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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學院121週年院慶典禮
時間：2018年4月13日　　　　　地點：臺大醫學院大廳　　　　　攝影：林郁政

景福校友返校聯誼暨聯合晚宴
時間：2018年4月14日　地點：臺大醫學院101講堂／體育館／景福園　攝影：臺大醫院教學部

▲致贈專題演講嚴長壽董事長感謝狀 ▲頒發臺大醫科1968年畢業班校友感謝狀

▲頒發萬祥玉校友感謝狀 ▲頒發107年度李鎮源院長紀念醫學獎予鄭乃禎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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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一代醫界典範—謝博生同學

醫界哲人之逝，引起大家心靈的震撼

我們大家所敬愛的謝博生同學（1942-

2018），在花蓮世紀大地震降臨的前一天，

也就是2018年2月5日清晨5點半左右，在自

己家裡沒有痛苦，安安靜靜地安息他在人世

間的時間，他沒有被送到臺大醫院，沒有浪

費任何國家的醫療資源，他生前交代他的兒

子，他要奉獻他的遺體，做為臺大醫學院後

輩學子，大體解剖教學研究之用，完成他終

身奉獻台灣醫學教育的人生。

我在他過世三小時之後，才從美國華

府林佳惠同學的網路得知他去世的消息，

對這個訊息，我們班上同學內心的震撼，不

下於第二天花蓮的大地震，而謝博生同學自

己可能也沒有預感到，他會對大家那麼快的

不告而別，因為他去世前一天，還到他的臺

大醫學院辦公室寫東西，而在去世前二天，

才請他的助理打電話給我，要我在2月23日

他在臺大醫學人文博物館主持的《仰望藝文

星空》教學活動中，要我發表一些感言，我

雖然在臺大醫學院教了七年的《醫學人文》

（2000-2007），但是已經有十年沒有參加任

何教學活動，正在奇怪謝博生為什麼會找上

我，在他去世後第二天，收到他主持的《台

大景福基金會》，最近出版了第九本景福叢

書《台灣島之衛生條件》（高木友枝著、周

烒明、林靜靜譯），高木友枝是臺灣總督府

醫學校第二任校長（1902-15），他是賴和、

蔣渭水時代的校長，非常重視醫者的人格教

育，他的銘言《養成人格為先務，要做醫生

之前，必須先學會做人，沒有完成的人格，

不能盡醫生的責任》。而現在《二號館》就

是在他任內修復完成的古蹟建築，此外他對

台灣現代化公衛建設、能源開發及日本移民

村的推動，都有重大貢獻，而我過去所出版

的《禁忌的國家―台灣大歷史》（Jonathan 

Manthorpe著）一書中，其中一章《浪中的孤

葉》（a leaf on the waves）對這段台灣史有精

彩的描述，因此他才要我來參加這次教學活

動，並放映《灣生回家》給大家看。從出版

這本高木友枝冷門的書，可以看出謝博生同

學，對臺大醫學院百多年的傳統維護，是多

麼的用心，沒有他當年的認真募款，就不會

有《臺大醫學人文博物館》的創建。因此我

們可以說，對臺大醫學院人文精神傳統的維

護，在戰後的世代，謝博生同學的貢獻，可

說居功厥偉。

文／林衡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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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醫師世家，熱愛貝多芬的音樂

謝博生同學是台灣鹿港人，從18歲考

上臺大醫科，到他77歲過世，他把60年的

生命包括死後的身體，都全部奉獻給臺大醫

學院。他的父親謝巧烽是台北帝大醫學專門

部（臺大醫學院前身）畢業，是鹿港的開業

良醫，非常喜愛古典音樂，曾經在謝博生醫

學院畢業時，贈送給他貝多芬《英雄交響

曲》的樂譜。在彰化中學時代，他就參加彰

中管樂團，吹伸縮喇叭，在臺大醫學院時，

他跟洪芳彥是班上唯二的臺大交響樂團的小

提琴手，加上大學時代，謝博生也熱愛閱讀

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約翰．克利斯

多夫》，他也遺傳了他父親熱愛貝多芬的

嗜好，2013年11月他在百忙中，抽空到東京

Suntory音樂廳，聆聽由Christian Thielemann指

揮貝多芬全部九首交響曲及Rodolf Buchbinder

演奏全部五首鋼琴協奏曲，而且樂團是1842

年成立的維也納愛樂管弦樂團，那時日本皇

太子也蒞臨聆賞，現場的氣氛令人十分感

動，使他終身難忘。同一年我也在洛杉磯的

迪士尼音樂廳，聆賞年輕指揮大師杜達美，

演出九首貝多芬交響曲，也體驗過類似謝博

生的聆樂高潮。

謝博生最難得的是，在1967年臺大醫

學院畢業，在臺大醫院接受腎臟內科完整訓

練後，再到日本有名的東京醫科大學深造，

並獲得醫學博士學位，返台後，歷任臺大醫

學院內科學講師、副教授、教授；他在做醫

學院教務主任時，曾二度代理院長之職，

最後終於在1995年當選第12任臺大醫學院

院長，任期6年，直到2001年卸任為止，他

這6年任期中，在臺大醫學院推動《寧靜革

命》，把哈佛大學的小班制分組教學模式，

引進台灣，在醫學院開始加入人文、社會與

倫理課程，希望透過這些人文教育，讓醫學

生知道，醫學是一門《以人為本》、《以病

人為中心》的人文科學，此外，《社區醫

療》、《臨床醫學和基礎醫學整合教學》、

《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劃》、《安寧病房

實習計劃》等也引起台灣醫學教育革命性的

影響，因為謝博生深信：「好的醫療必須結

合高超技術及人性關懷。」當有人問他：

「什麼樣的醫師才是好醫師？」他回答道：

「要醫人，先得瞭解人性，好醫師並不是智

識最好，也不是技術最好，而是醫病關係做

得最好，獲得病人的信賴，能關心病人，體

會病人的感受，這方面能做得好才算是好醫

師。」

台灣醫學人文教育的先驅

我們醫學院的老師輩，大都是《述而不

作》，在這方面我們1967年級班，樹立了好

榜樣，在住院醫師時代，在廖運範與謝博生

等七、八位同學，分工合作，合力翻譯出西

方的經典教科書《哈里遜內科學》，在做副

教授時，謝博生就寫出第一部台灣的《內科

學教科書》。他在2008年退休之前，就撰寫

上百篇腎臟學的學術論文，是腎臟學領域的

國際知名學者。退休後，他擔任《台大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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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董事長（2012-2017）期間，又全力

奉獻台灣的《醫學人文教育》，他研究歐美

各著名大學醫學院的人文教育，再整理出適

合台灣國情的《醫學人文教育》，因此他退

休後，仍然天天到臺大醫學院上班，這段期

間，他的寫作範圍更廣泛，先後出版了《醫

學人文教育》、《現代醫學在台灣》、《習

醫路上》、《醫療與社會》及《健康藍圖》

等，2015年謝院長有感於臺大醫院創院雙甲

子，把臺大醫院的歷史，做宏觀的回顧，以

及他對《醫學人文教育》的深刻體驗與省

思，都寫在他的大作《景福劄記》�，此書列

入《景福醫訊雜誌社》的《景福叢書》第一

本，目前這套叢書，已經出版了10本，對臺

大醫學人文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我們1967年班畢業後，大家經常有機會

歡聚，謝博生和他能幹助理的協助，可謂居

功厥偉，平常同學會時，他都在傾聽同學的

講話，自己很少發言，只有大家要求他做結

論時，他才把他的真知灼見表現出來；這點

與在課堂上教學的謝教授，完全判若兩人，

在講課時，他口若懸河、滔滔不絕，而且旁

徵博引，非常精彩；尤其在分析疑難雜症的

CPC（臨床病理討論會），更是人山人海，令

人印象深刻，學生稱他為《神醫》。可惜我

們同學不是出國行醫或在台灣開業，或到長

庚醫院創業，班上同學中，大概只有留在臺

大醫院服務的郭壽雄同學，有機會欣賞謝博

生做為《神醫》的一面。

播下《台灣文藝復興》的種子

在台灣近代的醫學教育家中，可能以

成大醫學院的創院院長黃崑巖，和臺大醫學

院院長的謝博生最重視《醫學人文教育》，

黃崑巖院長，把成大醫學院的圖書館佈置得

非常有人文氣氛，尤其是武田書坊，因此游

正博和我曾贈送一套《台灣文庫》給他們收

藏；而謝博生同學對《醫學人文教育》，不

僅是喊口號而已，他有方法、有步驟，並且

分六個階段：（1）人物學習、作品體驗；

（2）感受、反思、教學相長；（3）藝術文

化參訪；（4）涵泳於人類文化、文明成就

之海；（5）醫療情境中的人性課題探討；

（6）仰望醫學星空。我們班上同學經常組團

到世界各地旅遊，但謝博生幾乎從沒有參加

過。而為了培養醫學院學生的文化素養以及

文化視野，讓他們體驗《涵泳於人類文化、

文明成就之海》，他曾數次帶領學生們，做

《義大利文藝復興深度旅遊》，他論述道：

「在文藝復興大師的足跡探訪中，學生在佛

羅倫斯、羅馬、威尼斯、波隆那、巴杜亞等

地進行體驗學習活動，透過探訪文藝復興的

偉大人文學者、藝術大師及建築巨匠的生活

足跡，觀賞他們的作品，領會數千年的人類

文化進程，體悟文藝復興運動的價值觀念及

為人類歷史上帶來最偉大的變革。偉大的文

藝復興大師有如閃耀夜空的人類群星，探索

他們的生活足跡會讓學生體會到，這些偉人

在內心之中富於藝術精神，他們的全心投入

為這個世界做出了重大的貢獻。這樣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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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引導學生接觸文藝復興運動代表的人文

