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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校長提出「奉獻這所大學於宇宙的精神」以來，奉獻個人之知識和能力於社會、國家，

便成了臺大人的核心價值。做為一個臺大人，在臺灣、在華人世界，甚至在全球，同時享有肯定與

讚許以及必須擔負的責任。臺大人之所以被肯定，是因為過去長期以來各位先輩與校友們經由學術

成就、社會貢獻的累積所塑造的社會形象，但這也使得所有臺大人背負一份特別的責任，各界也會

對於臺大人有更高的期待。

臺大醫學院具有百年歷史、悠久的傳統，並以成為華人頂尖、世界一流的醫學院為目標。臺大

醫學院的優勢在於擁有全國最優秀的學生，人才是我們重要的資產。臺大醫學院的教育目標是要培

育出優秀的醫事專業人員，成為社會各領域的領導者，帶動學術與社會進步的原動力。母院在各位

先輩、師長的支持下，力求卓越、邁向頂尖，且表現傑出，在此也特別感謝各地校友一直以來給予

母院諸多的支援與幫助。

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會已有30多年歷史，每年一度的北美校友會聚會已成為臺大醫學院的歷年

傳統。藉由每年一次的海外聚會，在美各地的校友集聚，大家攜眷敘舊，增進情誼，也藉機了解母

院近年來的發展。近年因大環境影響，改為每三年一次邀請各位校友返回母校參觀敘舊，找尋大家

少年時的回憶，也可藉此機會了解逐年轉變的母校與母院，並給予我們支持與進步的動力。

臺大醫學院是一個讓大家擁有溫馨回憶，也以它為榮的校園。希望各位校友不管處於世界哪一

個角落都能發揮自己的影響力，繼續給予母校與母院支持與鼓勵。

國立臺灣大學　楊泮池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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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學院自1897年以來，在過去119年中持續在台灣扮演醫界人才培育的最重要搖籃，長久

以來在兼具歷史與教育傳承的重任下，力求精進醫學教育，期與國際一流大學醫學院齊頭並進。在

過去一、二十年中於歷任醫學院院長帶領下，進行了一連串的醫學教育改革，包括小班教學（PBL

小組討論）、基礎臨床整合課程、六年制醫學系的試辦、OSCE臨床技能測驗、跨領域團隊學習、

專業素養培育之強化等，這些臺大醫學院首創之變革，也都順利推展到全國醫學院校跟進實施。歷

年來醫學院畢業校友除部分留於本院醫療體系服務外，多數散佈到全國各角落，在各地發揮重要影

響力。早年更有許多校友到歐美日等國家服務，發揮更大影響力及造福更多的民眾。

長久以來，校友也持續給母院許多的支持與指導，在景福校友基金會與醫學院北美校友會的協

助下，每年都有許多校友給母院建言、回饋，過去在醫學院的一些軟硬體建設上，校友也給予大力

支持，特別是二號館（醫學人文館）的整建，更在謝博生院長任內完全由校友募款的資助，才使得

二號館得以再生，變成今日的醫學人文館（內有醫學人文博物館），也使得許多人文素養的培育活

動得以在此古色古香具有歷史傳承意義的建築中進行；對此，母院要非常感謝校友的慷慨捐助。

一年一度的醫學院校友返校、重聚，早年多於每一年年底的聖誕節前舉行，近年在景福基金會

謝博生董事長的號召下，改於每年四月院慶時辦理，今年並與北美校友會的年會併同舉行，擴大辦

理校友回到母院看一看，與校內教職員工生一同慶祝院慶，並進行交流；希望除了校友們彼此的重

聚外，也利用此機會多給母院一些建言，並持續給母院支持與指導，以使母院在校友們的督促與支

持下，能持續快速進步，向世界一流的醫學院邁進。

臺大醫學院　張上淳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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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北美校友會的邀稿，在此向各位校友報告未來幾年的院務及短期努力方向。臺大醫院剛進

入第三個甲子的第一年，過去前輩們的努力創造了不少醫學奇蹟，也培育出醫學領導人才，見證了

整個臺灣醫療發展史。從2015年8月起，我承長官指派，擔任院長一職，一定會秉持臺大醫院的精

神，負起文化傳承，不負過去前輩的努力。

臺大醫院負有教學、研究及服務的任務。一直以來本院磁吸了臺灣的一流人才，在這些人才的

共同奮鬥下才有今日臺灣醫學的成就。隨著醫療環境的改變及健保制度的影響，我們的教學、服務

及研究雖在國內仍居有領導地位，惟近年有被其他醫療體系超過之虞。培育人才，特別認同臺大醫

院的核心價值，具人文素養、教學熱誠及研發創新的年輕優秀同仁的培育，將是這幾年醫院院務推

動的重點。

臺大醫療體系目前有五個分院，另有一兒童醫院。竹北生醫分院及健康大樓都在緊密的規劃興

建中。整體體系已經涵蓋了九個院區，財務及人力需求相當龐大，經營管理相對複雜。各分院除需

滿足當地需求，發展特色醫療外，日後的規畫將以總院為後盾，整合各分院，發展長照及健康照護

的醫療體系，避免重複浪費資源，進而藉此培育未來領導人才，符合未來臺灣的醫療需求，樹立臺

灣醫療體系的典範。

北美校友是臺大醫院及臺大醫學院的菁英，過去長期對母校及母院支持、關心及愛護。由於環

境及價值觀的改變，近來北美校友的人數相對的減少，但是希望各位校友仍繼續鞭策母院，給予必

要的建言及協助，讓我們一起努力使臺大醫院的明日永遠比今日好。

臺大醫院　何弘能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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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福基金會與北美校友會是有如兄弟般的臺大醫學院校友會組織，分別在國內及國外發揮功

能，回饋母院，貢獻醫學。我很感謝北美校友會於2012年接受景福基金會的建議，同意與藥學系校

友會及景福校友會合作，輪流辦理年會，並每三年返回母院慶祝院慶。

三年前北美校友會在莊武雄理事長與周滿滿會長的帶領下，第一次與景福基金會合作，返回母

院舉辦第33屆年會，並慶祝母院116週年院慶。去年北美校友會第35屆年會與藥學系校友會合辦，

在台的景福校友赴美參與，建立了三個校友會合作的模式，令人欣慰。

今年北美校友會在邱義男理事長帶領下，再度返台辦理年會。邱理事長是我的同班同學，我們

都關心醫學人文教育，重視引導年輕學生培養國際觀，因此，共同規劃將北美校友會每三年返台舉

辦的年會擴大成為「臺大醫學校區全球校友大會」，邀請各學系旅居國外的校友返台慶祝院慶，建

立各學系校友會之間更密切的連結，一起來協助母院年輕一代學生拓展國際視野。為此，我們在母

院醫學人文博物館成立了推動辦公室來籌辦相關事務。

景福基金會與母院醫學人文博物館近年來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係，兩個單位秉持母院百年來關

