫學於疾病治療，同時也提出

應重視再生醫學之安全性及有效性，呼籲政

府訂定再生醫療安全性確保法案，其中以日

本再生醫療學會（Japan Society of Regenerative 

Medicine, JSRM）著力甚深，曾於2012年發表

橫濱宣言（YOKOHAMA Declaration），對日

本政府提出建言，表達推動再生醫療相關法

規之重要性。

日本再生醫療相關法案立法過程，主要

是先由日本國會議員提出一項政策宣示性法

案「再生醫療促進法（Regenerative Medicine 

Promotion Act, RMP）」，於2013年4月通過，

同年五月正式實施。隨後，於2013年11月通

過相關作用法，包括：再生醫療安全性確保

法（Act on the Safety of Regenerative Medicine, 

A S R M ），及藥事法修正案（ R e v i s e d 

Pharmaceutical Affairs Law, Revised PAL）同時

改名為醫藥品和醫療器材法（Pharmaceutical, 

Medical Device and Other Therapeutic Products 

Act, PMD Act），簡稱藥機法。新版PMD Act

增加再生醫療產品章節，確立將厚生勞動省

（MHLW）所主管之醫藥品，即藥品、醫療

器材、及再生醫療產品，於藥機法中各自分

立專章加以管理規範，並給予再生醫療、基

因治療相關產品明確的定義。兩個法案於立

法一年後，同時於2014年11月開始實施。

在ASRM之下，將醫療機構（醫院及診

所）醫師所執行之再生醫療診療或研究依

風險等級分為風險高、中、低（class I, II, & 

III）三級管理。而且無論是那一種等級，在

立法施行一年內，都要向MHLW申報。申報

內容除再生醫療項目名稱、文獻、還有細胞

培養加工設施（Cellular Processing Facility, 

CPF），包括處理流程、管控、空間、設備、

SOP等。所有class I及 class II的RM診療/研究

計畫都要送至依MHLW之規定審核成立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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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再生醫療認定委員會（有42家）審查；低

風險class III的診療/研究計畫則送至由MHLW

區域辦公室審核成立之再生醫療認定委員會

（有99家）審查。至2016年8月止，全日本已

有3232件治療計畫及99件研究計畫完成申報

登記，其中有3162件為低風險class III診療行

為。

日本再生醫療管理權責單位，包含

M H LW之醫政局及藥品 /醫材安全局，以

及獨立行政法人醫藥品醫療機器總合機構

（PMDA）。厚生勞動省主要負責政策法規擬

定及推動，以及藥品及醫療器材等產品之上

市核准，發布安全疑慮相關訊息或產品下架

等。PMDA負責產品全生命週期各階段科學性

技術資料的審查、諮詢及輔導，以及製造場

所稽核、上市後監視等，協助PMDA確保產品

之品質、安全及療效。

在新安全法之下，醫療機構診療服務若

有細胞治療相關診療項目，應設立機構內細

胞處理中心（in-house CPF）或可委託機構外

之細胞處理中心（即contract-out CPF）進行

細胞處理。所有CPF都應符合MHLW訂立的

Good Gene, Cell, Tissue Manufacturing Practice

（GCTP）規範，目前之contract-out CPF皆

會由PMDA執行GCTP查核，及海外CPF也需

獲得PMDA之GCTP認定。目前PMDA執行之

GCTP查核不包括醫療機構之in-house CPF，但

醫院之in-house CPF也是要遵守GCTP規範的。

已知日本約有43家contracted CPF獲得PMDA

許可，2家海外（韓國）CPF獲得認定，有約

2400家的in-house CPF提出申報。至於在醫療

機構完成之細胞治療研究，若技轉至廠商，

廠商是否可以直接引用做為產品查驗登記之

主要驗證證據，PMDA表示醫院所完成之研究

結果只能做為支持性證據，但無法做查驗登

記之主要證據。主要應該還是在兩邊之管理

及審查還是有些不同。

日本於藥機法（PMD）之再生醫療產

品專章，新增一項「早期承認制度」。此制

度讓MHLW有權可以在再生醫療產品完成

早期試驗（第I、II期）時，無安全性問題且

有初步療效資料時，給予有條件准許上市的

機制。不過，廠商須在上市後於法規單位限

定之期限內（最長七年），完成所要求案例

數之有效性安全性臨床研究（post-marketing 

efficacy study），以證明療效取得最後之上

市許可證。若廠商無法於期限內完成臨床試

驗，獲得療效證明，或者最後的試驗結果失

敗，則會被取消其原取得之上市許可。

在日本，所有再生醫療產品上市後，都

會被要求執行較高強度之個案註冊登錄式上

市後通報（PMS）。因此MHLW在內部建了

一套RM產品上市後個案通報系統，PMDA審

查員都可進入該系統瞭解RM使用個案之預後

情形，因此並未要求廠商作年報。

韓國

在韓國，依其藥事法細胞治療是被歸類

為生物藥品（biologics）的一種，以生物製劑

產品管理。而醫院中執行之細胞治療相關診

療，若符合最小操作條件且無安全疑慮者，

則以醫療法規範之。



醫學新知

Jing-Fu Bulletin 景福醫訊18

臺灣

在2010年食品藥物管理局（現食品藥物

管理署）由四個單位整合成立之際，衛生署

（現衛生福利部）跟上世界潮流腳步，亦將

細胞治療產品歸為醫藥品的一種，依藥事法

藥品管理，因此食藥署於2011公告體細胞及基

因治療臨床試驗申請作業流程草案，以及相

關臨床試驗基準草案，進而分別於2014年、

2015年公告細胞治療產品臨床試驗申請作業

與審查基準，及細胞治療產品查驗登記審查

基準。國內細胞治療研發主力多在學研界，

對於以開發新醫藥產品為目標所定法規多有

適應不良之處，尤其在產品製造管制規範及

細胞處理設施之GTP規範；另外對於某些適合

在醫院處理、低風險的細胞治療，是否可以

有以醫療技術管理而不必以醫藥產品管理的

空間，讓醫療研究有更大發展空間，值得大

家集思廣益，做一番探討。值此政府大力推

動生技醫藥產業之際，借鏡國外制度訂定完

善之尖端生技（細胞治療、基因治療等）產

業管理制度，是主政者當務之急。

後記：2016年9月有機會與醫界聯盟到

日本參訪，對日本的細胞治療法規有一番了

解，特藉景福醫訊一隅，加上美國、歐盟的

制度對細胞治療法規管理做粗淺介紹，期待

拋磚引玉。

（作者係藥學系1981年畢業，現任財團法人

醫藥品查驗中心執行長、臺大臨床藥學研究

所暨藥學系兼任教授）

醫學人文關懷專戶

日期 姓名 金額（台幣） 金額（美金）

106/3/8 林高德 $1,000,000 

一　般　捐　款

日期 姓名 金額（台幣） 金額（美金）

106/1/17 蔡東明 $10,000 

醫學人文教育專戶

日期 姓名 金額（台幣） 金額（美金）

105/12/31 賴玉森 US$10,000

106年1~3月徵信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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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保健食品之隱憂