主義傳統，與這些大師產生心靈的連結，獲

得更深刻的領悟，讓他們對於藝術的感受力

及鑒賞力更為提升。」雖然日治時代臺灣總

督府醫校出身的蔣渭水、賴和、杜聰明等，

他們創立的《台灣文化協會》也想與義大利

文藝復興接軌，但卻從來沒有機會遊歷過義

大利，相信謝博生所帶領的這些後輩學子，

將會成為未來推動《台灣文藝復興》的生力

軍，因此雖然謝博生已經過世了，但是謝博

生推動《台灣文藝復興的精神》仍然存在，

我們要繼續發揚他這種偉大的精神，讓我們

台灣早日成為《文化掛帥》文藝復興的國

家。因此我深深地期待，未來有心人能創

立《謝博生文藝復興基金會》，繼續帶領學

生做《義大利文藝復興之旅》，在臺大醫學

院設立長期性的《謝博生台灣文藝復興講

座》，繼續出版《景福叢書》，甚至創刊類

似當年李鎮源院長創刊的《醫望雜誌》，普

遍提升台灣醫界的人文素養，希望有一天謝

博生未完成的《台灣文藝復興之夢》，漸漸

能在台灣這個他所熱愛的國家開花結果，以

慰他在天之靈。

退休的生活依然全心奉獻給臺大醫學

院以及台灣醫界

謝博生在2008年正式從臺大醫學院退

休，但是他退而不休，反而更忙，而且每天

早上七點就去上班，除了規劃臺大醫院雲林

分院的義工外，全力投入把二號館變成台灣

醫界第一座《醫學人文博物館》，經常舉辦

精彩而多釆多姿的特展，培養醫學院醫生的

歷史感和人文及人道關懷，同時也開放給一

般民眾參觀，他自己也經常親自導展。不久

他成為臺大校友組成的《景福基金會》的董

事長，那時他經常邀請同學，返回母校參加

有意義的活動，或是邀請大家一起做溫馨的

聚會，重溫大學時代的舊夢。當北美臺大醫

學院校友會發生無人接班的斷層危機時，謝

博生專程飛往紐約，決定由景福基金會負責

未來北美地區校友會的年會，每三年有一年

在台灣，另外兩年在美國舉辦，因為他的危

機處理，終於使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會的傳

統可以延續下去。他同時擔任衛生署醫策會

的召集人，對台灣的醫療品質和醫學教育政

策發揮極大的影響力。同時他成為臺大醫院

和醫學院公認的大家長，以及和平使者，例

如周松男醫師就見證了他和平解決當年臺大

醫院婦產科的紛爭。退休後，他的重心都放

在台灣醫學生的人文教育上，除了精心為他

們設計《醫學人文課程》外，多次帶領醫學

生到義大利做《深度文藝復興之旅》，他自

己也創作六、七部關於《醫學人文》的大

作，同時也出版了《景福叢書》十本，他甚

至在去世前一天也到醫學院辦公室寫作，並

且策劃在2月23日於醫學人文博物館舉辦《仰

望醫學星空》，這是他的醫學人文教育最後

一個階段的課程，他準備介紹高木友枝前校

長的著作，並放映《灣生回家》這部不忘本

的感人電影給大家欣賞與討論，現在這個課

程也因他的意外去世而停止了。總之，他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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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人文教育》的重視與身體力行，是沒

有任何一位院長可以媲美的。

我生命中的恩人和精神上的知音

在臺大醫學院七年的學生生涯中，我與

謝博生同學互動不多，只是彼此敬重的《淡

如水式的君子之交》，他是彰化中學高材

生，本來可以保送臺大工學院，但是他知道

他父親希望他繼承衣缽，因此他放棄保送，

考上臺大醫科，他的名次剛好在我後面，我

們那年大學聯考甲組狀元是高鷹，但是國文

考得最好的卻是謝博生與我，我雖然在聯考

總分贏他一點點，但是他是認真功課的好學

生，七年中屢得《書卷獎》，而且在課外活

動拉小提琴、乒乓球、打橋牌等也有傑出的

表現；而我因為前三年都在忙著家教賺錢，

後來忙著翻譯《當代智慧人物訪問錄》、

《羅素回憶集》和《羅素傳》等，因此從未

像博生兄那樣拿過《書卷獎》，但因為我也

是臺大醫學院的乒乓球校隊，只有那時我們

的互動才比較多一點。

臺大醫學系畢業後，我在1968年跟隨其

他45位同學出國行醫，謝博生則跟其他15位

同學留在國內發展，1984年我的台灣意識開

始覺醒，在南加州創刊《台灣文庫》，出版

《自由的滋味》（彭明敏著）和《無花果》

（吳濁流著）等禁書，因此被國府列入黑名

單，連1977年父親去世都無法返台奔喪，直

到1987年解嚴後，透過陳五福醫師幫忙，才

得以返鄉省親，那時我才有機會再度與謝博

生等台灣同學相遇，畢業後整整有20年沒有

與謝博生相見，因此大家對友情的相聚分外

珍惜。

從1987年到1997年，透過我們恩師李鎮

源院士等人的努力，解除《刑法100條》，因

此每年我都有機會返國參加國內的台灣文化

活動或政治活動，那時我一定會與共同催生

《新潮文庫》照顧我父親的廖運範同學，以

及正在推動《台灣醫學人文教育》的謝博生

享受大家歡聚的時光。

我在1997年10月，決定由美國返國服

務擔任花蓮門諾醫院小兒科主任後，謝博生

同學變成我生命中的恩人，和我精神上的知

音，1999年我們倆人在羅素母校劍橋三一學

院巧遇，他來英國倫敦開會，我來倫敦近郊

拜會蘭大弼醫師，居然在參觀彼此心儀的劍

橋大學時不期而遇，那時他就當場邀請我成

為臺大醫學院第一位《醫學人文講師》，那

是我返台後，最快樂的教學時光，在我兼任

臺大醫學院七年《醫學人文講師》（2000-

2007），我每個月有二小時與醫五同學接

觸，介紹蔣渭水、賴和、吳新榮、王昶雄、

杜聰明、韓石泉、金関丈夫等人對台灣文化

的貢獻，以及林宗義、李鎮源、宋瑞樓等台

灣醫界之光，和奧斯勒與日野原重明等外國

的醫學人文大師等，即使2002年我不務正

業，擔任台南市文化局長時，也是每個月坐

飛機來母校授課，我非常感激謝博生讓我有

機會，成為臺大醫學院第一位醫學人文講

師，那是我返台後，最快樂的教學時光；

2007年我們班四十週年歡聚時，參加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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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校日活動時，他特別要我代表班上同學發

言，讓我有機會發表感言。2011年馬勒去世百

年祭時，當謝博生知道我花三年時間，親自

撰寫《馬勒傳》時，他馬上安排我在臺大醫

學院校友返校日，邀請我向校友們講如何欣

賞馬勒的音樂，而他也曾在百忙中抽空來參

加過我催生的《馬勒愛樂協會》的活動，謝

博生甚至以馬勒與夫人愛爾瑪之間的故事，

做為他的大作《謝博生劄記》的完結篇。我

特別感謝他為我出版《追夢的人生：一位台

灣人文主義推手的故事），讓我在美國南加

州與蕭泰然一起推動的《海外台灣人的文化

運動》，不至於被後人忘記。

在我返國服務20年中，有三次在臺大醫

院住院的記錄，每一次都是謝博生同學給我

安排的，我記得最後一次住院，是在2014年

我得了肺炎（Walking Pneumonia），他馬上

安排我住在臺大醫院由我的學生曾御慈和柯

文哲催生的7A病房，那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

住院經驗，每次住院，謝博生不管多忙，都

會每天來看我，他真的是我生命中的恩人，

因此他的突然過世，特別讓我感受到理想的

失落，要找到像謝博生這樣有共同興趣與理

念，而且有人望又有實踐力的理想主義者真

是難能可貴。

博士世家美滿家庭

台灣彰化縣鹿港鎮盛產名醫，台灣第

二位留日醫學博士施江南就是鹿港人，他

也是二二八事件的犧牲者，他的三個兄弟和

四個女兒都是醫生；出身鹿港的謝博生也是

醫生世家，他的父親謝巧烽，就是臺大醫學

院前身，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在鹿港開

業的良醫，他把熱愛貝多芬的精神遺傳給謝

博生，謝夫人許美慧也是鹿港人，是嘉義女

中高材生，在臺大醫學院時低我們一班，畢

業後任國泰綜合醫院首任復健科主任，是非

常賢慧的賢內助，讓謝博生無後顧之憂，全

力在醫界發展。他的大兒子謝光煬，也是畢

業於臺大醫學院醫科，並獲得臺大免疫學研

究所理學博士，曾任奇美醫學中心精神科主

任，是一位很有愛心的醫師；他的二兒子許

輔，畢業於臺大園藝學系，並獲園藝研究所

博士學位，曾留學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研究

毒理學，現任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主任，

謝博生去世後，許輔接受中央社記者訪問

時表示：「我父親近年來一直想推動《善

終》，希望避免無效醫療、插管，減少社

會、家庭、醫療成本的浪費。因此家人決定

尊重父親意願，協助他執行意志，發病後沒

送急診，而是在家從容離世。」他接著說：

「我祖父早年在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求學，

感佩日籍教授醫學傳承的精神與使命，因此

父親也萌生想將身體奉獻給臺大醫學院的想

法，讓後輩學生利用他的軀體做研究。他

生前是老師，死後也要當他們的《大體老

師》，我們決定尊重他的遺志。父親長年關

心醫療、社會和長照，推動《善終》、注重

醫學人文都是教科書上沒寫的，必須持續推

動、形成社會共識，才能找到人的價值跟尊

嚴，父親希望用自己善終的經驗，為改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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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風氣盡力。」這一點謝博生同學，確實做