懷社會的精神，集合師生和校友的力量，推展以人為本的關懷文化，一方面積極辦理各種人文關懷

活動，另一方面推展以醫學院學生為對象的「人文學體驗學習計畫」和以社會人士為對象的「高齡

友善健康關懷計畫」，獲得很好的迴響。就此，我特別要感謝北美校友會的學長們，謝謝他（她）

們熱心指導赴美進行體驗學習活動的學生。

敬祝諸位校友健康平安、萬事如意。

景福基金會　謝博生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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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海外，心繫台灣。回母院舉辦年會，意義深遠。緣於時代大環境，北美校友已青黃不接，

籌辦年會不再容易。感謝母院及景福的建議和支持，每三年配合院慶，回母院召開，北美校友會得

以永續經營。

在籌備過程中，因母院各系所院長和主任們的熱忱，讓我深受鼓舞，大家同心一致，願為全球

校友會的落實連結和關懷而共同努力。

景福基金會謝博生董事長與我是同班同學，我們都關心醫學人文教育且重視引導年輕學生培養

國際觀。因此，共同規劃將北美校友會每三年返台舉辦的年會擴大成為 「臺大醫學校區全球校友

大會」，邀請各學系旅居國外的校友返台慶祝院慶，建立各學系校友會之間更密切的連結，一起來

協助母院年輕一代學生拓展國際視野。為此，我們在母院醫學人文博物館成立了推動辦公室來籌辦

相關事務。為提昇學生的人文素養，景福基金會設置「醫學人文教育推展專款」來執行「醫學人文

關懷計畫」。 其意義深遠，特請校友們多多支持。

看到北美校友會、母院和景福基金會，能夠強化組織機制，連結在永續的環境中持續茁壯，這

麼一想，所有做「憨人」的那種辛勞，變成理想的付出，問心無愧。

本屆年會主旨為「人文關懷  回饋社會」，特別邀請到與此相關的傑出校友來演講：

黃春英女士〈 陳家榮（M1965）夫人〉，陳醫師為著名畫家，熱心校友事務，關懷社會。贈巨

幅畫作，懸掛於附設醫院大廳。夫人將講述其一生， 另整理畫作贈予醫學人文博物館典藏，以便

永久傳承。

李泰雄（M1965）， 傑出作家、畫家，贈畫人文館， 文哲藝術典範。行文生動， 令人愛不釋

手。他充滿知識和智慧的演說，向來是有口皆碑，主講「浮生非夢」。

李華林（P1957）， 川流基金會董事長、慈善家，捐助母院推動人文教育關懷計畫，慷慨無私

的風範，遍布全球，值得讚揚。李博士分享基金會未來展望。

邱義男（M1967），以川流願景推展人文體驗學習群至其他醫學院，培育醫學人文關懷之領導

人才，貢獻台灣健康文化。 黃琢懿同學係第一屆學習群美東參訪組長，代表感謝校友分享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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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雪雲理事長和賴麗純館長，簡介天使生活館，打造身心靈平衡的健康生活模式， 感謝柯市

長的加持，希望落實本土，進而國際化，用醫學人文點亮台灣。

柯P（M1986）旋風，風靡新世代，感謝柯文哲市長及夫人陳佩琪（M1987），人文關懷，改

造台北。於繁忙市政中， 撥冗參與分享。所謂 “上醫醫國＂，我們與有榮焉並拭目以待。

此次年會除了延續北美校友會外，同時促進北美與景福兩個校友會和母院更緊密連結。明年年

會已確定在紐約舉行，詳情後敘，請校友們踴躍報名參加。

最後，祝大家健康快樂，萬事如意！

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會理事長暨第卅六屆年會會長　邱義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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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會理事長 邱義男感謝支持單位及校友

國立臺灣大學 楊泮池校長 臺大醫學院 張上淳院長

臺大醫院 何弘能院長 景福基金會 謝博生董事長

公共衛生學院 陳為堅院長 公衛校友會 黃月桂理事長

藥學專業學院 顧紀華前院長 牙醫專業學院 江俊斌院長

臺大醫學系 吳明賢主任 護理學系 賴裕和主任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林亮音主任 物理治療學系 曹昭懿主任

職能治療學系 曾美惠主任 臺大醫院門診部 邱泰源主任



8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119週年院慶暨北美校友會第36屆年會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119週年院慶

暨

北美校友會第36屆年會

時間：2016年4月8-10日
地點：臺大醫學院，台北市仁愛路1段1號

節目一覽表
4月8日

（星期五）
4月9日

（星期六）
4月10日

（星期日）
4月11-13日

9:00 am
北美校友會第36屆開幕式

9:00 am-9:30 am

會後旅遊活動

金門三日遊

10:00 am
專題演講

9:30 am-10:40 am

學生與校友座談會

10:00 am-12:00 am
11:00 am

休息（coffee break）
10:50 am-11:10 am

專題演講

11:10 am-12:00 am

12:00 am 午餐

12:00 pm-1:30 pm
1:00 pm

北美校友理事會

1:00 pm-2:00 pm

景福校友返校

聯誼活動

1:30 pm-5:30 pm

2:00 pm 臺大醫學院119週年

院慶典禮

2:00 pm-4:00 pm

各學系師生

校友座談會

2:00 pm-5:00 pm

3:00 pm

4:00 pm

5:00 pm

6:00 pm

聯合晚宴

6:00 pm-9:00 pm
7:00 pm

8:00 pm

9:00 pm

 臺大醫學院 基醫大樓大廳  臺大醫學院 第一會議室

 臺大醫學院 基醫大樓101講堂  臺大景福館

 臺大醫學院 聯教館307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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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北美校友會
第36屆年會程序表

時間：2016年4月9日上午9時
地點：臺大醫學院基礎醫學大樓101講堂

4月9日（星期六）

（上午） 09:00-09:10 北美校友會第36屆年會開幕式

開幕詞

北美校友會 邱義男 會長

09:10-09:15 財團法人台大景福基金會 謝博生 董事長

貴賓致詞

09:15-09:20 臺灣大學 楊泮池 校長

09:20-09:25 臺灣大學醫學院 張上淳 院長

09:25-09:30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何弘能 院長

09:30-09:50 懷念醫師畫家陳家榮　陳家榮 夫人（黃春英女士）

09:50-10:20 浮生非夢（Life is Earnest）李泰雄 教授

10:20-10:35 川流基金會的願景 李華林 董事長

10:35-10:50 醫學人文體驗學習群的展望　邱義男 理事長及黃琢懿同學

10:50-11:10 休息（coffee break）
11:10-11:20 健康幸福充電站（天使生活館）　紀雪雲 理事長及賴麗純 館長

11:20-12:00 醫學人文改造台北　柯文哲市長

12:00-01:30 午餐聯誼

（下午） 01:30-01:55   楓城室內樂團

01:55-02:10 本會董事長致詞　謝博生 董事長

本會工作報告　　黃國晉 執行長

02:10-02:20 醫學院現況與未來之發展　張上淳 院長

02:20-02:30 附設醫院現況與未來之發展　何弘能 院長

02:30-02:40 2016年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會理事長致詞　邱義男 理事長