一
九八三年夏天，結束了美國匹茲堡大

學進修的歸途中，路經洛杉磯訪友

時，滿懷好奇的買了一小桶直銷的蘆薈，

那是我與保健食品（dietary supplement）的

第一次邂逅。而如今，保健食品已是相當

普及的世界性商品，透過各種管道販售，

民眾極易購得，例如葡萄糖胺、鈣、益生

菌、魚油、銀杏、蔓越莓、葡萄籽、大豆

異黃酮（soy isoflavone）、蘆薈（aloe）、

紅麴（red yeast rice）、蜂膠（propolis）、

牛樟芝（Antrodia cinnamomea）、聖約翰草

（St. John’s wort）、諾麗果（noni）、葉黃素

（lutein）、薑黃素（curcumin）、白藜蘆醇

（resveratrol）等，可謂琳瑯滿目不勝枚舉。

一般民眾通常誤認為保健食品可以有病治

病、沒病補身、延緩老化，因此常當做高貴

禮品餽贈親友、孝敬長輩。然而，長期使用

這些產品，對健康是否真的有益而無害呢？

消費者通常相信廠商所宣稱的功效，但對相

關科學資訊的瞭解相當有限。因此，本文從

藥學研究者的角度，列舉對保健食品的數項

隱憂，提供醫療人員及消費者參考，期能引

起重視，以利國民健康之維護。

保健食品之品質安全可靠嗎？

市售保健食品多為膠囊、錠劑、液劑

等劑型。我們先來看這些產品的製造過程，

它們通常由植物、動物等原料，經過萃取、

分離、濃縮、添加賦形劑等程序而製成。因

此，保健食品是否含有農藥、重金屬之污

染，為首要之疑慮，製造商有必要比照中藥

濃縮製劑，進行嚴格的農藥、重金屬品管。

此外，功效成分的安定性及含量標示真實與

否，為品質上之另一疑慮。近日台灣食品藥

物管理署公告對於13件葉黃素膠囊、錠劑之

含量標示符合性調查結果，顯示有6件低於標

示含量之80%，其中有4件低於20%，1件僅含

0.3%，可見市售保健食品之良莠不齊。

臺灣市售的保健食品中，有部分產品

的保健功效是經政府審核通過而發給許可證

的，包裝上印著小綠人標章 ，此類保健

食品特別稱為「健康食品（health foods）」，

目前約有300種品項。臺灣於一九九九年公布

並施行「健康食品管理法」，對於健康食品

是否有病原菌、農藥、原子塵、放射能等之

汙染，適用「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相關

規定。因此，對於健康食品以及一般保健食

品等產品管理之嚴謹度，顯然與藥品類無法

相提並論，建議製造或輸入保健食品之業者

應本著道德良知，對農藥、重金屬及功效成

分含量等自主管理，嚴格把關，以確保品質

之安全可靠。

文／李珮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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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食品的建議服用方式安全、有效

嗎？

當保健食品吞入肚裡之後，一方面其成

分對身體產生某些生理功效，另一方面身體

對其各成分進行分布、代謝、排除等處置。

身體對保健食品進行處置的方式，與藥物並

無不同。然而，保健食品的功效成分到底生

體可用率（bioavailability）是多少、代謝多

快、半衰期（half-life）多長，此類資訊目前

仍不若藥物之明朗。舉例來說，宣稱視力保

健的葉黃素，因在胃腸液中的溶離度極低，

其吸收率之多寡與劑型設計息息相關，然而

對於各廠牌葉黃素之溶離度、生體可用率、

是否會分布至眼睛等資訊，消費者並無法得

知。廠商建議的服用方式，通常其學理依據

薄弱，且缺乏臨床實證，因此，所建議的服

用方式是否有效、安全，誠屬未知，實為另

一隱憂。

服用西藥的病人適合吃保健食品嗎？

病人如果正在服用西藥，又使用保健食

品的話，對西藥的療效或安全會不會造成影

響？對於治療窗（therapeutic window）狹窄的

特定藥品而言，實不可小覷。例如歐美民眾

用於緩解憂鬱的聖約翰草，可能導致服用抗

排斥藥的移植病人之急性器官排斥。另外，

用於預防尿道感染的蔓越莓，造成服用抗凝

血藥warfarin的病人嚴重出血。這些臨床報導

提醒我們，保健食品雖然本身毒性低，但是

當它們在體內遇到西藥時，可能因為改變了

西藥的藥動學（pharmacokinetics），而導致

嚴重的臨床後果。

近二十年來，我們研究小組完成一系

列富含多酚（polyphenols）保健食品、中藥

與西藥動態學交互作用之探索，發現保健食

品包括大豆、銀杏、洋蔥、蘆薈、桑椹、白

藜蘆醇等，中藥包括黃芩、大黃、黃連、虎

杖、厚朴、葛根、人參、冬蟲夏草、薑等，

皆造成大鼠口服抗排斥藥cyclosporin的血中

濃度顯著降低。這些交互作用機轉的研究發

現，係透過活化腸道中外排藥物的轉運蛋

白P-glycoprotein（P-gp）及腸／肝細胞內的

藥物代謝酶CYP3A4。至於其它抗排斥藥如

tacrolimus、sirolimus、everolimus，它們亦皆

為P-gp及CYP3A4之受質，因此服用抗排斥藥

物的移植病人，實不宜使用富含多酚的植物

性保健食品及中藥，避免造成器官排斥。

晚近，台灣市場上出現一些宣稱可減輕

化療副作用的高價保健食品，觀其成分，主

含大豆等富含多酚植物的萃取物。然而，我

們最近的大鼠試驗發現，口服豆漿明顯降低

了靜脈注射紫杉醇的血中濃度。據此，我們

推測那些可減輕化療副作用的保健食品，可

能係因促進紫杉醇由血中排除至腸道所致。

令人憂心的是，保健食品是否使得抗癌藥的

預期療效付諸流水？這疑慮頗值得醫療人員

關注，建議醫療人員於施行化療之前多與病

人溝通，避免病人因擔心化療副作用而私下

使用保健食品，導致折損了抗癌藥的療效。

腎功能不全病人宜用保健食品嗎？

市售植物性保健食品多數富含多酚，

如綠茶、銀杏、洋蔥、蘆薈、桑椹、大豆、

蔓越莓、諾麗果等，常宣稱具抗氧化、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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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基、預防心血管疾病等功效。近年學界