到了他個人的期待，因此2018年3月11日早

上，在臺大醫學院及二號館舉行的《謝博生

教授追思會》，將是一場《生命的禮讚》

（Cerebration of Life），而非哀傷的儀式，

期待那天能夠聽到，謝博生同學最熱愛的貝

多芬《英雄交響曲》做背景音樂。2017年7月

18日，106歲的日本醫學人文大師日野原重

明去世，在他的告別式上，日本皇室成員都

出席，大家共聆法國作曲家佛瑞（G. Faure）

的《安魂曲》，因為根據報告：此曲可以減

少鎮痛劑使用量，心靈也得到平靜，因此日

野原重明特別指定此曲為他送終，非常巧合

的是我們同學高鷹，在美國聽到謝同學去世

的消息，馬上用佛瑞的《安魂曲》來撫慰同

學們的悲傷之心，而洪芳彥同學也寫了一篇

文情並茂之文來哀悼他，為了謝博生與我共

同的夢想，我最近剛剛完成了一篇長文《從

義大利文藝復興談到推動台灣文藝復興》，

正想請他指正，已經來不及了，只好獻給他

《在天之靈》。

永遠不會變色的《白色力量》

謝博生同學為了維持行政中立，他幾

乎沒有在公開場合表示他的政治立場，但在

他的內心裡卻有是非分明、追求公平正義的

精神，他說：「臺大醫學院畢業的校友，從

日治時代開始就一直扮演台灣社會有良心的

知識份子的角色，也是帶領臺灣醫學發展及

促進社會進步的一股動力。」在重建後的二

號館陸續展示六座塑像：山口秀高、高木友

枝、堀內次雄三位校長，杜聰明、魏火曜、

李鎮源三位院長。顯然謝博生希望後輩學

子，向這些代表《白色力量》的醫界先輩學

習，他也深受蔣渭水的理想主義、賴和的人

道精神以及杜聰明的樂學至上的影響，而在

生命的晚年，我們雖不常見面，卻成為精神

上的知己之交，主要是因為我們有共同的興

趣：貝多芬和馬勒的音樂，以及對醫學人文

教育的終極關懷；而更重要的是，我們有共

同的《台灣價值觀》和共同的夢想：也就是

我們都期待台灣成為《文化掛帥》文藝復興

的國度，有第一流的文化，才能創建第一流

的國家，我們倆人都非常重視建立台灣文化

的主體性，他晚年多次帶領學生到義大利做

深度文藝復興之旅，除了增加他們的文化素

養及文化視野外，終極目標就是希望他們回

來台灣後，能帶動《台灣文藝復興運動》，

使台灣文化在國際社會上出頭天的日子，早

日降臨。因此謝博生同學的去世，不僅是臺

大醫學院的重大損失，也是整個台灣社會的

損失，您一生七十七年的人生歲月，已經完

成了那麼多人生使命，安息吧！我們這些老

朋友和您的無數學生，都會深深地懷念您！

（2018年2月27日）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7年畢業，現為台北醫

學大學兼任臨床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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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博生教授：一位謙卑、睿智、
熱誠、堅持、充滿人文素養、
具備社會關懷的偉大醫學教育家

一、博學多聞、為人好師的謝老師

第一次看到謝博生老師的名字是在1975

年，當時我是臺大醫學系五年級的學生，正

在學習臨床診斷與內科見習。當我們被博大

精深的內科學知識震憾之時，我赫然發現：

有兩本“內科病案討論＂（圖1），是由謝

博生老師撰寫的中文書。它深入淺出地將各

種不同的內科案例，進行臨床診斷、分析實

驗室數據。本書清清楚楚剖析難懂的血液氣

體、酸、鹼、電解質平衡，令人豁然開朗。

不僅如此，包括心臟、肺臟、胃腸、肝膽、

內分泌、血液、免疫…等內科學的各種不同

病例，都被它討論地淋漓盡致。哇！真是內

科學的“聖經＂。這兩本聖經伴隨了我從醫

學生、實習醫生、住院醫師的成長歲月。一

直到我進入臺大醫院擔任內科住院醫師以

後，才有機會在謝教授的“內科病例討論

會＂中，親自聆聽他精闢的分析與解說，更

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

日後，我努力學習謝教授的精神，在

往後的三十多年行醫過程，以中文撰寫了近

三十本消化醫學的書籍，並且在各地的醫院

舉行許多次消化疾病病案討論會，終於能體

會：不能只想“好為人師＂，應該要想辦法

讓自己能“為人好師＂的道理。

二、“名副其實＂的謝老師，是我替

兒子命名的偶像

當我擔任第三年住院醫師的時候，謝

教授的媽媽因為肝病而住入臺大醫院。從

她口中我們第一次聽到她說“…我的阿博

仔…＂，我就覺得這個親切的稱呼正符合謝

教授的“博學多聞＂。1989年，我的兒子出

生，我跟太太就替他取名為“彥博＂。英文

名字叫“Albert＂。臺語發音也就是“阿博

仔＂，正是期待未來彥博能夠像謝教授一樣

的“博學多聞＂。

文／林肇堂

臨床內科―病案討論 謝博生著 醫學文摘

出版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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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大醫學院之醫學系學制改革

（1998-2013）
1998年的一個週末，我接到當時擔任

臺大醫學院院長的謝教授的電話，邀我到院

長室去討論醫學系學制改革的問題。謝院長

指出現階段的七年制醫學系之五、六年級臨

床見習偏重知識講授，實際照顧病患的經驗

不足，七年級實習醫師沒有醫師執照，又要

執行醫師的專業工作，卻被醫院當作廉價勞

工來使喚，角色及任務定位不明確。這些實

習醫師畢業後，許多人就立刻選擇到大醫院

去當住院醫師，而且是很專業的次專科（例

如眼科、皮膚科等），或是直接去開業，過

度細專科化，注重高科技診療而忽視床邊醫

療，無法處理一些最基本的醫療問題，像是

控制血壓、治療糖尿病、防疫急救…。此

外，歐美國家的醫學系早已採用四年的一般

大學畢業後，再加上學士後醫學系。而我們

臺灣仍然採取舊的6年醫學生，加上1年實習

醫生制度，要改變整個體制，至少要準備七

年以上的時間，而且困難重重。

四、試辦「二階段學程」（1998-
2010）

在謝院長的精心策劃下，我從1998學年

度起開始試辦「二階段學程」，訓練期間共

三年，分二個階段實施。第一階段為畢業前

訓練，在第五及第六年實施。受訓者結束此

一階段並通過「基本臨床技術測驗」之後，

授與醫學士學位，參加醫師資格考試，取

得醫師資格。第二階段為畢業後訓練（Post 

Graduate Year-1），受訓者以第一年住院醫師

的身份，照顧病患，學習全人醫療的診療經

驗。（圖2）

其中有精心設計的基層醫療實習是在五

年級實施，為期6週，於建教合作醫院實施教

學，或在開業校友之診所學習。另外有高等

基礎醫學（甲）可供同學選修，為期六週。

有興趣參加MD-PhD program之學生可以初試

研究滋味，參與實驗室工作，一方面可以篩

選適合做研究的未來醫學科學家，另一方面

也可以使不適合做研究的人早日打退堂鼓，

專心從事臨床工作。

第二階段為畢業後第一年住院醫師（簡

稱PGY1）訓練。包括以下四種：內科PGY1

計畫，外科PGY1計畫，小兒科PGY1計畫，

及MD-PhD 計畫（圖3）

二階段學程與傳統學制之比較

2

畢業後第一年住院醫師（簡稱PGY1）訓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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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創立一般醫學科（1999-2014）
為了推動「二階段臨床學程」，謝院

長就想辦法從已經完全僵化的醫學院教師員

額中擠出六個教職成立了一般醫學科，由本

人擔任第一屆的主任。一開始的教師包括：

林肇堂教授（內科）、許宏遠副教授（兒

科）、新聘朱宗信助理教授（內科）、吳明

賢助理教授（內科）、林明燦助理教授（外

科）、吳造中助理教授（內科）、胡務亮助

理教授（兒科）、嚴孟祿講師（婦產科）。

以後胡務亮醫師的教職由陳慧玲醫師接手。

歷經十多年，當年所有的年輕教師都已經全

部升任教授，更有的位居臺大醫學院或臺大

醫院的重要高階主管。

一般醫學科之教學重點放在「二階段臨

床學程」及「一般醫療訓練學程」。一般醫

學科由1999學年度起開始辦理畢業後「一般

醫療訓練學程」，將住院醫師訓練，改為先

實施一年之「一般醫療訓練」（primary care 

training），再進入各專科，藉以矯正目前住

院醫師訓練過早專科化及一般醫療訓練不足

之缺點。

2002年謝院長參加在三芝佛朗明哥渡假俱

樂部舉辦的二階段學程生活營

6

4

5

2000年謝院長與一般醫學科的教師在朱銘

美術館外合影：（左起）嚴孟祿、吳明賢、

林明燦、謝博生院長、林肇堂、朱宗信、胡

務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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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動衛生署主辦之畢業後一般醫

學訓練計劃（2003）
2003年以後，衛生署要求醫學生在畢

業後臨床教育均採一至二年的「一般醫學訓

練」，讓畢業生獲得獨立行醫的能力。一般

醫學訓練之內容包括1.社區醫學（含門診、急

診）：一個月。2.一般外科：一個月。3.一般

內科：一個月。

七、邁向醫學系學制改革成功

衛生署主辦之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劃

以後就逐漸擴大辦理，再搭配從2013年7月入

學之醫學生均改為6年制畢業，終於把舊的

6年醫學生，加上1年實習醫生制度，改為6

年畢業，加上1至2年之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

PGY-1, PGY-2（圖11）。歷經20年的努力，謝

院長終於邁向成功的醫學系學制改革。

八、與謝教授夫婦去歐洲景點旅遊

後，令人吃驚的禮物。

2004年，我帶領臺灣消化醫學界的十多

位專家，一起到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

拉脫維亞、立陶宛）舉行第一屆臺灣與波海

三國的消化論壇，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有

這麼多的臺灣朋友到這個遙遠的國度來訪問

並且建立雙邊合作的關係，謝教授和他的弟

弟謝長宏教授、王維典醫師也加入這個參訪

團，揭開了這三個神秘的國度。我與謝教授

在立陶宛的迪格米那斯塔前面合影，這也是

波海三國人民以手牽手的“人鏈＂爭取從蘇

2006年謝院長參加一般醫學科忘年會

8

10

2009年謝院長參加一般醫學科十週年慶

9

邁向成功的醫學系學制改革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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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獨立的終點（圖12）。在順利完成任務