02:40-03:10 休息（coffee break）
03:10-03:20 畢業六十週年校友代表經驗分享　　　汪嘉康 醫師

03:20-03:30 畢業五十五週年校友代表經驗分享　　沈銘鏡 醫師

03:30-03:40 畢業五十週年校友代表經驗分享　　　吳德朗 醫師

03:40-03:50 畢業四十週年校友代表經驗分享　　　蔡克嵩 醫師

03:50-04:00 畢業三十週年校友代表經驗分享　　　倪衍玄 醫師

04:00-04:10 畢業二十週年校友代表經驗分享　　　陳柏旭 醫師

04:10-05:10 專題演講―心身醫學的理念與實踐　　李明濱 教授

06:00-09:00 聯合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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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學院學生藝文體驗學習群美東參訪
～三年來的回顧～

2012年8月中，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會，在

紐約市皇后區法拉盛的喜來登大飯店，舉

辦第32屆全美年會，由大紐約區分會主辦。

會中我被推選為2013-2014大紐約區分會的會

長。開始承擔校友會的重責大任，並以聯繫

大紐約區臺大醫學院校友的情感交流、照顧

年輕的學弟妹校友以及作為與母院及景福校

友會溝通的橋樑為努力目標。

為了進一步與母院溝通，我於2012年

11月底，趁回台參加本班畢業35週年重聚大

會之便，專程回到母院醫學人文博物館（原

二號館），拜會景褔校友會董事長謝博生教

授。謝教授再三期勉北美校友會繼續擔負起

服務廣大校友的責任，讓臺大醫學院、景福

校友會與北美校友會形成一個金三角，共同

努力，承繼醫學院前輩留下來的優良傳統。

然後謝董事長正式進入主題，這也是

我第一次聽到“醫學院學生藝文體驗學習

群＂這個名詞。謝教授深深感到醫學院學生

若沒有人文修養，最終只會是一個醫匠，無

法真正成為人醫。為了協助臺大醫學生人文

學的學習，謝教授於2009年開始在新入學的

學生中，招募第一批十來位的志願軍，以學

習者為主體，藉主動學習，選擇藝文人物，

藝術作品，作為學習標的，加以小組討論、

心得寫作，進而實地參訪各地的博物館、美

術館、鄉土文物、歷史古蹟等，以達到漸進

式、啟發式的教育學習效果。前三、四年，

這批學生的足跡已遍及台灣各地。下一步，

就是要在這批學生四年級結束，要開始臨床

學習之前，到美國東岸，參訪紐約、費城、

華盛頓DC等地的著名博物館，作為藝文體驗

學習的一個總結。

謝董事長希望大紐約區臺大醫學院校

友會，能夠協助辦理這群學生的美東參訪事

宜。他當場就安排這批pioneer的十一位學生

與我見面。在這簡短的便當午餐座談中，大

家互相自我介紹，認識了學生領隊黃琢懿同

學，知道了他們的構想，大致的行程計畫，

以及想要參觀的重點。

回到紐約，心想這下子代誌大條了。

此事史無前例，要幫他們安排行程，食宿交

通，要照顧到他們的安全，又要讓他們在藝

文參訪的同時不覺得boring。首先探問了一

些旅行社，可是這種行程，旅行社都興趣缺

缺。他們都喜歡辦走馬看花，到處美食購物

的行程，才有賺頭。因此從行程設計開始，

樣樣都得自己來。還好紐約、費城、巴爾地

摩、華盛頓DC等地，我都去過多次，還有點

熟，加上過去自己也常常自行設計行程，做

文／黃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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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還算得心應手。

事情要能順利成功，一個良好的團隊

不可或缺。紐約臺大醫學院校友會的所有

理事們都給予最大的支持，理事會也通過決

議全力配合。同時也透過北美臺大醫學院

校友會，找到美東其他地區校友的幫忙。

紐約的黃瑞煊醫師（M1977）、陳耀楨醫師

（M1981）及郭昇翰醫師（M2004），費城的

李彥輝醫師（M1963），巴爾地摩的吳子丑

醫師（M1982）、林士鈞醫師（M1997），以

及華盛頓DC的楊楨雄醫師（M1975），都很

熱誠的答應作為該地的負責人。有了團隊合

作，事情就好辦多了。

由於他們的機票是由紐約入美，由華盛

頓DC返台，因此行程上，先安排前六天在紐

約，參觀世界三大博物館之一的大都會博物

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美國

自然歷史博物館（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 tory）、古根漢美術館（Guggenhe im 

Museum）以及現代美術館（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MoMA）。當然紐約重要的音

樂殿堂也不可少，所以也安排了林肯中心、

茱麗亞音樂學院、卡內基音樂廳（Carnegie 

Hall）、史坦威廳（Steinway Hall）等。紐

約的一些地標如聯合國總部、自由女神、帝

國大廈、世貿中心、洛克斐勒中心、中央公

園、時代廣場等，也列入附帶行程中。由於

醫學生難免想看看美國著名的醫學院及醫學

中心，因此也安排了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

康乃爾醫學院、紐約長老教會醫院（哥大以

及康乃爾的附屬醫院）及世界著名的史隆

凱特琳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等等。

根據學生的構想，他們也想參觀一些美

國著名的大學，所以在紐約安排他們參觀哥

倫比亞大學，在紐澤西則安排參觀普林斯頓

大學，這兩所都是長春藤名校，有悠久的歷

史、卓著的聲譽，而且校園宏偉美麗。

費城方面，由李彥輝醫師負責安排，

包括參觀全美歷史最悠久的Pennsy lvan ia 

Hospital、賓州大學及附屬醫院（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and Hospital）、賓州大學考

古人類博物館Archeology and Anthropology 

Museum、Mut te r  Museum、費城美術館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羅丹美術館

（Rodin Museum）、美國獨立宮、自由鐘、

等。

在巴爾地摩，主要安排參觀全美著名

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暨醫院（Johns 

Hopkins School of Medicine and Johns Hopkins 

Hospital）。

最後一站的華盛頓D C，主要參觀重

點都在華盛頓廣場（Washington Mall）附

近，包括National Gallery of Art、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Smithsonian Castle、Freer 

and Sackler Gallery of Smithsonian、Renwick 

Gallery、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Library 

of Congress等等。其他重要的地標如白宮、

國會大廈、Washington Monument、Lincoln 

Memorial、Jefferson Memorial、Vietnam War 

Memorial等就算是自由活動了。

大概的行程規劃好後，我制訂了一個全

程itinerary的初稿，然後跟紐約區校友會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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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們及其他各地的負責人反復商討，也跟台