已有共識，多酚類口服後立即大量代謝成

glucuronides、sulfates等二相代謝物（phase II 

metabolites），這些分子在體內環境下，全

數解離成陰離子，無法以被動擴散方式穿越

細胞膜，而須依賴陰離子轉運蛋白（organic 

anion transporters）之運送方能排入尿中。反

觀腎功能不全病人體內蓄積的腎毒素indoxyl 

sulfate（此亦為心血管毒素），其腎排除亦仰

賴陰離子轉運蛋白。因此，保健食品的多酚

代謝物在體內可能與indoxyl sulfate競爭陰離

子轉運蛋白，因而阻礙其腎排除。我們最近

的研究發現，綠茶明顯增加腎病大鼠indoxyl 

sulfate的血中濃度，並造成腎功能之惡化。另

外，因indoxyl sulfate與血中白蛋白之結合率相

當高，無法藉由血液透析排除，因此，包括

洗腎病人在內的腎功能不全病人，實不宜自

行服用植物性保健食品，避免腎病及心血管

疾病之惡化。

結語

保健食品為植物、動物之萃取、濃縮產

物，其中是否有農藥、重金屬之汙染及功效

成分含量是否真實，皆為品質上之疑慮，製

造者務必自主嚴格控管。保健食品對於治療

窗狹窄西藥的動態學／藥效學之影響，值得

醫療人員關注，以確保藥物之療效與安全。

對於腎功能不全的病人，最好建議避免使用

植物性保健食品，以防腎功能及心血管疾病

之惡化。總之，保健食品（包括健康食品）

對民眾健康並非絕對有利而無害，尤其長期

服藥的慢性病人及腎功能不全病人必須更謹

慎。

（作者係藥學系1971年畢業，美國匹茲堡大

學生藥研究所博士、中國醫藥大學藥學系榮

譽教授）

106年1~3月 校友感念追思公告

年／月 姓名 畢業年 屆　別 備　註

10601 傅彩壎 34 臺北帝大醫學部第8屆 家人來電告知

10602
施德章 施獻庚 
洪慶章 吳澄銘 

江文哲

46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醫科第10屆 呂鴻基校友提供訊息

傅彥真 朱迺欣 52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醫科第16屆 江顯楨校友提供訊息

10603 魏聯證 40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醫科第5屆 醫訊退件告知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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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 談 退 休 生 活
(Life after Retirement)

本
文 係 在 北 美 洲 台 灣 人 醫 師 協 會

（NATMA）2016年年會的演講稿。該

年會於2016年10月21日至23日在拉斯維加斯

Bellagio Hotel舉行，有150人參加。

21世紀，世界進步的三大主流為各國經

濟體的結合（global economy），信息科技的

創新（advance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及醫學的發達（progress of medicine）。尤其

是分子生物科技（molecular biology）的應用

和流行性感染疾病的防治，更加促進人類的

醫療及保健的提昇。已開發國家65歲以上的

人口逐年增加，退休人口的福利成為這些國

家社會福利的重要議題。

一位醫師的退休，在事業上而言是停

止醫療，或教學研究，或醫療機構的行政工

作。在家庭是在兒女成家立業離家的空巢期

（empty nest），留下夫妻相處的一大段時

間。近年來因醫藥保健的進步，這段時間多

達10年至30年之久，是人生過程中很重要的

一段，也是在人生蓋棺定論之前，為留下人

生痕跡要用心努力的一段時間。

退休之後的生活，好處多多。生活壓力

（包括經濟，責任）減輕，空閒時間增加，

夫妻相處的時間增加，含飴弄孫的機會增

加，運動旅遊的機會增加，從事自己專業以

外工作的時間增加，從事志工的願望可以達

成。夕陽無限好，端看你如何把握。

我以個人的觀察與經驗在此提出四個要

素，可以用來充實這一段退休生活。

一、退休後仍要繼續專業的進修，並能以此

服務同鄉，分享朋友，回饋社會。

我個人退休後繼續閱讀專業（婦產科）

雜誌，也繼續參加專業的學術會議，

尤其是我退休前專業的領域（胎兒醫

學），到處演講。後來漸感此領域的新

知不合台美人口味，改為研究老人醫

學、癌症新知、慢性疾病等領域。我所

使用的題材大部份來自各醫學名校，如

Harvard、Johns Hopkins、Mayo Clinic等

的Newsletter，和各校出版的單行本，

也常常由電腦Google的文獻獲得醫學新

知。整理後寫成文章，發表在台灣公論

報、太平洋時報、NATMA年刊和臺大醫

學院校友雜誌―景福醫訊。也在台美人

的集會發表演講。

二、發展個人的夢想或抱負，進行退休前無

時間做到的計畫（projects），或轉行做

醫療以外的事業。

我個人從醫學生時代就想要著書立說。

後來因擔任醫學院教授（芝加哥大學婦

文／林靜竹



校友小品

2017年4月‧第34卷第4期 23

產科教授25年），其間出版兩本胎兒醫

學英文教科書：「子宮內胎兒成長遲滯

症」及「高危險性胎兒」。退休後寫了

三本中文書：

「留美夢台灣情―林靜竹文集」前衛

2005年

「台美生涯70年―林靜竹回憶錄」前衛

2006年

「見證胎兒醫學」健康文化2010年

今年參加北加州東灣台美人長樂會，準

備和另七位會友共同出版一冊「台美人

生命腳跡」。

關於醫師退休後轉行，我在此舉三個

例子，他們都很成功。芝加哥的施哲

三醫師中年放棄醫業轉行繪畫、雕刻藝

術家，目前在巴黎、台北、日本都有畫

廊。南加州的小兒科醫師林衡哲是位多

產的作家，成為台美人的文化醫師，他

努力提昇台灣文化，發願要出版一百冊

書，由南加州的台灣文藝到台灣的望春

風文庫，我們都讀到他出版的書。我醫

學院同班同學黃世傑醫師在佛州近Tampa

的Plant City開業小兒科，退休後從事養

牛，擁有廣大的農場，養能生育的母牛

十多頭，每年產生很多小牛出售，該農

場增值很多倍，成為一位富農。

三、 退休後夫妻相隨，遨遊世界，探訪親

友，含飴弄孫。

兒女長大獨立，夫妻之間又回到新婚未

有兒女的甜蜜期，是一樁好事。可是要

重視兩人各自的時間和空間，避免相處

時間太多而增加磨擦或爭吵，而是要相

互配合、相互尊重、相互鼓勵、相互稱

讚。

有一對夫婦，先生退休後整日留在家中

觀看太太操持家事，等著吃三餐。太太

不勝其煩，心生一計，就替先生準備便

當，請先生於早上外出到圖書館看書

報，或到公園散步，下午回來，如同去

上了半日班。晚上兩人一起吃一頓豐盛

的晚餐，再看電視，每天過著親密的生

活。這就是重視夫妻兩人各自的時間和

空間的好處。

我個人在芝加哥大學任教期間，每年外

出開會、演講總在七、八次左右。美國

國內的行程，因兒女尚在家中，太太總

是留守家中。如遇國外旅行，太太必定

隨行，趁此享受世界各地風光，瞭解世

界。我要開會，太太就到另一處觀光。

舉例來說，我在埃及開羅開會，她就去

爬金字塔、騎駱駝。我在荷蘭阿姆斯特

丹開會，她就跑到海牙國際法庭。我在

澳洲雪梨開會，她就去遊歌劇院。也常

買各地的紀念品回家，擺滿家中的櫥

窗。

四、享受個人喜愛的運動或嗜好。

退休後應該有充分的時間去運動或享受

個人的嗜好，爬山、自行車長征、網

球、乒乓球、高爾夫球、象棋、圍棋、

繪畫、照相、園藝、寫作、養寵物等

等。還有許多嗜好，無法一一列舉。

就以我接近的幾個朋友為例，剛辦完

2016年美西台美人夏令會的總召集人黃

東昇博士，每星期四天以上在網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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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照相的洪孟陽醫師也很喜歡自行車