後，全團在德國的路德斯海姆舉行熱鬧的惜

別餐會（圖13）。

2007年，我們邀請謝教授伉儷一起去羅

馬尼亞的布加勒斯特，參加國際消化內外科

學會（IASGO）年會，特別又繞行了克羅埃

西亞，順道遊覽了著名的十六湖（圖14）及

Ston長城（圖15, 16）。

2008年，我們再度邀請謝教授伉儷參加

在維也納舉行的歐洲消化醫學會，之後繞道

前往俄羅斯旅遊。10月25日正是許美慧教授

（謝教授夫人）的生日，我們就在尼古拉宮

為她辦了慶生會（圖17, 18）。另外在莫斯

科的紅場（圖19）、地下鐵、梅爾克修道院

（圖20）都留下我們的蹤跡。

謝教授與我在立陶宛的迪格米那斯塔前面合影

12

2004年謝院長與我率領的臺灣消化醫學專

家團，前往波羅的海三國參訪，回程於德國

路德斯海姆舉行惜別宴。

13

與謝教授伉儷一起遊覽克羅埃西亞著名的十

六湖公園

14

15

16

與謝教授伉儷一起遊覽克羅埃西亞的Ston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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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4年前，我們與謝教授夫婦、昆仲

共遊這幾個臺灣觀光客很少的歐洲國家及

景點，一半是探險，一半是學術。每當一到

了當地的旅遊景點，我們都圍繞著導遊聽他

／她的解說。此時卻看到謝教授獨自一人拿

著錄影機來回拍攝影片，完全不理導遊，也

從來不入鏡。令人不知道謝教授到底在想什

麼。回到臺灣一個月後，我們每個團員都接

到一份精緻的DVD影片。分別是“2004波

羅的海三國及小紅帽的故鄉＂（圖21），

“2007巴爾幹紀行＂（圖22），“2008俄羅

斯、多瑙河紀行＂（圖23）。每一份DVD都

有優美的古典音樂作配樂，每個景點都加上

經過考據後的中文介紹，甚至加入了一些我

們從未去過的景點，堪稱是最具文化背景的

旅遊記錄。

九、 從臺大二號館的人文博物館到

輔大醫學人文博物館

2012年，我從臺大醫學院內科退休後，

隨後轉往輔大擔任講座教授，2014年9月接

任輔大醫學院院長。在這期間，我與謝教授

仍有相當密切的聯繫，特別是謝教授利用臺

大二號館的人文博物館作為醫學生的人文教

學場所，成效卓著。我也著手在輔大醫學院

建構“輔大醫學人文博物館＂，其中有三間

正式展場，另外一間是外院博物館的借展。

17

18

在俄羅斯尼古拉宮為許美慧教授（謝教授

夫人）辦慶生會

謝教授伉儷在俄羅斯―紅場聖瓦西里教堂

19

謝教授在俄羅斯―梅爾克修道院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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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17日，輔大醫學人文博物館正式在

輔大國璽樓開幕，謝教授與王德宏教授都是

參與揭幕的貴賓（圖24, 25）。2017年起輔

大醫學院增開了兩個課程，“人文與醫學探

索＂與“醫學新知概論＂都包含了“輔大醫

學人文博物館＂的見習課程，將來一定會讓

謝教授的教學精神在輔大醫學院分枝散葉、

開花結果。

十、劇終

謝教授是一位謙卑、睿智、熱誠、堅持

的好醫生、好老師、充滿人文素養、具備社

會關懷的偉大的教育家，我們永遠敬愛的導

師。何其有幸，我能夠跟他有將近二十年的

緣份，從旁體驗他的德行與風釆。祝 老師一

路平安。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78年畢業，曾任母校

內科教授，現任臺大名譽教授、輔仁大學醫

學院院長、台灣消化醫學會理事長）

2017年輔大醫學人文博物館開幕

24

2017年輔大醫學人文博物館開幕，謝院長

（右起第三位）與王德宏教授（右起第四

位）共同參加揭幕式。

25

21

DVD影片―“2004 波羅的海三國及小紅帽

的故鄉＂

22

DVD影片―“2007 巴爾幹紀行＂

23

DVD影片―“2008 俄羅斯、多瑙河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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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懷恩師謝博生教授
─醫學教育領導者典範

今
年2月5日早上約7點接到謝博生教授助

理陳麗萍小姐的電話說謝教授於當日

凌晨5點30分過世，且謝教授的家人要連絡解

剖科謝松蒼主任，但沒有謝主任的電話。我

將謝松蒼主任的電話給了麗萍，但心裡還半

信半疑謝前院長真的走了嗎？要找解剖科主

任，難道是謝前院長要當大體老師嗎？當日8

點到醫院，在電梯間碰到楊泮池前校長，跟

他報告此事，他也大為震驚。當天下午1點

多，謝前院長家人、解剖科蔡錫圭教授、盧

國賢教授、謝松蒼教授、腎臟內科吳寬墩教

授和我瞻仰謝博生教授遺容，但見謝前院長

面目安詳，心裡稍覺寬慰。之後大體就要施

打福馬林固定劑成為教導醫學生解剖學的大

體老師。

謝教授之前常提到傳承特別是景福精

神。另外他也強調人與人之連結，他的恩師

是陳萬裕教授，而陳教授的恩師是小田俊郎

教授，謝教授和陳教授甚至小田教授皆有各

方式的連結。以下就我跟謝博生教授之間的

連結做一簡要報告。

我於1975年進入醫學系，醫四臨床診

斷課有一堂上病史詢問，地點在八講堂。

那堂課就是謝博生教授（當時還是副教授）

親自就一位年輕男學生罹患全身性紅斑狼瘡

示範如何做病史詢問，問得真是鉅細靡遺，

給我們班學生極大的震撼。之後醫五進入臨

床一直到內科住院醫師皆參加謝教授主持的

案例討論會，謝教授對所有的案例報告皆能

深入淺出，且提出和一般人見解不同的精闢

看法。他也常提到診斷的要領之一是能看出

常見疾病的不尋常表現，例如淋巴瘤、血管

炎等都會有一些特殊表現要更加留意。當時

內科住院醫師如有疑難雜症，第一個想到就

是照會謝教授，他也都能找到診斷的正確方

向，例如有一個大家都診斷不出來的案例，

經他指點後證實是紫質症。

進入內科第二、三年住院醫師後，就

有各次專科的老師或總醫師來爭取我走該

次專科，我因嚮往謝博生教授的博學及風采

而決定走腎臟內科。台灣腎臟醫學會於1988

年辦理第一次腎臟國際研討會第7屆Asian 

Colloquium in Nephrology，當時理事長是陳萬

裕教授而謝教授擔任秘書長。謝教授就帶領

當時蔡敦仁、郭鈺美、吳寬墩、吳明修等主

治醫師及林永青和我兩位總醫師將此國際會

議辦得很成功。之後，謝博生教授亦帶領大

家參加數次國際腎臟會議，如1990年在東京

文／朱宗信



2018年4月‧第35卷第4期 17

謝博生教授追思專輯

舉辦的第11屆國際腎臟學大會，大夥亦順道去

參觀大阪花與綠博覽會（圖1）。腎臟科多位

同仁在1997年參與在澳洲雪梨舉辦的第14屆

國際腎臟學大會（圖2）。

我於1989年升上腎臟科主治醫師同時念

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班，由於在研究上碰到

一些瓶頸，想出國進修。有一天在家裡接到

借調國科會擔任生物處長的謝貴雄教授電話

說法國某個研究室要徵人且有獎學金，謝博

生教授推薦我去，我跟謝貴雄教授說我再考

慮看看。由於之前已和美國德州大學西南醫

學中心（UT Southwestern）說得差不多，因此

於1993-1995年到美進修，對兩位謝教授覺得

有些不好意思。

謝博生教授自1992年起以當時陳維昭

院長任命的教務分處主任及之後代理醫學

院長身份推動各項醫學教育改革，包括小班

教學、問題導向學習、採行基礎臨床整合課

程、加強人文教育等。謝教授於1994年底奉

教育部之命到中南美考察格瑞納達等國醫學

教育訓練出來的畢業生是否達到本國的標

準，謝教授及隨行的王維典醫師因轉機之故

須在德州達拉斯停留一晚，當晚我就請謝教

授至我住的地方（我大姨子家）吃中式晚

餐，隔天並帶謝教授至附近景點駿馬雕刻像

遊玩（圖3）。

我1995年回國後亦擔任數年小班教師。

並於1997年1月獲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謝博

生教授自1995年8月任醫學院院長持續推動醫

學教育改革並自1998年推動二階段學程，本

人有幸參與並於1999年2月擔任醫學系助理教

授。醫學院於2000

年成立一般醫學科

專責二階段學程

等醫學教育改革工

作，我的教職遂由

醫學系移至一般醫

學科。

香 港 一 位 企

業家凌建凡先生的

母親邱國範女士患

病經謝博生教授治

癒，凌先生遂捐一

筆錢於1988年成立

與謝教授參加國際腎臟會議後在大阪花與綠

博覽會合影（1990.07.12）

1

3

1994年與謝教授於德州達拉斯駿馬雕刻像

前合影

與謝教授參加1997年澳洲雪

梨第14屆國際腎臟學大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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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範文教基金會。謝教授常提到推動醫學教