灣的學生領隊黃琢懿e-mail溝通，最後還跟

台灣的十一位成員用Skype視訊兩次，才將

itinerary最後定案。行程確定後，開始物色旅

館，以經濟實惠，方便安全為首要考量。同

時也與巴士公司US Coachways交涉，預訂了

從紐約到華盛頓DC的24人座中小型巴士。

第一批的11位醫四學生，由黃琢懿同學

領隊，終於在2013年6月25日飛抵紐約JFK機

場，由周賢益醫師（M1966），我，及內人

李慧媛（PT1977），共開三部車去接機，送

到Flushing的旅館安頓。周醫師還請大家吃

晚餐，為學生們接風。餐後由我幫學生們作

orientation，講解注意事項。之後的兩週，基

本上就是照表操課，按照既定行程，由學生

們自己跑。

當時的醫學系主任及醫院副院長張上淳

教授，為了關懷學生並與紐約校友互動，也

特地飛到紐約與學生們會合三天。（註：張

上淳副院長從紐約回台後數天，就榮升醫學

院院長，紐約校友會也沾了一點光）。

在紐約的六天當中，由非常熟悉大

都會博物館的林景福醫師（M1973），

自願當該館的嚮導解說，學生們都大讚

林醫師比專業的導覽更專業。郭昇翰醫

師（哥大Neurologist）帶領學生參觀哥

倫比亞大學校本部，醫學院及醫院。陳

耀楨醫師（Cornell病理教授）接待學生

參觀康乃爾醫學院及醫院。陳彰醫師

（M1967）帶領學生參觀美國自然歷史

博物館。6月30日，大紐約區校友會的

理事們，也在Flushing的餐廳，舉辦盛

大的歡迎餐會，讓學生們有機會跟紐約的學

長們交談互動。

在費城的行程，承蒙李彥輝醫師熱心接

待參觀，還破費與學生餐聚座談。值得一提

的是，在費城時，剛好碰到美國國慶日，而

費城又是美國獨立的重要歷史名城，學生們

在獨立宮自由鐘前，得以目睹盛大的國慶遊

行，當晚也欣賞了國慶煙火。

到巴爾地摩，參觀全美著名的約翰霍普

金斯大學醫學院暨醫院，由吳子丑教授及一

些在Hopkins的校友接待參觀，並午餐座談。

最後一站的華盛頓DC，由楊楨雄醫師接待學

生並餐敘座談。7月9日搭機返台。第一次的

學生藝文體驗學習群美東參訪行程，至此圓

滿結束。

2014年的第二次美東參訪，有9位同學參

加（1位醫學系、6位藥學系、2位護理系），

並有謝博生董事長、藥學院顧記華院長、教

學部朱宗信主任、蔡詩力醫師、楊志偉醫師

等隨行。8月7日先飛到Cleveland, Ohio參加北

2013年6月30日大紐約區校友會在Flushing, NY舉辦餐

會，歡迎學生參訪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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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校友會年會，之後8月10日飛到華盛

頓DC，參觀完後再來紐約，於8月19日

由JFK返台。這中間的行程，大體上是

參照2013年的規劃。紐約校友會也舉辦

歡迎餐會，與師生們互動。

第三次藝文體驗學習群美東參訪，

是2015年7月13日到7月23日，有9位醫

學系三年級的同學參加，醫學系吳明賢

主任也專程飛來與學生會合。他們是由

紐約進，紐約出。基本上，行程也是大

致參照2013年第一次的規劃。在紐約，

巴爾地摩，華盛頓DC，也都有校友會

接待年輕的學弟妹。

回顧這三年來的臺大醫學院學生藝文體

驗學習群美東參訪活動，大紐約區臺大醫學

院校友會，都發揮了很重要的功能。連同美

東其他地區的熱心校友，大家出錢出力出時

間，不但充分突顯對母院的向心力，也達成

回饋母校，嘉惠學弟妹的使命。在角色上，

北美校友會也與景福校友會，臺大醫學院形

成一個合作的金三角關係。而這一批批醫學

院的學弟妹們，也好像是臍帶一樣，將北美

地區的校友與母院牢牢地聯結在一起。根據

謝博生董事長的計畫，今後學生藝文體驗學

習群美東參訪活動，會是一項例行活動，每

年暑假都會有學生來。因此這個活動，將是

今後大紐約區校友會的例行任務。謹此將過

去三年來，由零開始，逐漸發揚光大的

經過，做一簡單回顧，對於許多北美學

長校友的熱心支持，也在此表達由衷的

感謝。

（作者係母校醫學系1977年畢業，現任

Director of Pathology and Laboratories, 紐

約St. Barnabas Hospital。曾任北美臺大

醫學院校友會大紐約區分會2013-2014會

長）

2014年8月15日大紐約區校友會在Flushing, NY舉行餐

會，歡迎學生參訪團。

2015年7月19日第三次美東參訪團攝於紐約中央公園，

中為吳明賢主任，左一為作者，右一為陳耀楨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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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體驗學習──回首與展望

時
光荏苒，從大學學測放榜以後，第一

次收到體驗學習中心成立小組的招募

通知、第一次懵懂又生澀的討論、第一次報

告、第一次擔任主席……，一行人摸索探路

至今，竟已過了七個年頭；恰如起初路都還

走不穩的孩子，如今已日益茁壯為青年，開

始有了自己思考的方式和看待世界的眼光，

正等著邁開步伐，向更多迷人而未知的寶藏

前行。

「體驗」，不同於從有形的書本汲取具

體的知識，而是架構在前人的經歷背後、在

空間的氛圍裡、在眼波的流轉間、在行萬里

路的過程中，因為親身的尋思和觸碰而迸出

的火花。雖然曾經有過困惑和懷疑、偶爾仍

會迷失方向，但猛然想起當初的自己，並不

難發現心靈的成長和變化，已緩慢而確實地

積累於無形之中。一如山川地貌的形成，無

不是匯集每日每夜細微的轉變，經年累月、

滴水穿石，並且仍將持續不斷地被改變和形

塑。

體驗學習的起點是由引介性影片帶領

的人物學習與作品體驗，我們就像一張張白

紙，對於各個領域只有粗淺的認識，卻也因

此保有了廣泛的好奇心和可塑性，能夠盡情

吸收來自四面八方的資訊和新知，埋下人文

涵養的根基。接下來開始讓大家自由選擇心

儀崇敬的人物，閱讀傳記、查閱資料及影音

檔案，進行主題報告，議題除了人文藝術，

更增添了社會學甚至哲學的多元性。除了簡

介人物生平事蹟，我們漸漸開始能夠發掘一

個偉人生活的時空背景之下可能面臨的議

題，漸漸開始有了發問、反思和互相辯論的

能力。這樣的人物探討是貫串七年體驗學習

活動的主軸，隨著醫學生涯成長，之後的主

題也轉移到醫學史上豎立里程碑的指標人物

與臨床情境中的倫理議題。

週三晚間的「Monday Mornings」討論

會是我最難忘的時光。「Monday Mornings」

是一系列藉由臨床情境探討各種醫療倫理

議題的美國影集，每一集四十分鐘的故事

裡，包含了兩至三個不同的決策困境，劇情

緊湊豐富、張力十足，同時呈現了醫師面對

病患、家屬、醫療團隊、醫院甚至整個社會

時，可能面臨的難題。我們跟著每一集劇情

末尾安排的「M&M (Morbidity& mortality) 

conference」，指出片中的醫療倫理爭議，

並且嘗試將自己投射於劇中人物，設想如果

是我會怎麼做。有趣的是，這些爭議往往沒

有所謂的標準答案，我們十一個人常常有十

一種不同的見解和切入觀點，大家七嘴八舌

試圖說服對方，有時能達成最終共識，有時

卻仍然爭辯不休，沒有結論。我認為，這樣

的激盪與回饋是我在體驗學習的過程中最珍

視的經驗，讓我得以訓練自己完整明確地表

文／黃琢懿、李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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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想法，同時也能傾聽不同立場的聲音，擁