長征，到世界各地長征。我的同班同學

王肇俊醫師夫婦每次出遊皆背負大小攝

影鏡頭，作品參加攝影比賽。我個人因

長期出外演講或開會時，最享受大旅館

有噴水設備的浴缸。因此2002年搬到北

加州蓋新屋時，特別裝設室外噴水熱水

池，天天泡湯。這是我退休生活中最大

的享受。泡完湯在陽台躺椅上休息，一

面觀景，一面胡思亂想，尋找寫作的題

材。

可惜演講時間有限，無法和聽眾討論，

否則會有意想不到的各種建言炒熱這個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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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精神科徵求專任教師壹名
■資格：

　候選人須符合下列資格：

1. 具國內外精神科專科醫師資格。
2. 具教學熱忱及獨立研究潛力。
3. 具助理教授級（含）以上資格。

■檢附文件：

1. 醫學院畢業證書影本。
2. 專科醫師證書影本。
3. 助理教授級（含）以上之教師證書影本。
4. 介紹信二封以上。
5. 個人詳細履歷表（附照片）。
6. 五年內著作目錄表。
7. 三年內代表著作影本（最多4篇）。
8. 未來教學研究計畫（5頁以內）。
9.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0. 上列5~9項請附紙本1份及電子檔光碟1份。

■收件截止日： 中華民國106年5月31日下午5時前（以送達主任室時間為憑）送至
台北市常德街1號臺大醫院精神醫學部六樓主任室『精神科新聘專
任教師甄選委員會』收。

■聯絡電話：02-23123456#66794林先生
■E-Mail：wenchi@ntuh.gov.tw
■傳真電話：02-23825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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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 學 校 外 有 藍 天

文／王在斌

那
天回系裡見到本期主編，在言談之中，

提到個人畢業後的職涯，對方居然要

我將它寫成文章。這段插曲使我意識到，不

要隨便回校找教師，因為他們會加給家庭作

業，而且推不掉。

軍中生涯

話說當年驪歌唱畢，班上女同學們忙著

出國，而男同學們除了準備藥師檢覈考試外

就等著當兵。之後，我被分派到一個裝甲騎

兵團（野戰部隊），到團裡報到後才知道，

連同畢業自北醫、高醫藥學系共三人，均被

分發為軍醫官，參與團部連及營部之醫療。

頂著臺大光環的我，被指派到最高單位團部

連，另兩位伙伴則分別負責第二、第三營。

主要服務內容為感冒、小病痛或小外傷，如

有重大疾病則安排後送軍醫院，好在一年中

並無重大傷害事件，讓我安然度過「合法密

醫」期。此外，在當時物資、人力匱乏的年

代，任團部最高單位衛生隊醫官的我，另任

「軍中樂園」衛生檢查管理人，因而添加不

少甘苦經驗，對日後職涯也有些許助益。

就業初期

退伍後進入臺大醫學院生化研究所，但

因家中因素不得不中斷學業，直接進入外商

Bristol Ｍyers公司，從事藥品推廣工作。當

年臺大藥學系畢業生鮮少從事業務工作者，

然而我秉持臺大人求知、求是的精神，介紹

產品時務求文獻支持。曾有桃園地區開業的

知名醫師，雙方討論前，醫師還特別停診上

樓念了一小時的書，在經過充分交流後，接

受我的論點而開始使用公司的產品。爾今思

之，頗以當年便能具體履踐現在倡導之實證

醫學（evidence-based medicine）觀念而自

豪。當時與名醫互動之正向經驗，也讓我日

後更懂得積極汲取藥品知識外的新知，面對

多類專業人士皆得以適當應對。

在28歲那年有幸得到前輩們的拉拔，於

民國65年參加創立凱愛公司，獨立從事代理

國外產品至臺灣的推廣工作，舉凡進口、行

銷、倉儲、財務等事務無不涉獵，真是「初

生之犢不畏虎」，也讓我有為臺灣引進幾種

獨特產品之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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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含銅避孕器（copper 7）

民國 6 0 年代，政府為了防止戰後人

囗暴增的情況惡化下去，推出「一個不

嫌少，兩個恰恰好」的家庭計畫政策。

當時代理美國G.D. Searle之子宮內避孕器

（intrauterine device, IUD），係第一個將含銅

的IUD―Gravigard引進臺灣。由於在軍隊中

當過「合法密醫」，經歷「軍中樂園」婦科

的經驗，使我比負責的外籍地區經理，更能

瞭解局部如何裝置。有次一位開業婦產科醫

師，居然病人已躺在床上才要我進診間說明

如何裝置Gravigard。真感謝「合法密醫」期

的自我訓練機會。

提倡藥品療劑監測（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 TDM）觀念

Enzyme multiplied immunoassay technique

（EMIT）為Syva和Varine公司共同開發之技

術，係基於越戰美軍撤退回美國，急需於機

場快速篩檢返美軍人是否吸毒，而開發了此

類一分鐘檢測（1 minute test）尿中禁藥濃度

器材，並可同時應用於療劑監測。Syva於民

國62年成立並開始推廣此技術。我們幸運地

在民國68年開始代理美國Syva公司之產品。

當 時 ， 我 們 在 學 時 並 無 藥 動 學

（pharmacokinetics），為了瞭解藥品的血

中濃度變化及相關知識，除了國外原廠提供

之資料外，自己也遍尋資料研讀，並製作成

袖珍手冊（圖1）。為了推廣抗癲癇藥品之

TDM，我只好壯膽求見臺大醫院神經精神

科洪主任。拜訪前聽說洪主任會驅趕業務

員，但我硬著頭皮求見。居然在簡介EMIT

技術後，立刻獲得洪主任大力支持，馬上找

檢驗科陳主任、藥學系教授許學長準備開

研討會，在半年內取得病人使用phenytoin、

primidone、phenobarbital、carbamazepine、

ethosuximide、valproic acid之血中濃度，在臺

北開了討論癲癇症狀控制的研討會，並針對

藥品之劑量及穩定態（steady state）血中濃度

來探討醫師處方之劑量，更應用至追蹤病人

是否遵從醫囑（compliance），讓醫師瞭解劑

量和治療濃度的關係。

此後臨床上，EMIT便順理成章地取代

RIA（ELISA）做為療劑監測主要方法，同

圖1：作者編輯之Emit療劑監測袖珍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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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應用至他類藥物如digoxin、lidocaine、