育改革各項經費，有些不易從公家報帳，都

經國範來處理，他非常感謝凌董事長。我在

相當早期即擔任國範基金會董事。國範基金

會2001年2月在香港凌董事長豪宅召開董事會

（圖4），大夥並參訪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及

所屬的威爾斯王子醫院。在此時，謝教授亦

跟我提到可申請升等副教授，若助理教授年

資不足，可用博士後幾年之條款。我回國後

趕快準備資料，因時間急迫，連過年期間都

在趕資料，還好當年順利通過升等副教授。

首次政黨輪替於2000年，當時新政府想

到的衛生署長第一人選即是謝博生教授。但

謝教授認為自己要推動的是醫學教育改革，

而衛生署受到公務機關的限制甚至常會遭到

立法委員的質詢，因此懇辭。但扁朝歷代署

長皆會採納謝教授的意見，因此當時黃明和

立法委員常戲稱謝教授是地下衛生署長。

謝博生教授於2001年8月卸下醫學院院長

職務後，隔沒多久就於2003年1月接任醫策會

董事長，持續推動各項醫學教育改革，特別

是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PGY），由2003年3

月期至2006年6月期至2011年一年期。此外也

推動教學醫院評鑑改革計畫。

經過謝博生教授及諸位醫學教育先進的

努力，台灣醫學教育學會於2004年10月正式

成立。隔天第一任理事長黃伯超前院長打電

話給我，說謝教授推薦我當秘書長，我覺得

義不容辭就答應了。沒想到從此就歷任4屆理

事長（第一任黃伯超前院長，第二任謝博生

前院長，第三任楊泮池前校長，第四任張上

淳院長）的秘書長共12年（圖5）。學會最重

要的是財源，因此在謝教授指導下，我們自

2005年起向衛生署申請一般醫學訓練示範中

心計畫，才得以有經費推動各項教育改革工

作。目前全國已有20多家教學醫院具備一般

醫學訓練示範中心。

在學會及謝博生教授的支持下，我在

2006年至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修習醫學教育

領導者培訓班。一位商學院教授提到領導者

要變革成功的必備8步驟，我檢視謝教授之前

推動的小班教學及二階段學程的推動步驟，

財團法人國範文教基金會第五屆董事合影

（2001.02.16）

4

台灣醫學教育學會第三屆理監事合影

（2013.03.20 於臺大醫學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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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哈佛講的不謀而合，所以謝教授推動的各

項醫學教育改革才會如此成功。

臺大醫院陳明豐前院長透過當時內科黃

冠棠主任於2010年底問我有否意願去當衛生

署竹東醫院副院長，接收該院之後擔任臺大

醫院竹東分院院長。我報告黃主任說我的專

長是醫學教育，行政恐怕不能勝任。黃主任

給我2天時間考慮，我就去請教謝博生教授。

謝教授說你是一個很好的幕僚，可以把秘書

長的工作做得很好，但是缺乏主管及首長的

歷練，這是一個很好的磨練機會。因為這樣

我就在2011年2月去竹東一年多。我於2012年

8月結束臺大醫院竹東分院階段性任務後回總

院擔任教學部主任。之後謝教授跟我說，我

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進步。

2011年8月起正值要邁入一年期PGY之

際，還是碰到一些阻力。首先是教育部，大

約在2011年1月教育部召開是否要如期推行1年

期PGY的會議，當時醫學教育學會楊泮池理

事長當天有事，請我以秘書長的身份代表學

會參加。當天會議真的是舌戰群雄，但總算

是擋住了反對的阻力。另一部份是衛生署，

邱文達署長2011年2月上任後第一天即打電話

請問謝博生教授要如何化解推動一年期PGY

的阻力。邱署長聽取謝教授建議後指示蕭美

玲副署長召集醫界及醫學教育界人士舉行共

識會議，會中大多數人支持繼續推動1年期

PGY，如此1年期PGY才能順利如期上路。

為了讓1年期PGY及時上路，也讓申請者

能找到合適的PGY訓練醫院就需要PGY選配

制度，因此台灣醫學教育學會就以我為主持

人自2010年向衛生署申請住院醫師PGY選配

計畫，並成立工作小組包括具美國住院醫師

選配（match）經驗的郭耿南教授。經過大家

的努力，2011年PGY選配也順利完成。

再來提到醫學生畢業前臨床技能測驗

（OSCE）的推動。最早約在2009年考選部

楊朝祥部長率領學會秘書長（本人）、劉克

明教授及各校代表赴韓國考察他們新設立的

OSCE考試制度及考場。回國後仍繼續推動

OSCE，但因當時學會OSCE小組下再分4~5個

分組，因此推動並不順利。謝博生教授毅然

決然決定設OSCE辦公室，並於2010年11月正

式成立（圖6），如此事權統一，於2011年及

2012年試辦全國OSCE。並配合考選部及衛生

署修改規定讓OSCE考試及格成為參加醫師第

二階段國考的資格，並自2013年起實施。

另外一件事是臺大醫學院醫學教育研究

所的成立。較早的時候謝博生教授的想法是

成立醫學教育碩士班學程，所以叫我去請教

賴美淑教授設立公共衛生碩士班學程的經驗

以資借鏡，但最後並未成功。直至2013年6月

底，楊泮池新任校長兼醫學院長任命我為醫

學教育暨生醫倫理學科所籌備處主任。經過

OSCE辦公室揭牌儀式（2010.11.10於臺大

醫學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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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次的籌備會議，結合一般醫學科及社會醫

學科於2014年8月1日成立醫學教育暨生醫倫

理科（研究所）並於當日舉辦揭牌典禮（圖

7）。

醫教生倫所設於謝博生前院長精心重建

的醫學人文博物館（二號館）二樓。本人帶

領本科所老師負責醫學系同學之醫學人文、

倫理法律相關課程，並每年招收5位碩士班研

究生。本所於2016年6月舉辦第一屆畢業撥穗

典禮並有4位畢業生：張炳勛、陳德全、黃馨

葆、邱郁淳（圖8）。

此外，謝博生教授帶領家醫科梁繼權教

授、我及其他學校的老師於2009年4月於雲林

分院為臺大醫學系經甄試管道即將入學的新

生舉辦醫學生習醫先修體驗營（圖9）。此項

活動極具意義，以後每年繼續舉辦並推廣至

所有醫學系新生。

謝博生教授自2008年2月退休後即不再看

門診，把機會留給後進。謝教授的朋友有腎

臟方面的問題請教他時，他就轉給腎臟科前

主任吳寬墩教授或我。腎臟科有聯誼活動或

忘年會或大合照時，我們也都會請謝教授共

襄盛舉，他也都盡量參與並鼓勵年輕後輩要

精進腎臟內科及醫學人文（圖10及圖11）。

在謝博生教授領導及大家共同努力下，

完成下列工作：（1）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

（PGY）由三個月期、六個月期至2011年一

年期PGY訓練。（2）建立PGY選配系統。

（3）建立一般醫學（內科）訓練示範中心

全國20餘家並推動醫學教育六大核心能力。

（4）由於二階段學程試辦的成功，醫學系學

制改革自2013年起入學改為六年制另加上二

年PGY即由7+1改為6+2制度。（5）推動醫學

生畢業前臨床技能測驗（OSCE），自2013年

謝博生院長參加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學科暨研

究所揭牌典禮（103.08.01醫學人文博物館）

7

謝博生院長參加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研

究所第一屆撥穗典禮暨學術論文發表會

（2016.06.25 醫學人文博物館）

8

9

首屆習醫先修體驗學習營2009.04.26-28於
臺大醫院雲林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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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OSCE及格列為醫師國考第二階段的資格。

（6）臺大醫教生倫所的成立為國內首創。

謝博生教授這2、3年常跟我說他所推動

醫學教育改革已大致就緒，之後他會把重心

擺在醫學人文博物館及醫學生的醫學人文體

驗學習，謝教授對醫學生的醫學人文體驗學

習，強調主體性、愉悅、關懷。謝教授和參

與醫學人文體驗的同學於2017年6月6日舉辦

醫學人文理念碑揭牌典禮（圖12）。

我最後一次和謝博生教授有較長的談話

是在2018年1月11日。當時他提到（1）除了做

好新舊制醫學系工作外，亦要兼顧和PGY的

連結，即做好目前7+1及之後6+2制的工作。

（2）注重老人醫學，要做到全人關懷及共同

照護。

謝博生教授不只尊師重道，亦積極提攜

後進。古人說立德、立功、立言，謝教授都

做到了。您偉大的情操、建立的功業、著作

等身，將為後世所傳頌，所謂有口皆碑。謝

教授！您是醫學教育領導者的典範，您和您

帶領的工作團隊已經為台灣未來百年的醫學

教育奠定基礎。安息吧！謝教授！我永遠的

恩師！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82年畢業，現任母校

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研究所所長、附設醫院

教學部主任、附設醫院內科部腎臟科主任）

謝博生院長與腎臟科同仁合影（2005）

10

11

謝博生院長與腎臟科同仁合影（2017.03.13）

醫學人文理念碑揭牌典禮（2017.06.0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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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巡禮─臺灣大學醫學系

2018年1月20日（週六）是新光醫院一年

一度招考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醫師

（PGY醫師）的大日子，今年度新光醫院共

擬招收37名額，令人欣喜的是報名的優秀學

生多達441位，其中也不乏我的母校臺大醫學

系的同學，身為新光醫院的院長，我很開心

的出席此次盛會，代表新光醫院歡迎這些遠

道而來，未來的醫界新秀們。

席間，當等待PGY醫師面試的考生們

在一起三五成群的結伴聊天時，我看到了

母校的小老弟們，非常開心的加入了他們的

談話，聽他們聊著在校期間的經歷和趣事，

讓我也再次感受到了校園莘莘學子的青春活

力；期間，不知道是哪一位同學提到了不知

道現任的系主任是誰？有人回答好像是吳明

賢教授；又有人說道現在好像已改由內科的

曾芬郁教授擔任，這時我不禁打趣問到，我

們臺大醫學系是全台歷史最悠久的醫學系，

有超過百年的歷史，那大家知道醫學系的第

一任系主任是誰嗎？這時只見同學們搔頭思

考，有人說好像是叫山高什麼的名字、日本

人，名字有4個字的人，也有人說既然已有

100年以上的歷史，第一屆的系主任應該已經

作古，這時有同學提出不如我們來請教一下

Google博士好了，當同學們上網查詢後，有人

疑惑的看著我說：「咦？您跟我們醫學系的

第一位系主任長得好像…」，聽得我是又好

氣又好笑，不禁莞爾。

鑒於臺大醫學系是全台第一所培育醫師

的學校，擁有悠久歷史且深具意義，現在大

多數同學對於我們醫學系的輝煌歷史卻知之

甚少，為了讓大家對臺大醫學系的歷史沿革

能多加了解，因此擬藉此分享，讓同學們對

我們醫學系能夠更加認識。

西元1895年，日本人在台北府城設立了

台灣病院也就是臺大醫院的前身，到1896年

時則更名為台北病院，由於日據時代，全台

只有臺大醫學院的前身，即1897年設立的醫

學講習所，為培養醫師的養成者，到1899年

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成立，原醫學講習所學生

分別收進醫學校本科二年級生及一年級生，

因此醫學校設立時已有本科2年、1年及預科

共3個年級。到了1919年醫學校改制為台灣

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1927年改稱台北醫學

專門學校，1928年時台北帝國大學（臺灣大

學前身）創校，創立之初並未設立醫學部，

到1936年方成立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及台北

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家父侯水順醫學

博士乃畢業於台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

（第11屆，1945年畢業）。

直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臺灣光復後，

政府於1945年11月15日接收台北帝國大學並

更名為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部改稱醫學院，

僅設醫科，為4年制教育，附屬醫學專門部停

文／侯勝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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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招生，至1949年改為7年制，招收高中畢業