有更周全縝密的思考，進而對原本的價值觀

進行修正。正是因為這樣的體驗，讓我們得

以在成為獨當一面的醫師以前，建立一套自

己的決策思路和原則，雖然很難達到永遠正

確，往後遇到瓶頸時，卻總能自有踏實的立

論根據，問心無愧。

體驗學習其他不可或缺的部分，還有在

假日實地走訪的藝術文化與人文史蹟體驗以

及遠赴美國及義大利的參訪。2013年暑假，

我們拜訪美東，由紐約、費城、巴爾的摩至

華盛頓，參訪各大城市最精華的博物館、美

術館和歷史悠久的大學校園。從大都會博物

館、古根漢美術館、現代藝廊到國家藝廊，

堪稱蘊藏了從古至今各門各派西方繪畫和雕

塑作品的精粹，尤以十九世紀以降的繪畫作

品更是包羅萬象，讓我們得以細細品味印象

派、抽象派、立體派、野獸派各家翹楚的代

表作品。除了「體驗」畫作真跡的氛圍和力

度，由於事前做足了功課，對西方藝術的發

展和流變得以有連續性的理解。而當體驗建

立在知識之上，更能讓人有深刻的思考和感

動。2014年夏天，我們來到文藝復興的國度

――義大利，行腳米蘭、羅馬、佛羅倫斯、

威尼斯，在地中海的艷陽之下，尋訪中世紀

和文藝復興時期之間，「宗教」與「人文」

密不可分、相互滋養孕育的關係。由教堂建

築與宗教壁畫，直至追求古典勻稱之美的雕

塑、以人性和世俗為主題的裝飾繪畫，處處

都是歐洲最輝煌的時期所留下的文物瑰寶，

也是至今仍影響深遠的文化根基。

回首參與人文體驗學習的時光，實在

難以用有限的篇幅訴說如此豐富多元的經歷

與收獲。直到現在以實習醫師的身份真正走

入臨床，我經常會在值班的夜晚祈禱天趕快

亮的時分、在終於解鎖成功或接到感謝函的

時分、在外表堅強鎮定而內心波濤翻騰的時

分，想起這群「友直、友諒、友多聞」的夥

伴們。儘管個性大異其趣，因為彼此長期建

立起的默契，我總是迫不及待想把經歷和想

法與他們分享，互相辯論，互相激勵，互相

補足對方缺乏之處，也互相指正彼此邏輯與

價值觀的謬誤，這樣難能可貴的成長方式，

絕非憑一己之力可以達成。

期待在未來，我們仍能彼此陪伴，永遠

保有對於世界的好奇和熱忱。願我們都能時

時提醒自己認真生活、認真學習、認真體會

生命，也善用過去的體驗學習成果，介紹更

多人接觸、認識人文主義的精神和根本。種

下體驗的種子，讓學習的經驗不斷傳承，終

能成為繁茂的樹蔭。

（作者黃琢懿、李律恩係母校醫學系七年級

學生）2013在columbia大學的團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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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Minutes and Agenda of Board Meeting
邱理事長您好：

謝謝多位校友鼎力相助，休士頓臺大醫學院校友會2015年聚餐於3月1日，很圓滿成功地在錦江

酒家舉行，包括六位臺大醫科六年級的交換見習生，一共有三十八位參加（宋建章、蘇寶禮、黃綠

玉、洪明奇、鄭金蘭、宋檳生、彭祥光、盧文雄、林和姬、黃龍雄、蔡挺英、張慧芬、劉自群、鍾

章照、欒冬華、詹德勝、林麗年、張惠英、吳米崧、鐘正芳、呂子樵、卓以定、李博文、陳瑾、黃

立民、吳佩玲、李君愷、朱葳葳、羅茜莉、Ernie、鄧福真、孫紅濱、邱士騏、劉大維、劉騏安、黃

琢懿、吳其穎、傅俊銜）。

席開三桌，老友新朋見面，相聚甚歡，特別高興的是看見年輕的學弟學妹們有機會到著名的德

州醫學中心見習，長江後浪推前浪。校友會提供一個很好的機會，讓大家認識，並可以傳承經驗。

願我們學長學弟學妹都在自己的崗位上發光發

熱，發揚臺大精神，貢獻社會。

祝大家　身體健康、平安、喜樂、如意！

學弟　李君愷（J. Jack Lee）敬上

（作者係母校牙醫學系1982年畢業，現任北美

臺大醫學院校友會休士頓分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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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會
大紐約分會2015年會側記

北
美臺大醫學院校友會大紐約分會2015年

會於11月7日星期六假紐約皇后區法拉

盛Sheraton La Guardia East召開，大會圓滿成

功，是為之記。

當天下午二時許，校友陸續抵達，

兩點半開始分兩個會場展開下午節目。

在主會場有韓明元醫師“Controversies in 

Cardiology＂，包括介紹降膽固醇新藥PCSK9 

monoclonal antibody的機轉等心臟學新知，而

後有陳彰醫師幻燈片介紹加拿大極地風情以

及黃清煌醫師報告今年六月北美校友會阿拉

斯加遊輪年會。黃醫師不愧為攝影大師，張

張照片精采絕倫，佐以動畫及配音，火車會

跑，老鷹會叫，眾人大樂。然後有邱義男總

會會長報告母校近況及明年在台年會事宜，

陳耀楨醫師簡介標靶療法及免疫療法，張光

敏醫師介紹tetracycline的anti-inflammatory及

anti-collagenase effect等，大家輕鬆聽講之餘，

也增廣不少見

聞與新知。而

年輕校友的會

場，在郭昇翰

和劉俊佑醫師

主持下，有高

承楷醫師討論

career path，蕭弘毅律師介紹 working visa and 

green card options，Mr. Shawn Cowls講財務規

劃，王政卿醫師介紹紐約區台灣人及華人醫

師社團等，都是切身課題，年輕校友們熱烈

參與，獲益良多。

下午節目於六時結束，即開始Reception

（圖1），服務生來回穿梭，傳送熱騰騰

的fried shrimp、sesame chicken、mini beef 

wellington、bacon with scallop等。熱點下肚，

大家聊得更起勁，寒喧敘舊，一時滿室喧

嘩。然後依往例由黃清煌醫師在大宴會廳拍

團體照（圖2），攝影留念後，旋即入座。

晚宴席開十二桌（圖 3），在大紐約

分會會長陳耀楨報告會務及總會會長邱義

男醫師致詞之後，七時許陸續上菜，什錦

拼盤、金沙大蝦球、黑椒牛仔骨、上湯焗

龍蝦、清蒸海上鮮、鮮蝦荷葉飯等精美佳

餚，大快朵頤，自是不在話下。而晚宴餘

文／陳耀楨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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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節目，也在陳彰醫師“New York,  New 

York＂清亮的口琴聲中拉開序幕。杏林四

重唱七位團員（圖4），在黃瑞煊醫師領軍

之下，演唱了“不了情＂，“後山調＂，

而“秋蟬＂一曲〈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gr6QgZQzNLU〉，更將大家拉回三