procainamide、disopyramide、theophylline之

檢驗。當時做藥師真是與有榮焉，因為EMIT

快速得到結果，使醫師更能精準用藥，避免

中毒劑量並協助提昇病人的遵醫囑性。後來

TDM被列入醫院評鑑之項目之一，相信與

TDM觀念之提倡有某程度之關係。

另外，在民國70年時，臺灣毒品不似如

今那麼泛濫，Syva公司出產的檢測drugs of 

abuse in urine（DAU）產品，如一分鐘快速

篩檢尿中morphine、codeine、amphetamine、

methylamphetamine等之含量，在推出當時真

是乏人問津。我們寄放了一個100 tests的檢驗

箱在臺北榮總毒物科，居然一年用不完。後

來「安非他命」借保濟丸瓶子在夜店流竄，

演變成全國性社會問題，以致全國中、小學

生不得不全面篩檢安毒。若政府能早日借鏡

先進國家，提早防範，或能降低事後補救的

成本。

S y v a 公司後來被後起者 A b b o t t 之

tentative diagnosis（TDx）所取代。如今大

家都認為Abbott是TDM之黃金準則（golden 

standard），殊不知Syva之EMIT才是臺灣

TDM的始祖。

輸入「blue color」驗孕棒

我的公司於民國70年代代理美國MAB

（Monoclonal Antibody公司）之懷孕試劑，

引進第一個單株抗體（monoclonal antibody）

驗孕試劑，只要滴上婦女尿液，如顯現出

藍色，即代表已受孕。如今女孩子私自對話

「呈現藍色」就是中了，但在當時可是很先

進的技術。我們當時引進MAB產品，可是臺

灣第一個以魔彈（生醫界當時稱單株抗體為

「魔彈」）做出之懷孕試劑。當時社會對魔

彈之觀念可說相當粗淺，我對「blue color」

之概念或許應有些許貢獻。

推廣人體胰島素

民國72年丹麥Novo公司來臺尋找合作夥

伴，凱愛公司有幸爭取到代理權。

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 QOL）一向是

Novo公司追求的目標。研發初期先自動物

抽取胰島素，進而研究如何純化以降低病人

的過敏反應及注射所引發之肥大，更成功將

豬胰島素轉換成人體胰島素，甚至以酵母菌

合成人類胰島素。長效型胰島素的研發，使

新陳代謝科醫師處理糖尿病人時更能得心應

手。目前Novo正致力於研發更長效或口服胰

島素，期望糖尿病人能每週只打一次或用口

服胰島素控制血糖，未來，糖尿病人的生活

品質將更臻完善。

在胰島素注射方法上，從三、四十年前

病人要日日分別注射長效、短效胰島素，一

直發展至方便注射器，進而變成如今拋棄式

注射器，增加病人在攜帶、儲存、旅行之方

便，改善了糖尿病人之生活品質。三十多年

來從事糖尿病產品的推廣，也見證了臺灣對

糖尿病人照護的進步。

在三十多年前，協助臺大林教授全省走

透透，對護理人員上課，訓練多位衛教師，

相信對糖尿病的照護也略盡綿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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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生物感測器SMBG

民國73年有機會代理美國MediSense之

self-monitoring of blood glucose（SMBG）機

器，於國內首推以生物感測器供居家自我檢

驗血糖的輕巧機器。

生物感測器以透過偵測微電流量之變化

估算血糖值，當時只要20秒即可顯示數值，

且只要將血滴在外插之試紙上，不像先前需

要滴在血糖機平臺上，可避免病人間的交叉

感染，尤其在AIDS等感染性疾病盛行區，

更能凸顯此類器材之實用價值。如今科技發

達，生物感測器血糖機已經進步到五秒內就

能顯示結果。

由於輕巧型血糖機機型很小，其血糖讀

值和醫院檢驗部門之大型機器偵測值略有差

異，尤其以刺手指所得毛細血管值和抽靜脈

血（vein）所驗出之值有15～20%之明顯差

異，為了說服新陳代謝科的醫師教授們接受

此種輕便式血糖機，我們推廣EGA（error grid 

analysis）觀念（圖2）。經過一段時日之推

廣，糖尿病人自我血糖控制已成現今衛教必

備步驟，相信當年EGA的推廣是正確的，回

想起來真是值得。

拉拉雜雜地寫了一大堆，身為臺大藥學

人，在走出校門後的人生一章，應該對臺灣

社會多少發揮了一點貢獻。最後要感謝臺大

藥學系師長及前輩們的教誨，尤其第11屆陳金

松學長，四十多年的共事，更是亦師亦友般

的指導及愛護，特別感謝。

（作者係藥學系1970年畢業，現任臺大藥學

系校友會理事長、美吾華董事兼事業部總經

理）

圖2：誤差分析

為了因應數位時代潮流以服務校友，將出版一年以上的

景福醫訊上線，校友讀者可以進行全份文稿檢索，目前已製

作完成，歡迎上網檢閱！

景福醫訊數位化全文檢索上線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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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若 有 情 天 亦 老

2016年11月底，陳瑞龍老師走了，師母不

要我們為他做甚麼，只吩咐：「生病前，

他絕大多數時間都給了學生與學校，家人不

了解他做了甚麼，希望學生們回憶他們與老

師相處的日子，集結起來，做為我們對他的

紀念」。

對陳老師最後也是最深的印象是師母與

他的鶼鰈情深。老師一生非常活躍，似乎永

遠有用不完的精力。從臺大藥學系退休後，

在中風出車禍前，即使有些心血管等慢性

病，仍馬不停蹄的協助藥業與兩所南部的科

技大學，鮮少時間陪伴家人。2009年經過數

個月的加護病房與住院，他終於能回家陪伴

師母，但有偏癱且無法說話。然而，我每次

去探視或遇到老師，總是看到一對快樂的夫

婦，充滿正面的能量，也侃侃而談老師的近

況以及讓他們驕傲的子女，讓人非常感動。

此時，我想起老師曾對我說的：「不要放不

下，一個機構沒有一個人是不可或缺的。」

七年多的時間，師母幾乎每晚需要起

來照料老師，白天仍推著老師利用公共交通

工具到處走走。有任何聚會、旅遊等，她都

歡喜的帶老師參加，因為老師很高興看到老

同事、老同學、學生等。老師對自己的健康

照顧有自己的定見，師母總是順著老師的意

思，即使那樣會讓她倍加辛苦；何況還有三

不五時的急診與住院。由於家母在往生前曾

用呼吸器臥床長達兩年，我們非常了解患者

與照護者的辛苦。患難見真情，老師何其有

幸，能有樂觀豁達的師母支持他在事業上的

衝刺，更陪伴他人生最後一段旅程。在面對

老師往生的過程，我更敬佩師母與老師對生

死的領悟。

第一次認識陳瑞龍老師是在1976年大

三上他的物化課程，我的物理、數學、化學

都不好，那門課真是鴨子聽雷，很辛苦。再

次與老師接觸是1980年我在美國快要完成臨

床碩士學位時，他寫信給我，說明要在臺大

醫院實施單一劑量藥品配送體系（unit drug 

distribution system, UDD），要我多參訪一些

美國的醫院，了解此系統，以便回國建置。

因此我的導師Sister Jane Durgin協助我到紐約

許多一流的醫院，包括Mount Sinai Hospital、

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Bellevue Hospital Center等參訪及見習，讓我