生。西元1973年起醫科更名為醫學系，我及

內人劉秀雯醫師就是醫學系第2屆、小犬侯君

翰醫師也是醫學系第27屆的畢業生。

所以醫學生的教育，早期是由醫學院院

長直接負責，接著牙醫學系、護理學系、醫

學技術學系、復健醫學系以及各研究所紛紛

成立，因為各有自己的系主任及辦公室，醫

學院的編制也日趨龐大，不知何時起，醫學

院院長就吩咐教務分處主任兼醫學系主任，

來處理醫學生的教育及行政工作。1995年謝

博生教授就任第12任臺大醫學院院長，開始

了臺大醫學教育改革，此一風潮推動，效果

很好，各校也紛紛仿效，造成台灣的醫學教

育全面改革，也開始醫學生入學的甄試，此

時更需要一個醫學系本身的辦公室來處理招

生、排課及代表臺大醫學系參加教育部和其

他活動，筆者自1995年開始擔任教務分處主

任兼醫學系主任後，歷經謝教授5年的爭取及

努力，臺灣大學才終於成立醫學系辦公

室，因此在2000年12月醫學系辦公室正

式成立，經過公開甄選，我也有幸成為

第一任有正式編制的醫學系主任，負責

醫學系的系務、招生、學生事務及教學

協調，以強化對學生的照顧，並協助醫

學系教育改革的持續推展，醫學系終於

也有了自己的系徽（圖1），跟臺大醫學

院院徽很類似（圖2），均是追溯至1897

年。這就說明臺大醫學系雖有台灣最久

的傳統，但系辦卻是最年輕的。

期勉新一代承載歷史傳承及醫療界

未來的醫界新秀們，在知識及訊息日新

月異的時代，不斷接受各項新事物的同時，

也能了解前人的努力和奉獻，溫故知新，在

感念前輩的付出時，也能試想自己能否對這

社會貢獻一點棉薄之力，相信醫學系的未來

會在各位醫學生的手上閃閃發亮。

參考文獻

1.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https://www.

med.ntu.edu.tw/main.php?Page=A4B2. 

Accessed 2018/1/22.

（作者係臺大醫學系1975年畢業，現任新光

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院長、醫

療財團法人台灣血液基金會董事長、國立臺

灣大學名譽教授）

※本文完稿後驚悉謝教授博生猝然辭世消

息，謹以此文悼念恩師對台灣醫學教育之

貢獻，並誌對謝教授永遠的懷念。

筆者2010年退休時與醫

學系系徽合影

1

2014年6月侯勝茂醫師及

劉秀雯醫師於醫學院前與

院徽合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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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的治水工程
—介紹鼻淚管手術新進展

前言

「醫師，我常常流眼油，擦完了又流，

皮膚都擦破了。」「醫師，我每天都淚汪

汪，影響視線，和別人講話時眼淚還滴下

來，別人以為我很愛哭。」「醫師，我家小

朋友從小就眼淚和眼屎特多，眼睛常常被黏

住。」以上種種狀況，是鼻淚管阻塞患者常

有的困擾，眼淚原本是眼睛表面最重要的滋

潤劑，但是當眼淚過多排不出去時，反而大

大影響眼睛的健康和生活品質。本文要介紹

的鼻淚管手術，即是為鼻淚管阻塞患者解決

眼睛淹水的問題。

溢淚的成因

淚液由眼窩外上方的淚腺製造分泌，提

供眼表面滋潤和養分，淚液流入眼睛內側上

下眼瞼邊緣的淚小孔（punctum），行經上

下淚小管（canaliculi）、總淚小管（common 

canaliculus）、流入淚囊（lacrimal sac），之

後再流入鼻淚管（nasolacrimal duct）而進入

鼻腔。正常情況下，從淚小孔到鼻淚管的所

有管道都暢通無阻，則淚液的排出順暢，但

若是其中任何一段狹窄或阻塞，就會造成淚

液無法順利排出而出現淚眼汪汪的現象，一

旦細菌在阻塞的管道中滋生，還可能變成急

性或慢性淚囊炎，甚至併發眼窩蜂窩組織炎

（圖1）。

鼻淚管阻塞的分類

在上述的管道阻塞中，鼻淚管阻塞最為

常見，又可以依發生的年齡分為先天性和後

天性兩類：

先天性鼻淚管阻塞：這類患者通常出

生後數週便淚眼汪汪，伴隨較多的分泌物，

主要成因是鼻淚管於鼻腔的出口有一個薄膜

（Hasner valve）在出生後未完全打開，造成

鼻淚管阻塞。有九成以上的患者經由鼻淚管

按摩法（Crigler massage），擠壓淚囊對鼻淚

管出口造成壓力使薄膜打開，在一歲內即可

文／魏以宣

圖1：急性淚囊炎併蜂窩組織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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痊癒，若一歲以上仍持續溢淚，需進一步手

術處理。

後天性鼻淚管阻塞：好發於中老年女

性，可能和荷爾蒙變化有關，主要是鼻淚管

狹窄纖維化或是慢性發炎，最終完全阻塞。

其他少見原因如外傷、腫瘤、感染、化療或

放療等，也可能造成鼻淚管阻塞。這些患者

為溢淚所苦，有些人選擇和症狀和平相處，

有些則選擇積極治療，治療方式仍以手術為

主。

鼻淚管手術方式

鼻淚管手術就像是幫眼睛疏通阻塞的

下水道，從排水孔、排水溝、到排水道都

要一路暢通，才能使眼睛不再鬧水患。對患

者說明時，有人會用心臟的血管做為比喻：

當血管狹窄或阻塞時，我們用氣球去擴張血

管，並放個支架保持暢通，但是如果阻塞太

厲害，就需要做血管繞道手術。我們的鼻淚

管也可以用氣球和支架使之擴張，鼻淚管支

架就是各種鼻淚道專用的矽質管，但是如

果阻塞嚴重，就要選擇鼻淚管繞道手術，

即鼻腔淚囊吻合術（Dacryorhinocystostomy, 

DCR）。以下將進一步介紹各類手術的方

式：

先 天 性 鼻 淚 管 阻 塞 ： 對 一 歲 以 上

的小朋友，我們用鼻淚管通條打通管道

（ p r o b i n g ），並以鼻淚管氣球擴張術

（Balloon dacryocystoplasty）擴大鼻淚管，建

議再置入矽質管支架，以獲致最好的效果，

成功率有九成以上，置入的矽質管可於術後

三至六個月移除。

後天性鼻淚管阻塞：對於溢淚症狀不是

非常嚴重的患者，可以和上述一樣，用鼻淚

管通條打通管道，加上氣球擴張術和矽質管

支架置入，即有50-60%的患者可以得到顯著

改善。至於嚴重阻塞或經氣球擴張術後又阻

塞之病患，則須採用鼻腔淚囊吻合術併矽質

管置入，即是用電鑽在淚囊和鼻腔之間的骨

頭上打個小洞，建立一條新的排水道，使淚

水藉此通道直接流入鼻腔，成功率可達九成

以上，少部分患者可能因術後一段時間出現

的肉芽或疤痕組織又阻塞通道，才需要再次

手術。

鼻淚管氣球擴張術（圖2）

將氣球通條經由淚小孔伸入鼻淚管深

處，再接上加壓器將通條上的氣球撐開，藉

此撐開阻塞的部位使管道暢通，最後再將氣

球縮小後取出。這種手術簡單快速，大約十

五分鐘可以完成，術後外觀無傷口，可立即

圖2：鼻淚管氣球

擴張術示意圖。成

人和兒童分別使用

直徑3mm和2mm
的氣球。（引用

QUEST Medical公
司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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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生活。其缺點是成功率只有5至6成，即

使手術當時成功撐開管道，仍有近半數患者

短期內又溢淚復發，表示鼻淚管又再度狹窄

阻塞了。雖然我們說鼻淚管氣球擴張術的做

法類似用於心臟血管的氣球擴張術，但畢竟

和具有彈性的血管不同，鼻淚管周圍乃堅硬

的骨頭，是很難被氣球撐開的，因此打通的

效果有限。

鼻腔淚囊吻合術的新進展

傳統式手術為外開式鼻腔淚囊吻合術

（external DCR），在眼睛內眥鼻側皮膚會

有一個約1.5至2公分的傷口，由外向鼻腔打

通新管道，雖然手術成功率高達九成以上，

且術後三至六個月只有不明顯的疤痕，但許

多患者仍因擔心疤痕，寧可繼續忍受溢淚。

目前新式手術方法是內視鏡鼻腔淚囊吻合術

（endoscopic endonasal DCR），使用經鼻內

視鏡的輔助，從鼻腔往淚囊打通新管道，手

術時，我們會用一支細小光源從淚小孔伸入

淚囊，以鼻腔內視鏡觀看，可順著光源朝淚

囊方向鑽磨骨頭，再將淚囊打開與鼻腔黏膜

接合，形成新通道。術後放置矽質管維持通

道，術後1至3個月再取出（圖3）。

內視鏡淚囊鼻腔吻合術較傳統手術最

大的優點就是無皮膚疤痕，另外不需切開

內眥附近的眼輪匝肌，可完整保留眼輪匝肌

眨眼時將淚液擠壓排出的功能。對於傳統手

術後再次阻塞的病人，也可藉內視鏡再次進

行手術，透過內視鏡可清楚觀察阻塞位置和

原因，直接從鼻腔內處理造成手術失敗的病

灶。由於內視鏡鼻腔淚囊吻合術是在狹小的

鼻腔內進行，視野和可操作範圍有限，需要

圖3： 內視鏡鼻腔淚囊吻合術手術照片。A. 以內視鏡確

認鼻腔內對應淚囊所在的解剖位置；B. 鑽磨骨頭

直到淚囊出現；C. 打開淚囊確認通道暢通；D. 放
置矽質管保持管道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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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特殊器械的輔助，因此在執行手術的門