四十年前的民歌年代，令人依依懷想當年。

接下來張邵聿學弟（醫學系2005畢）的二胡

獨奏，更是老中青咸宜，由“望春風＂，

“月亮代表我的心＂，到“Let it go＂（電影

Frozen主題曲），贏得全場掌聲。接下來邱

義男醫師高歌一曲英文老歌，李勃興醫師即

興提琴伴奏，趣味盎然，笑聲不絕。李醫師

接著小提琴獨奏“伊是咱的寶貝＂和“台灣

頌＂（圖5），遊子去國懷鄉之情，流露於悠

揚琴聲之間，眾人動容。此後卡拉OK登場，

而諸學弟妹們歌藝精湛，豈只OK而已！其中

黃元平學弟，2014年紐約卡拉OK冠軍，更是

不同凡響，博得滿堂采。

肴核既盡，杯盤狼藉，轉眼晚宴已近

尾聲，喝過鮮果西米露，大家才在“明年

見！＂聲中揮手依依道別，為本屆校友年會

劃下了完美的句點。

回顧本屆年會，參加者由1954年畢業到

2014年畢業，橫跨一甲子，共123人與會，包

括復健系九位、藥學系七位，而年輕校友踴

躍參加，2003年之後畢業的校友（含眷屬）

共34位，包括16位來自Boston、Baltimore、

Connecticut、North Carolina、Chicago、

Detroit、Houston及California，全國各地的學

弟妹們。因為有紐約校友的慷慨贊助，校友

會也得以對這些仍在訓練中的年輕學弟妹們

給予旅費補助，在此一併謝過。

當天的團體照及活動照片集可由下列網

站瀏覽及下載：

團體照：http://www.ntumcaa-na.org/Web_

pages/Photos_GNY2015.htm

活動照片集：h t t p s : / / p i c a s a w e b . g o o g l e .

com/109647891373588532611/NTUMCAANAG

NY2015AnnualConvention20151107?authkey=G

v1sRgCKvOjpyL4NqBhgE&feat=directlink

（作者係母校

醫學系1981年

畢業，現任北

美臺大醫學院

校友會大紐約

分會會長）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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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慶暨北美校友會

文／顧記華

去
年（2015）暑假的北美郵輪之旅，參加

的北美及景福與景康校友約150人同遊

阿拉斯加，一個星期的相聚除了更加聯繫感

情，拉近了老、中、青世代的距離，也經由

郵輪上會議內容、介紹與交流，讓校友們及

家人更加知道臺大醫學院、藥學專業學院、

景福基金會及景康基金會近況與未來展望，

豐富的遊輪之旅與重聚讓大家意猶未盡，更

相約後會有期。

今年的重聚即將於四月回到台灣登場，

於醫學院及各系所舉行演講會、座談會、餐

聚。藥學系將與校友會、景康基金會共同舉

辦校友回娘家活動，將於醫學院院慶當天邀

請校友演講及座談，並於當晚一起與景福基

金會舉辦晚宴，預期臺大藥學暨景康校友將

有150人回母系重聚。當天下午會邀請兩位

校友做醫藥臨床及生物科技、藥物開發相關

領域，或者是人文領域的演講，系上、校友

會、景康基金會也都會做年度報告。此外，

在此期間，藥學系及臨床藥學研究所也將開

設一門課程「藥物研發之法規科學」，本課

程是經臨床藥學研究所林慧玲老師、何藴芳

所長及所有臨床藥學教師一起規劃，經李敏

珠系友（美國FDA退休）指導，由臺大藥學

北美校友會協助，聘請多位美國FDA專家前

來授課，預期將有非常多位藥學系所學生受

惠。

藥學系大學部學生及臨藥所學生每年約

有140人次到50個單位實習（包括：臺大及

和信治癌醫院藥劑部門、多家社區藥局、藥

廠、藥業公司、學校或醫院實驗室、藥品查

驗中心、藥害救濟中心、食品藥物管理署、

健保署…等單位），非常感謝所有老師及實

習單位老師的熱忱協助及指導。國際交流也

一直都持續進行著，除了每年約有20-30位

國際學者專家蒞臨演講及交流外，也有20位

以上的研究生出席國外的學術研討會；每年

都薦送6-10位學生到國外大學醫院及醫學中

心藥劑部見習、實習，如：俄亥俄州立大學

（OSU）、南加州大學（USC）、伊利諾大

學芝加哥校區（UIC）、格蘭迪財團法人紀

念醫院（GHS）、華盛頓小鎮健康照護區

（WHHS）、美國FDA等等，所需經費多由

教育部學海築夢獎助學金及臺大藥學系北美

校友會協助，非常感謝校友的全力支持。系

上及臺大醫院藥劑部也同樣的會接受5-10位外

國學生來實習。此外，每年都有數名大學部

學生到國外大學做國際交換學生，有3-5位外

籍生及陸生來系上讀研究所，以及數位學生

來自加拿大、美國、及亞洲國家，到系上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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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研究室做實驗。除教學及實習上的國際

交流外，教師們在研究上也與多個國家的專

家學者有密切的合作，如：美國、大陸、蘇

聯、義大利、法國、印度等國家，希望藉由

這樣的合作及交流，讓母系在各方面更加精

進，學生有更多元化學習，讓未來更具挑戰

力及競爭力。敬祝醫學院院慶暨北美校友會

年會順利成功。

（作者係母校藥學系1990年畢業，前任藥學

系主任兼藥學專業學院院長，現任衛福部國

家中醫藥研究所所長）

2015年北美校友會年會（臺大藥學系北美校友會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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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物理治療在美國

文／曾昭懿

北美臺大物理治療系友會簡介

在美東，原有一個連結臺灣物理治療

師的組織，包含各校系友，已有多年歷史。

2 0 1 4年8月中，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會在

Cleveland, Ohio開會時，邱義男會長提議以

臺大系友為對象成立臺大物理治療學系系友

會，並加入紐約臺大醫學院校友會。第一任

會長為第七屆李慧媛系友，目前共有會員46

名，包括從1972年到2010年畢業的系友。

美中地區以大芝加哥區為主，包括密西

根州、威斯康辛州、印地安那州、明尼蘇達

州、密蘇里州及愛荷華州。以中西部物理治

療協會為名，成立於2013年，並加入芝加哥

臺大醫學院校友會。成員以臺大物理治療學

系系友為主，也包括臺灣他校畢業，甚至美

國出生的華裔第二代DPT畢業生。目前共有會

員16名。現任會長是第十屆湯銘倫系友，湯

銘倫也是大芝加哥臺大醫學院校友會會長。

在美西，有美西南加州臺大PTOT系友

會，由何兆邦、蘇錦勤夫婦在1980年代中期

發起，已有多年歷史。歷屆會長有何兆邦、

謝章優、謝溶溶、許淑玲…等。現任會長為

許家綜，副會長廖子捷。系友會以聯絡系友

之間的訊息為主，一般以聚餐型式舉行。

2004年正式加入南加州臺大醫學院校友會，

並參與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會第廿四屆年

會，在Hilton Hotel, Pasadena, California舉辦

scientific symposium。當時臺大PT系主任廖華

芳也蒞臨與會，各方豪傑，傾囊而出，甚為

盛大。第七屆謝章優系友也贊助年會會刊全

頁廣告，不落人後，為系爭光。目前共有會

員70多位（含OT），包括從1971年到2011年

畢業的系友。

（作者係母校物理治療學系1970年畢業，現

任母校物理治療學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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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 生 非 夢