大開眼界。

1978年我離開臺大醫院時，陳瓊雪老師

任藥劑部主任；等我1980年回國時，藥劑部

主任已換成陳瑞龍老師。這兩位教授在學校

當助教時，都需要到臺大醫院急診藥局值夜

班，因此他們當藥劑部主任時，非常清楚業

務。當年我並不知道這兩位教授會是我一生

的導師，只知道他們常常會一起共商大計，

而我就是要去執行計畫的人之一。我不是一

文／林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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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細心體貼的學生，只知道老師交代的事如

果是對的，就應該盡力去完成。這兩位老師

及王光昭老師各有優點，一直是我的楷模，

在我跌跌撞撞的執業生涯中，引領著我。陳

瑞龍老師的優點就是涉略廣博、腦筋靈活、

做事非常有彈性、對學生的不按牌理出牌相

當寬容，讓我有足夠的空間按自己的步調及

方式做事。這也影響我後來教學的模式。

陳瑞龍老師當藥劑部主任期間，開始發

行「臺大藥事通訊」；與藥學系合作，配合

教育部專案計畫，開始辦理國內藥事人員在

職進修與教育；配合皮膚部醫療病人需要，

一般製劑組完成20種製劑配方之更新或創

製；開始實施UDD；開始為小兒科病人調

製全靜脈營養；以及開始門診處方電腦化。

由於有許多創新業務，藥師們的工作壓力較

以往增加許多，但每天傍晚，陳老師常常靜

悄悄的到每一組巡視鼓勵，讓大家辛勤的一

天得到安慰。許多技工及工友也與他稱兄道

弟。較特別的是他的政黨色彩鮮明，我與他

不同道，但這完全不會影響工作情誼。他的

摸彩運也是超強的，我這沒有任何偏財運的

人，聽他講述更覺精彩。

1980年我一回國就被交付建置UDD的任

務，此外還需在藥品諮詢中心工作、支援注

射劑的調劑以及參加感控小組。UDD的建置

過程中，除了參觀長庚醫院、勤讀美國ASHP

出版有關UDD的指引，設計配送流程、設計

及購置所需的藥車、藥台、非碳複寫處方、

病人用藥檔案以及單一劑量錠劑或膠囊包裝

機外，還需要跨部門溝通。1982年由內科五

西病房開始實施UDD，之後經過數個階段

的擴增服務病房以及藥局的整建，甚至醫院

新大樓整建，我都必須參與藥局設計、連調

劑設施尺寸如何符合人體工學都必須知道。

1990年在王光昭教授任主任時，終於達到全

院實施UDD，但因藥局工作分配紊亂，許多

藥師到晚上八時還無法完成調劑工作，我又

必須利用電腦統計進行工作分配與管理。如

果沒有陳老師，我沒有機會涉略藥學管理；

這些任務如果沒有兩位主任全程的支持，也

不可能完成。

陳老師任藥劑部主任時，臺大醫院新大

樓正在規劃及整建；或許我的多話或雞婆，

他讓賴玉花副主任與我參與整個藥劑部的規

劃。我和賴副主任很認真地跟宗邁建築師事

務所建築師做細節的溝通，連未來如果需要

提供IV services，都已經預留空間。由於賴副

主任在藥廠工作過，1990年臺大醫院藥局清

淨室的設計，連在2010年美國醫學中心的老

師來時都嘆為觀止。如果不是陳老師，當時

我這隻菜鳥，不可能學到strategy planning、

project implementation以及一個醫院規劃一定

要往前看30年等。不過，菜鳥就是菜鳥，當

初藥局的地點在B4非常不理想，還好王光昭

教授當主任時，靠著智慧將它移到B1。

1993年因臺大藥學研究所醫院藥學組的

成立，我轉任藥學系老師，在陳瓊雪教授的

規劃下，建置許多課程。兩位陳老師都協助

學生論文的指導。有一兩年，陳瑞龍教授開

了臨床藥動學課程，我得以將1989-1990在

波士頓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做研究

員時於Massachusetts College of Pharmacy and 

Health Sciences修習臨床藥動學的知識教給學



2017年4月‧第34卷第4期 31

校友小品

生及藥師們。

做老師是沒有喘息的機會，1995年，

我在陳瓊雪教授勸導下進入藥學研究所博

士班就讀，由於當時我還身兼藥劑部教學副

主任、要帶臨床藥學研究所學生、有加護

病房臨床服務工作、要協助移植團隊，對

這種非典型的學生，靈活有彈性的陳瑞龍

老師自然是指導教授的首選。他一對一授

課，讓我讀參考資料，將biopharmaceutics、

b i o a v a i l a b i l i t y 、 b i o e q u i v a l e n t 、

pharmacokinetics觀念教給我，也讓我用他以

前BE的研究數據，練習及熟練WinNonlin軟

體，以及論文撰寫。

1999年移植免疫抑制劑sirolimus上市，由

於臺灣缺乏血中濃度測定機制，讓我投入此

藥品在移植的臨床研究與療劑監測，剛好陳

瑞龍老師協助臨床試驗中心臨床藥動實驗室

（現稱「藥學實驗室」）的建置，以及何藴

芳老師幫忙陳老師所有儀器設備的購置，我

才能以該實驗室的設備進行研究；加上李伯

皇教授的指導與蔡孟昆醫師的臨床收案，我

的博士論文才得以在數年後完成。

2005年起我接受陳基旺教授指示，開

始規畫6年制藥學教育（其實王光昭老師早

在1995年就希望我能推動，但我遲疑了10

年）。為了達到2009年開始6年制教育，2019

年提供藥學系全部學生進階臨床實習18週的

任務，我在2006年接任藥劑部主任及臨床藥

學研究所所長後，必須在這教學與藥事服務

的馬拉松變革中，以百米賽跑的速度全力衝

刺，進行藥事服務變革、培訓臨床藥學師

資、拓展臨床藥事服務及據點，因此忙得六

親不認。非常幸運的是臺大人發揮了正直誠

信、利他愛人的精神，許照惠校友、陳志明

校友、醫院兩任院長及各個副院長、醫學院

院長、陳瓊雪教授、王光昭名譽教授、陳基

旺教授、臨藥所多位老師、臺大的醫師及藥

師、景康校友基金會、北美校友會全部投入

這項變革，為臺灣藥學系學生創造了前景。

在這段時間，陳瑞龍老師則南下協助兩個科

技大學的藥學系，期待藥學教育的素質能更

整齊。

臺大醫院藥劑部舊屬與陳瑞龍教授餐敘（2001年2月19日）；左圖為當時兼任藥劑部副主任

的作者（左）代表敬致退休禮物，右圖為團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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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老師回家休養後，我只能在過節時，