檻上較傳統手術為高。

鼻淚管支架的新進展

在鼻淚管氣球擴張術後，我們通常會

置入一條矽質管，一方面支撐打通的管道，

另一方面淚水可沿著矽質管壁流入鼻腔，

提高治療的成功率。目前最常使用蒙那卡

（MONOKA）淚管支架，可從上或下淚孔放

置，通過鼻淚管之後由鼻腔勾出一端，另一

端固定於淚小孔上。而新式的自費淚管支架

如馬斯特卡（MASTERKA），則有兩個特

點優於MONOKA：一、MASTERKA的管徑

較MONOKA粗，固定和支撐效果較佳；二、

MASTERKA的放置較MONOKA簡單，不需

要從鼻腔勾出一端，明顯減少患者在手術中

的不適或鼻黏膜的損傷。簡單來說，兩種管

子都是“推入＂鼻淚管中，但MONOKA還多

了要“拉出＂的步驟，因此MASTERKA開始

成為許多醫師和患者的新選擇（圖4）。其它

類似MASTERKA的“推入式＂淚管支架還有

努恰卡（NUNCHAKU）和自動固定淚管支架

等，這些新醫材成為各類鼻淚管手術中的得

力武器。

結語

鼻淚管阻塞是幼兒及成年人常見的眼科

疾病，淚眼汪汪影響生活品質和人際關係，

延誤治療還可能會併發淚囊炎和蜂窩組織

炎。目前的手術方式和醫材選擇都有精進，

藉由專業眼科醫師的診斷及治療成功率極

高，完成眼睛的治水工程，才能重獲清爽舒

適的健康雙眸。

圖4： 上圖為蒙那卡（MONOKA）淚管支架，支架

尾端接著一段很長的導線，放入鼻腔後要將導

線由鼻腔勾出才能固定支架。下圖為馬斯特卡

（MASTERKA）淚管支架，以推入式置入鼻淚管

即可固定，無須再從鼻腔勾出。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2003年畢業，現為附設醫院眼科部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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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美國Chicago探望半世紀的
臺大醫科同學

2017年7月（7/15-7/25）利用暑假不必接送

孫兒上幼稚園及小學的時候，偕太太一同

到芝加哥、舊金山及那帕山谷（Napa Valley）

等地方，探訪畢業近五十年的幾位臺大醫科

老同學，留下很多珍貴的回憶及相片，在此

與臺大景福人分享。

2017.07.15

在芝加哥O ’Hare機場降落，侄子周益

弘的妻子周文心到機場接我們。7/16在周益

弘／周文心家接受午餐招待，飯後周文心開

車送我們到黃家興家。喝完了下午茶，黃家

興開車送我們到芝加哥，參觀大學同學薛維

（Hsieh Wei）在芝加哥的Art Exhibit個人畫展

（1012 N. Dearborn St., Chicago）。

2017.07.16

黃家興／邱義生招待晚餐，餐廳就在Cite 

Sky lounge（at the top 70th floor of Lake Point 

Tower）。他們夫婦四人加上薛維及我們夫妻

共七人享用精美的seafood及steak，當天晚上

我們住在邱義生家（Lake Point Tower, North 

Lake Shore Drive, Chicago）。

2017.07.17

上午在邱義生／黃秀敏的豪宅共進早

餐，從Lake Point Tower邱義生／黃秀敏夫婦

的第四十五層的住處，可以眺望到遠方的密

西根大湖湖水及白沙岸邊的芝加哥市大樓，

頗為壯觀。我們夫妻享受Lake Point Tower大

文／周松男



同窗情誼

2018年4月‧第35卷第4期 29

宅的沙發與晨光。大宅落地窗廣達270度，視

野寬闊，可以看到外面市區大樓林立，也可

遠眺湖面。

2017.07.17 (Monday)

早上邱義生夫婦開車載我們遊芝加哥

市區Michigan Avenue兩旁的精品店，西北

大學，天文台（Adler Planetarium），Art 

Museum，謝特水族館（Shedd Aquarium），

皇冠噴泉（Crown Fountain），白金漢噴

泉（Buckingham Fountain）。芝加哥大學

（University of Chicago），費米（Enrico 

Fermi, 1901-1954）紀念碑等。費米紀念碑

（Fermi Monument）後面就是原子能紀念雕

塑。這些美麗的歷史照片，都是邱義生太太

黃秀敏女士，隨車沿途替我們拍照的，秀敏

的辛勞令我們夫妻感激不盡。

從邱義生的別墅豪宅，可以看到威利斯大

廈（Willis Tower 舊名Sears Tower 樓高

1,450英呎，共有110層樓），及碧綠的密

西根湖面。（2017.7.17黃秀敏拍攝）

黃秀敏、簡靜香早餐後，邊吃水果邊話家

常。（2017.7.17周松男拍攝）

至友邱義生陪周松男站在密西根湖前邊。

地標相當特別，因為湖面遠方最右邊一

棟灰色大廈就是他們夫婦家Lake Point 
Tower，豪宅的地理位置與風景在芝加哥

絕佳無比，密西根湖碧綠的湖水，就盪漾

在大樓的四周圍。（2017.7.17黃秀敏拍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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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米及其研究團隊於1942年12月2日在芝

加哥建立世界第一座可控原子核裂變「鍵式

反應堆」（Self-Sustaining Chain Reaction），

產生可控的核能釋放（Controlled Release of 

Nuclear Energy），為1945年的原子能誕生奠

定了基礎，芝加哥大學因此被公認為「原子

能誕生地」。

費米紀念碑上刻著下列的原文：

NUCLEAR ENERGY

Henry Moore Sculptor

Dedicated December 2, 1967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First Controlled Generation of Nuclear Power

An Experiment by ENRICO FERMI and His 

Colleagues

On December 2, 1942

Man Achieved Here

The First Self-Sustaining Chain Reaction

And Thereby Initiated the

Controlled Release of Nuclear Energy

2017.07.18 (Tuesday)

黃家興車庫放了一部凱迪拉克的汽車

（ILLINOIS 205-71AV, Cadillac 57LITER 

V8），這部車子是黃家興早年從中國北京購

買後直接運到芝加哥，他說當年在蔣介石時

代，台灣只有兩部這類型的驕車，一部是蔣

介石家使用，另一部是我們同學姚繁盛在台

灣的姚家。

早上，黃家興夫婦從Illinois開這部凱迪

拉克大驕車，載我們到他們在Valparaiso，

Indiana的私人購買的莊園，此莊園購於1989

年11月，今天我特別為它正式命名為「家品

莊園」（Dr. H's Farm），意指黃「家」興／

侯「品」年，兩人合蓋擁有。此莊園佔地約

70-80 acres，有楓葉樹、橡木樹、小溪、小

木舟。寬廣的森林中有一座二層的木製棚屋

（shack），生活傢具設備齊全，可以住宿。

黃醫師說：我們夫妻兩人是第一對被他們邀

請來此遊玩的臺灣大學醫科同學，我們夫妻

兩人真是榮幸之至。

中午，黃家興招待我們夫妻在Joe's Crab 

Shack（Merrillville, Indiana）進用午餐，我們

享用crab及lobster。晚上住在黃家興家裡。

2017.07.19 (Wednesday)

上午在黃家興家休息，整理行李。中

簡靜香與周松男站立在Nuclear Energy雕
塑前面。（2017.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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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離開黃家，到The Patio餐廳（Lombard, 

Illinois）吃完義大利fast food午餐後，黃家

興就送我們到Double Tree by Hilton Hotel 

（Skokie, Chicago, IL）check-in。黃家興開車

回去前，交代我務必向葉弘宣請教《桃花源

記：陶淵明著》，中有關「几、鳳、風」三

字的意思。［補註解：我於2017.7.22上午在

BOUCHON BAKERY，Napa Valley，CA等候

購買咖啡西點麵包的空檔，向葉弘宣求證請

教而獲得答案《這是人類性學三部曲》］。

7:50-9:30 pm孫峯月醫師到旅館Lobby，

跟我們共進晚餐，她吩附我們到達舊金山，

務必向沈仁達轉達問候之意。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8年畢業，現職為臺灣

大學名譽教授，國家生技醫療發展基金會董

事長）

「家品莊園」有小碼頭、木舟及池塘，黃

醫師常常在此泛舟消遣。（2017.7.18 簡
靜香拍攝）

80英畝的「家品莊園」種滿高聳直立的

楓葉樹、橡木樹，非常壯觀，森林中的

二層木製棚屋，是Dr.H渡假的好地方。

（2017.7.18 簡靜香拍攝）

年∕月 姓名 畢業年 屆別 備註

10612 陳省方 52 醫科第16屆 家人傳真告知

10701 李明謙 81 醫學系第19屆 1070118告別式
10702 謝博生 56 醫科第20屆 1070311追思會

吳天達 49 醫科第13屆 1070225告別式
李忠萬 44 醫科第8屆 女兒來信告知

黃中正 51 醫科第15屆 葉思雅校友告知

10703 沈郁暉 89 醫學系第27屆 施翔蓉醫師告知

106年12月~107年3月　校友感念追思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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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mance of  undisturbed land

圖文／葉弘宣

我
家後院，籬笆之外，是個沒有人為干

擾，平靜的原始荒地。

有次，同學安琪夫婦來訪，我說，籓籬

之外，是塊“聯合國＂自然生態保護區。

野鹿一家大小經常光臨，松鼠在樹間追

逐，飛鳥在此棲息築巢。

最重要的，我們更見識到，植物界的自

然生態循環，生生不息。

籓籬之外，枯枝落葉，生態循環，生生不息。

我慶幸自己，一年四季，都會欣怡這塊

原始荒地，enjoy "the romance of undisturbed 

land"。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8年畢業，現任職加州

NAPA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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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後的竹東分院
提供民眾有溫度的健康服務