生
命是一項禮物，上帝並沒有問你要不

要，你沒有拒絕的權利，只能接受，毫

無選擇的餘地。死亡也是一樣。

南宋文慧禪師，有一天，見樹葉掉落，

徐徐飄下，心想：它為何要離開這棵枝葉茂

密，生氣仍然盎然的樹？頓時有「不雨花猶

落，無風絮自飛」的感嘆！生死原本就是自

然的現象。

幾年前，到北海道賞雪，在洞爺湖畔的

旅館中，雖然寒氣逼人，我故意打開窗戶，

讓雪花飄進室內，直撲臉上；想嚐嚐「亂山

殘雪夜，孤獨夜歸人」的心境。去年再度前

往我出生的地方—熊本賞櫻，環繞熊本城，

到處看到櫻花正在飄落，想起往事，這不就

是「昔去雪如花，今來花似雪！」的幻覺—

似曾相識的夢境嗎？如今我又多了一歲，我

還是懷疑，到底我真的生在日本？是天意？

是偶然？抑或是必然？在找不到任何連接的

記憶痕跡下，台灣話說：一切攏是

夢！

我們1965年畢業班中，家榮是

屬於天才型的同學，在大家都必須

走過的路上，他不是第一位，也不

是最後一位。他走了，從這世界永

遠消失了，令人惋惜！相聚一場，

是夢非夢？。

這是半世紀前，醫五時候的自畫像（圖

1），當時不像愛因斯坦充滿好奇心，事實上

對我而言，倒是充滿懷疑。這是百年之後的

自畫像（圖2），因為不知自己會是什麼樣

子，只好半途停筆，無法完成。我想我還是

會懷疑（當然我已不存在），我怎麼會來到

這世界，或者我曾經來到這裡？我到底來幹

什麼？

1 9 4 0年馬諦斯畫了一張“夢＂的作

品；很不錯，睡中若有所思的樣子。記得高

中時候必需背誦的一篇英文詩，是朗費羅

（1838）最著名的A psalm of life（生命的禮

讚）。他一開始就說：「Life is but an empty 

dream」，因為非常有詩意，多年之後，我

就只記得這一句。其實，朗費羅第二段就寫

道：「Life is real, life is earnest」只是我自己

不記得了。

家榮的走，再度提醒，人生的盡頭，就

文／南鄉泰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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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眼前，也因此難免有所感慨。我認為，所

有的事情都是相對的，我只是想談我個人主

觀的感觸罷了（我不唱高調，也不唱低調，

假如不合大家的口味的話，還請原諒。）我

想，我知道這一段的人生決非一場夢；而且

是活生生，鐵錚錚的事實。

夢的本身代表什麼，為何產生，如何產

生？迄今仍未有定論。還好，百分之九十五

都不記得，除非認真的回想。顯然的，睡覺

的時候，部分大腦，仍然活動運作，沒有完

全休息。醒來時，發現夢境是一假象，不是

真的。今天我要講的浮生非夢的夢，不是期

待成真，或者終究成真或破滅的夢想，而是

空虛幻夢的夢，像黃粱一夢或南柯大夢，到

頭來，原來是幻覺一場，令人有種空幻，受

騙的感受。

俗語說：「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在

進入本題之前，我想提出一個在二十世紀初

期，哲學上爭論的問題，讓大家腦力激盪一

下。

在一個村子裡，有一位理髮師，他替所

有村上的人剃鬍子，但只限於那些不剃自己

鬍子的人。請問是誰剃了理髮師的鬍子？假

如他剃自己鬍子，他不是；假如他沒有剃自

己，他是剃了。想想看，假如我說：所有台

大畢業生都是騙子，講假話，你相信這句話

嗎？因為我講的是假話的話，前面那一句就

不可能存在了，不是嗎？

這個公案以後成為有名的 R u s s e l l 

paradox。1918 Russell提出解答，他說：「If it 

is, it isn't, if it isn't, it is.」假如它是，它不是；

假如它不是，它是。後來又延伸到「If true 

is false, if false, is true.」事實上，假定是錯誤

的話，結論不能成立。對不對，請大家思考

一下；是不是有些混淆，因為它是不合邏輯

的，或者說是超邏輯的說法。古代禪宗也有

類似的論調：「只有當它不是它的時候，才

會真的認識它」，信不信由你。

朗費羅談到他自己受到哥德的影響很

大；哥德說：「人生只有一次」，後來，蕭

伯納更乾脆，直接了當地說：「我死了，就

是永遠死了。」

在約有一百三十億光年距離空間的宇宙

中，在遙遠看不到的地方，星球死死生生，

持續不斷的進行中，有如輪迥。事實上，假

如我們把地球的生命壓縮到一年時間的話，

人類有文字紀錄的歷史只不過是十二月份的

最後60秒而已。比起來，人類的生命，更是

短暫而微不足道了；可以說簡直是開玩笑，

不是嗎？1988年，當代最著名的物理學家

Stephen Hawking出版一本A brief history of 

time - from Big Bang to black holes轟動全世

界，2010年他根據量子物理學又提出「無中

生有，沒有上帝，沒有天堂，沒有來世」的

理論；2012年再度確認，等於說，又一次完

全肯定哥白尼、達爾文及尼釆在物理學、生

物學以及宗教上的主張。

最近幾年，雖然人類的平均壽命有顯著

的延長，但是從活命最長的統計看來，動物

中，似乎烏龜最長命，也不過150歲而已，大

象60歲，人類113歲，要突破120歲似乎不太容

易。130歲以上，可以說是絕無僅有。不管怎

樣，人終究必須離開這世界，沒有選擇的餘

地，拒絕也沒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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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怪Thomas Calyle感嘆生命只不過是