偶而抽空看看他，感謝外子能做他的主治醫

師，稍微減輕我的內疚。老師在病榻的最後

一天，我去跟他默默道別，心中除了感恩還

是感恩。從大學做陳老師的學生，醫院時做

他的部屬，藥學系成為他的同事與學生，轉

眼已經四十年。我們各有自己的任務：他發

揮藥物化學、藥動學、行政的專長，希望臺

灣提升製藥業的水準；我則致力於藥事服務

與藥學教育的提升。他與陳瓊雪教授、王光

昭名譽教授、陳春雄教授、陳基旺教授、顧

記華教授等都是藥學科學的老師，卻全力培

養並支持藥事執業的發展；一如我們幾位臨

藥的老師一再跟學生強調藥學科學的重要，

鼓勵六年制學生畢業後研究所能選擇藥學科

學。我們每個人的生命都是宇宙織錦的一條

線，交織在一起；期待臺大藥學系這種利

他、互信、互相扶持的師生、同事與校友的

情誼能長存。

（作者係藥學系1977年畢業，藥學系研究所

1999年博士，現任臨床藥學研究所副教授、

臺灣臨床藥學會理事長及President-elect, Asian 

Association of School of Phar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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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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福精神溯源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的三位校長

走
入醫學人文博物館大廳，在古典建築的

氛圍下，首先吸引人注意的是數座大理

石及青銅雕像，這些是臺大醫學院在不同時

期歷任校、院長的紀念像，不僅是當時藝術

大師的傑作，也代表了臺大醫學院的精神。

大學和學院的精神是由教師、學生及校

友所體現出整體的精神、氣質與風格。所有

知名大學或學院必定有它獨特的內涵，而決

定治校方針展現治學理念的校、院長人格、

學養與智慧，則與大學及學院精神的建構密

不可分。代表臺大醫學院的景福精神的肇

始，則可追溯至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時期的三

位校長：山口秀高、高木友枝和堀內次雄。

兩座大理石半身像正是為了紀念日治

時期創立及領導臺大醫學院前身――臺灣總

督府醫學校山口秀高及高木友枝校長，這是

1917年9月23日由醫學校畢業校友集資，由北

村四海所雕塑，最初設置於醫學校講堂。這

兩座紀念像在戰後仇視殖民者氛圍下，被粗

魯的取下，使得鼻及耳等細節有些受損，所

幸當時醫界大老將其保存並未受到進一步破

壞，在醫學人文博物館成立之後，非常感謝

其家人再度將雕像送回博物館大廳展示。

二戰結束時臺灣是百廢待舉，所幸在醫

學教育上，臺大醫學院仍保有日治時代的傳

承得以持續，經數十載承先啟後、兼容並蓄

的發展，乃有今日臺灣進步的現代化醫療。

飲水思源，本期景福醫訊特別介紹醫學校時

期的三位校長。

山口秀高

山口秀高生於1866年日本東京，1890年

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醫科。大學時期非常勤

奮，除了醫學專業，對於人文學科如哲學、

文學、歷史、藝術、人物傳記等書籍也多所

涉獵。

1896年11月山口秀高奉派來臺擔任臺北

病院（臺大醫院前身）院長，一到任就決心

創設醫學校培育醫師人才。當時臺灣尚無現

代化教育制度，年輕人主要在傳統私塾念四

書五經，山口秀高的醫師培育計畫一提出就

被臺灣總督否決，退而求其次1897年在臺北

病院自行成立「醫學講習所」（臺灣土人醫

師養成所），以選拔臺灣年輕人進行醫師培

育；而這一年也被認定是臺大醫學院的創立

元年。

後藤新平於1898年3月被任命為臺灣總督

編輯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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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民政長官，在1899年4月正式成立臺灣總督

府醫學校，任命山口秀高為首任校長，在臺

灣建立了醫師培育制度。山口秀高擔任校長2

年，於1901年12月離臺返回東京，後來赴德

國留學，研究眼科學，再回日本於1906年獲

東京帝國大學醫學博士，並任東京鐵道病院

眼科部長，於1916年病逝。

山口秀高是非常勤勉的讀書家，一有時

間即廣泛閱讀，也是理念至上執著於醫學教

育的理想家。在日治初期，臺灣戰亂未平、

病疫流行、民智未開、社會不安之時，就能

提出設立醫學校培育臺灣人醫師的建議，並

極力奔走積極爭取，如非他的努力，只怕臺

大醫學院的創立要延遲十數年或更久。

山口秀高對於教育事業十分有心，認為

培育人才是自己人生中最重要、最有意義的

事，大學畢業任職沖繩縣立病院院長時，就

在病院內創設醫學講習所，雖然一年後與沖

繩縣政府不睦而停辦，仍得到辦理醫學教育

的實務經驗，之後乃能完成在臺灣創立醫學

校之志業。

山口秀高有高遠的教育理想及抱負，

想以設立醫學校為基礎，進一步成立大學

以啟發臺灣文化。擔任校長期間，曾經請弟

弟協助在日本採購多種歷史、地理、哲學、

文學、傳記等書籍，充實醫學校圖書館的典

藏，弟弟問他為什麼要購買這些醫學專業以

外的書籍呢？山口秀高回答：「如果單純要

養成醫師，醫學校圖書館醫書以外有一些其

他參考書就夠了，但是我準備以醫學校為基

礎，將來要設立大學，所以由現在起就要開

始準備工作。」可惜他未能實現將醫學校擴

充為大學來開發臺灣文化的理想。

山口秀高在後藤新平的支持下所創辦

的醫學校，成為日治時期培育臺灣人醫師的

搖籃，醫學校的畢業生成為臺灣社會思想啟

蒙及向現代化邁進的動力，不但扮演醫師的

角色，也身兼「社會領袖」與「知識分子良

心」的角色，引起當時臺灣人價值取向、思

維方式的變革，對臺灣社會的文明發展有重

大貢獻。如何傳承延續此一傳統是我們新世

代景福人應該深思的課題。

高木友枝

高木友枝1858年生於日本福島縣。1885

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醫科，1897年赴德國

柏林大學的柯霍研究所進修細菌學2年。1901

年被後藤新平延攬到臺灣主持臺灣總督府醫

學校。1902至1915年，高木友枝擔任臺灣總

督府醫學校校長及臺灣總督府研究所所長，

建立了臺灣醫學教育制度、醫學學術研究體

系，培育許多優秀的醫師及學術研究人才，

奠定了臺灣全島公立醫院的基礎，促進醫學

衛生發展。1919年，卸任臺灣總督府研究所

所長，出任臺灣電力株式會社首任社長，規

劃全臺電力發展貢獻良多，高木友枝於1929

年退休回日本，1943年去世，享壽85。

高木友枝擔任醫學校校長期間，特別重

視學生的人格養成，很關心畢業生進入社會

的發展，受到臺灣學生仰慕，也對臺灣社會

產生深遠影響。高木友枝認同臺灣意識，不

禁止學生在校內使用臺語，稱讚「臺灣衫是

全世界最衛生的衣服」，在那個殖民統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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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能對臺灣本土文化如此包容令人敬佩。