新竹縣地理中心的社區型醫院

臺大醫院竹東分院前身為行政院衛生署

竹東醫院，於1993年成立，興建初期主要是

省政府為普遍提昇醫療保健品質，均衡城鄉

醫療資源，增進民眾的健康。2011年改制為國

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竹東分院。

竹東分院於改制後，歷任院長皆努力

完成階段性任務，最初期以保障員工工作權

益的前提之下順利圓滿達成改制使命，接著

花了很長的一段時間重新檢視院內各項作業

程序並新增、修訂相關的作業程序書，以提

升工作效率，並積極的整修、加強醫院各項

硬、軟體設備及設施，補強醫師、護理師及

其他醫事及行政人力，有效的擴展服務內容

和提升醫療品質、更振奮了同仁們的工作士

氣，在2013年獲得創院以來首次的醫院評鑑

優等殊榮，接著我們努力發展特色醫療，包

括啟動「骨折聯合照護服務」、成立「馨愛

居家照護團隊」、發展「兒童發展聯合評估

服務」、建造「東健康中心」、「社區整合

性醫療照護服務站」等，大大提升醫院形象

進而增加鄉鎮居民對竹東分院的信任感，企

業界及善心人士看到了我們的努力及蛻變，

以捐贈善款、醫療接駁車輛、醫療儀器及醫

院設施設備等，給我們實質的幫助與鼓勵。

一個地處偏鄉的中小型醫院，有總院、新竹

分院及體系其他院分院的全力支持，以及全

體員工共同努力之下，終於在2017年不再是

虧損的醫院，交出一張反虧為盈的漂亮成績

單。

文／蕭曉萍、詹鼎正

馨愛居家照護團院落實全人照護―服務啟動

記者會

國際獅子會捐贈竹東分院無障礙交通車捐贈

儀式―捐贈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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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健康中心，提供聚焦、高階、一條

龍服務

臺大醫院竹東分院設立的東健康中心，

秉持著「健康不生病、生只生小病、小病不

變大、大病不致命」的理念，建造擁有最先

進的3T磁振造影以及256切微輻射劑量極速

電腦斷層掃瞄儀、最優美的健檢環境、創新

又絕對隱私的檢查流程，以及最親切的專業

服務團隊。我們的目標就是早期發現全身各

部位的癌症腫瘤，針對心血管與腦血管狀況

進行精密的評估，並結合臺大體系的醫療資

源，適時依健檢民眾的需求轉介至體系各分

院，就是基於此目標而特別打造了這個聚焦

於心肌梗塞、中風的預防以及癌症的早期發

現的聚焦創新健康檢查中心。

照護社區高齡民眾健康是竹東分院的

使命

竹東分院主要服務區域為竹東以及臨近

八個鄉鎮的民眾，其中北埔鄉、芎林鄉、峨

眉鄉、橫山鄉、寶山鄉等五個鄉鎮為醫療資

源不足區域，而且是屬於高齡人口密度較高

的地區，加上我們發現這些老人家大部分有

多重慢性病的問題且缺乏整合性的照顧，常

常要花很多時間去看醫生，為了緩解偏鄉民

眾醫療可近性的障礙，讓醫療資源更普及，

藉由巡迴醫療，對患者進行整合性的醫療照

護，我們選定北埔鄉的南埔村為示範點，每

週二都派醫師到北埔居民的信仰中心南昌宮

定期駐診，為居民健康把關。配合「全民健

康保險西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提供醫療服務外，醫事人員以客家話提供高

齡健康問題的衛教講座，復建師設計適合的

運動，帶領大家一起活動筋骨，接近中午的

時候，即可領取當天就診的藥物，最後大家

一起享用社區媽媽們準備的在地有機食材。

我們把醫療服務、衛生教育、運動與健康促

進、營養與社區食堂、功能評估追蹤與照護

個案管理，全部整合起來了。依據這個非常

成功的經驗，我們將擴大服務區域，今年選

定於寶山鄉新城村，在社區活動中心設置服

務據點，並於3月27日起正式提供整合性照護

服務。

發展特色醫療，提升服務質量與效能

除了門診、急診及住院、居家、護理

之家等服務外，我們透過整合骨科、老年醫

學科、新陳代謝科及個案管理師等相關醫療

專業團隊配合，使用個案管理系統一同照護

骨質疏鬆病友。借鏡臺大醫院體系「骨折聯

合照護服務」的經驗，給予病友骨鬆相關評

估、治療，飲食與藥物諮詢、跌倒預防、運

動等教育計畫及長期追蹤且提供整合性、客

製化具特色的服務。竹東分院是新竹縣唯一

承辦自殺關懷訪視計劃、一、二級毒品防治

業務及藥癮替代療法、幸福九號青少年親善

社區健康講座―骨質疏鬆暨骨折聯合照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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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診計劃的醫院。除此之外，有感於新竹縣

醫療資源相對不足，尤其是偏遠之五峰鄉、

尖石鄉地區，民眾為就醫需舟車勞頓，行動

不便或有失能情況的病患就醫更為辛苦；因

此，我們連結臺大體系資源及竹東鎮醫療群

組成新竹縣第一個居家照護團隊「馨愛居家

照護團隊」，這個團隊是新竹縣第一個投入

居家照護的團隊，我們動員院內相關醫護人

員且結合新竹分院及竹東鎮上醫療群，提升

醫療服務的質與量，以提供連續性、完善的

到宅居家醫療服務。期許透過「馨愛居家照

護團隊」的拋磚引玉，於縣內領頭提供居家

醫療照護整合模式，進而得以帶動縣內與全

國整合式居家醫療服務的普及。接下來我們

將配合長照2.0計畫，繼續辦理出院準備銜接

長照2.0計畫，預防及延緩失能服務及失智

症照管據點，並研擬及申請2018年長照社區

ABC據點、成立長照個管中心竹東分站以及

開辦兒童發展暨早期療育服務，期能發展更

多具特色的服務，全方位照護社區民眾的健

康。

偏鄉地區的中小型醫院　只能努力努

力再努力

竹東鎮內設有二所公立的地區醫院，且

二院僅約一公里的距離，對於醫院經營績效

以及人才留用有其影響力，我們只有更努力

走出自己的路，透過成功之社區健康營造模

式，推廣全人健康照護模式，以竹東分院為

基地，針對偏遠地區民眾建立全人整合性健

康照護模式，並發展特色醫療，加強教學及

研究，持續提升服務質量與效能，努力提升

營運效能，同時配合主管機關各項公共衛生

政策及弱勢族群照護服務，期望能達到社區

全人健康照護典範醫院之目標。

新竹臺大分院以支持園區臨床轉譯研

究，照顧大新竹地區民眾醫療與健康

為使命

臺大總院配合國家發展政策，刻正於

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興建新竹生醫分院，該分

院啟用後，臺大醫院於新竹地區將有新竹分

院、生醫分院及竹東三家分院，未來臺大醫

院新竹地區原本三家分院整併成一家醫院，

整合三院人力及醫療、教學、研究等資源，

持續培育優秀人才、發展前瞻性研究、提供

竹苗地區民眾高品質及人性化醫療，朝向醫

學中心等級之醫療服務邁進。

（作者蕭曉萍現任附設醫院竹東分院綜合事

務室主任；詹鼎正係母校醫學系1996年畢

業，現任附設醫院竹東分院院長）
擴床並重新整建的急性精神病房，可提供精

神病友更優質的住院品質―精神科急性病房

啟用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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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昭文

我們敬愛的謝博生院長，於今年二月五日清晨與世長辭，謝院長終其一生為台灣的醫學教育改

革犧牲奉獻，致力於推動醫學人文精神的發揚，臨終前更囑咐家屬要捐獻遺體，作為大體解剖教學

之用，令人感佩不已。「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謝院長雖然離我們而去，但他的精神長久留

存在我們心中，是醫界永遠的典範。

本期為謝博生教授追思專輯。謝院長的大學同學林衡哲教授娓娓道來謝院長的成長背景，詳

述謝院長行醫生涯的點點滴滴、推動「台灣文藝復興」的夢想和對人文精神的重視，痛失知己的感

傷，真切的情感令人動容。林肇堂院長撰文緬懷謝院長教學的風采，對醫學系學制改革、畢業後一

般醫學訓練計畫推動的不遺餘力，創立一般醫學科，培育眾多深具影響力的醫界前輩，最後更以和

謝院長一同出國開會旅遊的經歷，鮮明的描繪出謝院長的謙卑、熱誠、睿智和堅持。朱宗信教授則

以細膩的文筆，描寫謝院長一路上對後輩的提攜和醫學教育改革的理念，奠下PGY訓練計畫的基

礎，落實畢業前臨床技能測驗（OSCE），並且催生創立醫教生倫所，讓我們看到一位偉大的醫學

教育領導者。

醫學新知專欄請到本院眼整型專科魏以宣醫師談論眼睛的治水工程—鼻淚管手術的新進展，

不論幼兒或成人都有滿高比例患有鼻淚管阻塞問題，影響生活品質，隨著手術技術和醫材的進步，

手術成功率提升而患者的不適也大為減少。醫學系首屆系主任侯勝茂院長則談起臺大醫學系的歷史

沿革，讓大家對醫學系的發展歷程有更多認識。周松男教授記述在美國芝加哥探訪老同學的珍貴回

憶，同窗情誼令人稱羨。葉弘宣醫師提到家中

後院之外的undisturbed land，有著生生不息的

生態循環。最後的封面故事則由蕭主任和詹院

長介紹轉虧為盈、肩負起社區民眾健康重責大

任的竹東分院。希望大家會喜歡本期的內容。

（編者係母校醫學系2009年畢業，現任臺大醫

院眼科部主治醫師）

編者於2017年前往匈牙利布達佩斯參加歐洲神經

眼科會議攝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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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福校友返校聯誼暨聯合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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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贈專題演講嚴長壽董事長感謝狀 ▲頒發臺大醫科1968年畢業班校友感謝狀

▲頒發萬祥玉校友感謝狀 ▲頒發107年度李鎮源院長紀念醫學獎予鄭乃禎
 副教授



健康大樓新建工程動土典禮

時間：2018年3月22日 臺大醫院教學部 攝影

臺大醫療體系一級主管成長營

時間：2018年3月30日 臺大醫院教學部 攝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