高木友枝擔任醫學校校長前，曾赴

柏林大學進修二年，受到新人文主義思想

薰陶。建於十九世紀初的柏林大學，具有

異於舊思想的教育改革理念，創辦人洪堡

（Humboldt）認為：「促使個人性格自由

發展，養成獨立思考能力，是教育的最高目

標。」主張新人文主義教育不是知識灌輸也

不是技術訓練，而是讓人的潛力能夠發揮。

受到西方人文教育的薰陶，高木校長特別重

視人格養成教育，擔任校長期間，每週會為

學生上「修身」課，以一些小故事為主題，

啟發學生發展健全的人格。畢業典禮時，都

會對畢業生訓勉：「成為醫師前，先成為

人……沒有完成的人格，不能盡醫師的責

務。」他在校長任內，合計有331位學生從醫

學校畢業，這些畢業生因為受過新人文主義

教育的洗禮，成為臺灣文明化的先驅，改變

了臺灣社會。

堀內次雄

堀內次雄1894年畢業於日本仙臺第二高

等中學醫學部，1896年來臺進入臺北病院服

務，總督府醫學校成立後，擔任細菌學及內

科學教師，教學認真深受學生尊敬。1915年

堀內次雄接任醫學校校長，他認為一個成功

的教育者必須愛護、提攜學生，獲得學生的

愛戴。堀內次雄在臺的教學、治學生涯，長

達五十一年的歲月，他從不以殖民地征服者

看待「本島人」，而是如同一位和藹可親的

長者般的給予臺籍學生關懷、照顧和提攜。

二戰後，堀內次雄留任臺灣大學醫學院講授

公共衛生學，直到二二八事件，才不捨的返

回日本。1955年5月去逝，享壽83。

堀內校長關愛、呵護、栽培臺籍學生，

1921年10月臺灣文化協會舉行成立大會，會

員有不少醫學校在校生和畢業生，臺北醫學

專門學校堀內校長及高木前校長皆親臨會場

表達關心，他對學生參加反日民族運動稍有

諒解，更重要的是他不希望日方特警逮捕他

的學生。文化協會是台灣重要的社會啟蒙運

動，如果沒有這些日本名人參加，可能更早

就被解散。

1936年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成立時，

當時擔任醫學專門學校校友會會長的堀內次

雄提議成立「景福會」，主張日本籍及臺灣

籍學生無分種族差別，無論學制不同，不分

醫學校、醫專、醫學部學生及畢業生均為會

員，此即現在臺大醫學院校友稱為「景福校

友」的緣起。「景福會」的成立反映出堀內

次雄努力促進日籍學生及臺籍學生和諧相處

的用心。

堀內常常站在臺籍學生的立場設想，在

醫學校校長任內，他拒絕政治介入學校；而

在非武裝抗日運動澎湃時期，只得規勸同學

們好自為之，不要因從事「校外運動」而影

響課業。他常勸畢業生不要因為「政治熱」

而惹禍上身，私下勸蔣渭水注意自己的反日

言行。因東港事件在1943年被判刑15年的

學生吳海水，堀內校長深信他是冤罪深表同

情，親到臺北刑務所探訪，以「我確信你是

無罪，但徒刑已定，希望你為國服罪」來激

勵吳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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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29年日人畢業生曾設立校友會南溟會。
2 杜聰明，字思牧。
3 傅斯年就任校長時，曾題「歸骨於田橫之

島」短幅贈與中文系副教授黃得時。
4 鴉片。
5 蛇。
6 臺大醫院東址位於中山南路。
7 此處指SARS。
8 臺灣古稱東寧，1938年曾設立校友會東寧

會。
9 肝炎。

10 此處指兒童醫院。

11 此處指籌備中之癌症醫學中心醫院。

12 臺北府城東門「景福門」。

13 臺大醫院位於日治時期之明石町，此處暗

用。

14 1979年臺大醫院進行男性三腿坐骨連體雙

胞胎張忠仁、張忠義分割手術，此處暗

用。

15 1979-1990年曾派遣醫療服務隊至沙烏地

阿拉伯。

16 1964-1968年曾派遣醫療服務隊至利比

亞。

17 臺大醫學院有楓城之稱，楓樹為杜聰明所

植。

楓城弦歌‧鐘鳴七海

邱達維 何藴芳　敬賀

（邱達維係母校中文系學士、碩士；何 芳係

母校藥學系1984年畢業，現任臨床藥學研究

所副教授兼所長）

垂 翼 南 海 濱 1 思 牧 2 田 橫 島 3

上 辟 福 壽 膏 4 下 除 長 蟲 5 毒

中 山 6 禦 風 熱 7 東 寧 8 夷 木 鬱 9

發 蒙 10起 廢 疾 11 繁 榮 枝 葉 開

智 曜 照 景 福 12 明 石 13鎮 蟠 池

標 信 昭 雄 伯 博 古 淳 仁 義 14

懸 壺 沙 烏 地 15 濟 世 利 比 亞 16

楓 城 17雙 甲 子 青 杏 映 杖 鐸



2017年景福校友返校日系列活動臺大醫學院120週年院慶暨風華雙甲子音樂會

時間：2017年4月8日 地點：臺大醫學院101講堂
　　　臺大醫學院體育館

攝影：呂志成時間：2017年4月7日　　地點：臺大醫學院大廳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蔡英文總統致辭 ▲楓城室內樂團&杏林管弦樂團演奏

▲王德宏教授捐贈1954-1979年使用之內視鏡器
械一批

▲張秀蓉教授捐贈臺灣醫事雜誌1899-1901年三
編及臺北帝國大學1936-1944年一覽

畢業校友代表經驗分享

▲主持人：程劭儀教授 ▲主持人／大提琴家：

　張正傑教授

▲鋼琴家：陳慧玲教授

陳建仁副總統致辭 學術研討會主持人&演講者合影

畢業70週年施純仁校友 畢業60週年陳寶輝校友 畢業55週年謝炎堯校友 畢業50週年郭宏光校友 畢業40週年王水深校友

畢業30週年余忠仁校友 畢業30週年曾文毅校友 畢業20週年蔡佳醍校 致贈感謝牌予專題演講者江清泉教授

醫學院120週年暨物理治療學系50週年生日快樂 醫學校區校友返校聯誼餐會



「臺大醫學院與台灣現代醫學發展」學術研討會

2017景福校友返校聯誼會

時間：2017年4月8日 呂志成 攝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