兩個永恆之間的一道閃光而已。而且，永遠

再也沒有第二次的機會。其實，新約上，早

也提到生命只不過是一個泡沫而已。二千年

前，Aurelius更提醒我們；想想看，你的生命

只不過是永恆中的一片刻，在你生之前，在

你死之後，都是令人無法想像的漆黑，永遠

的黑暗；只活三天，與活三百年有何差別？

堂叔是個教授、醫師，人世閱歷十分豐

富的人。過世前，曾經對我慨嘆：「Das gibt's 

nur einmal. das kommt nicht wierder!、干那一

擺nyah!」這是一位高級知識份子發自內心

的掙扎和感嘆；這是活生生的現實，相信有

不少的人，都有同感。所以難怪聰明絕頂如

Russell者也會說出：「Do we survive death?」

的質疑，似乎多少是對於有無來生?輪迴？抱

有懷疑或期待。

人生如朝露！古人說：人生不滿百，何

懷千歲憂！不久前，Dr.Bortz寫了一本書：We 

live too short, and die too long！感嘆之意，溢

於言表，良有以也。

生命開始死亡，死亡終結生命。莊子

說：「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生死有待

邪。」既然如此，既得生何必死，既得死又

何必生呢？到底為什麼，來了又去，生生死

死，死死生生，生命真的有意義？死亡真的

值得畏懼？到今天，還是沒有答案。

我們都希望人生有意義，有價值。但是

所謂傳統的價值，往往經不起理性的分析或

時間的考驗，而且實際的生活層面上，除非

我們創造自我的意義，人生似乎也是了無意

義的。另一方面，我們期待宇宙合乎理性，

但面對的，往往是非理性的世界。荒謬的

是在我們前面，死亡無時無刻正在向我們招

手。海明威在戰地春夢中說：「我並不害怕

死亡，我只不過是痛恨它。」他因了解太深

的空無，認為一切都是空的，他雖蔑視人生

的荒謬，但最終還是敵不過籠罩四周的無限

空虛，他向荒謬的存在投降，舉槍自殺了。

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回過頭來

看，夢是生命過程當中的一種表象，相對於

活生生的存在，感覺上是真的，若有其事，

但事實上是假的，就是歷歷如繪，仍是假

象，不是真的；是空虛的，而不是真實的。

相反的，不少人生確實的經歷，卻因為時空

和記憶的變化與模糊，產生了一種是否真的

曾經有過的懷疑以及似有似無的幻覺。那麼

人生到底真的是夢？還是若夢？還是非夢？

假如你認為人生是夢的話，你我現在都是在

夢中、說的是夢話，那又到底誰夢誰？

1084年，蘇東波被眨到汝州，路過盧山

西林寺，為情境所惑，疑是作夢。寫下這首

名詩—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不識盧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人生到

底是夢非夢，也可能因為我們正處其中，才

會不得而知。

兩千四百年前，中國最聰明的哲學家

莊子留下「莊生曉夢迷蝴蝶」的故事，事實

上莊子與同時代一些古希臘懷疑論者，曾提

出人生是夢的主張。莊子說：「死亡是大覺

醒，然後，你可以說，生命是漫長的夢。」

換句話說，他們認為你可以把現世的生命看

成長眠中所作的夢，而死亡才是一種清醒過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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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也說過「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

知」的話。也許他們不想死後的永久無知，

或者是希望有來生的表示吧。

其實在近世紀的歐洲，仍有人主張「人

生是夢」的論述。17世紀西班牙的劇作家

Calderon曾說過：「所有世間上的事都是

夢，而夢的本身也是夢」。19世紀英國詩人

Palgrave則認為「夢才是真正的生命，所有圍

繞他的世界是一場夢。」阿拉伯也有這種說

法：「人們是在睡夢中，當他們死時，他們

醒過來。」難道死亡是 a wakeup call？（叫醒

電話？）死亡才是從睡夢中醒過來嗎？那麼

醒來之後，會是在何處？

假如真的是這樣的話，夢不是好好的

嗎？即使都是假的幻象，為什麼要醒過來？

難道只有死才能醒？古人說死了是長眠，也

許我們一直在睡覺，幾千萬年，可能嗎？那

麼生只不過是長眠中一段莫名其妙的突然或

偶然，極為短暫，而且是僅此一次的醒覺的

而已？既然醒是夢的死亡，醒醒睡睡既如生

生死死，真正的死亡只不過是長眠不醒，睡

覺卻沒有夢罷了。假如真的是如此，我們不

禁要問，那麼作夢者是誰？而且醒來之後，

在何處？去何方？不可能在這地球上吧，因

為死後沒有人再看到他們。

也許這些夢中客，真的期望有來生來世

的心態，就像基督徒想上天堂，佛教徒嚮往

西方極樂世界一樣；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

信，除非一死，才能知道答案。有如巴斯噶

的賭注（Pascal's wager）一樣，願意下賭，也

許才會有機會。可笑的是人人想進天堂，卻

沒有人想要死。

因此George Lichtenberg評論「人生是夢」

的說法說：「我實在無法想像，在我出生之

前我是死的，然後又回到同樣的情況。」

中國歷史中，倒是有不少人把人生當成

好像一場夢的看法。最有名的該是李白在他

「春夜宴桃李園序」中寫的「夫天地者，萬

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

夢，為歡幾何？」假如一切像是作夢的話，

結局是空的，那麼又何必太認真。事實上，

是夢，若夢，非夢都將以死亡為終結而確

定。人生是夢的話，死亡代表「真生」，人

生非夢的話，則是真的死定了。

唐伯虎退隱之後，回想自己的一生，

不禁感慨「回首浮生真幻夢，何如此地傍幽

棲。」他當時的心境，也許只是一種感慨而

已，人生過程的片段有時真的好像夢一般，

尤其記憶退化，時過境遷之後。但是，人生

其本身或生理生命的整體則因生死而有別，

則是斬釘截鐵的事實。有時候，回首當時，

仍然寧願它是一場夢。寫下「楓橋夜泊」的

唐代詩人張繼，幾十年之後，重返寒山寺，

感受像是作夢，他說：「白髮重來一夢中，

青山不改舊時容，烏啼月落寒山寺，倚枕仍

聞半夜鐘！」

這是以前醫學院大禮堂的照片（圖3），

現在已經全部被拆除不見了，讓我想起李後

主的子夜歌「人生愁恨何能免？銷魂獨我

情何限！故園重歸，覺來雙淚垂。高樓誰

與上？長記秋晴望，往事已成空，還如一夢

中！」真的往事如煙，恰似春夢了無痕！

就連難得糊塗的鄭板橋也說：「名利竟

如何？歲月蹉跎，幾番風雨幾晴和，愁水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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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愁不盡，總是南柯！」

面對赤壁江山，先有曹操的「對酒當

歌，人生幾何」橫槊賦詩的感嘆，千年之

後，蘇東坡到此一遊，想起當年談笑間灰飛

煙滅不禁有「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

如夢」的感觸。

玄覺禪師說：「夢裡明明有六趣，覺後

空空無大千！」夢醒之後，才知道一切是假

的，並不存在。難免有真不離幻，幻不離真

的感覺。

寒山和尚曾經這麼寫過：「昨夜得一

夢，夢中一團空，朝來擬說

夢，舉頭又見空，為當空是

夢，為復夢是空，相計浮生

裡，還同一夢中。」真是會說

夢話！

這是一幅很有名的畫（圖

4），畫家以紐約中央公園滑冰

場為背景，把人生的虛幻表現

得淋漓盡致。這一群沒有面孔

的群眾，可能彼此毫無相干，

完全不相認識，他們卻不約而

同地出現於這個世界，這個時

刻，像蜉蝣一般，來來去去，去去來來，芸

芸眾生，對你我而言，與螞蟻何異。很多人

除了本身的存在以外，人生並沒有特別的意

義或目的，而存在的本身，也早晚會衰頹，

有一天，死亡，而消失。一切變成空虛飄渺

而無影無蹤，這不是像一場幻夢嗎？

1948年的影片「珍妮的畫像」令我印

象深刻。其中的主題曲，更令人尋味。「問

我們來自何處？沒有人知道，問我們往何方

去？只見人人都去，沒有人例外，但還是無

人知曉！」我們只是路過？到底何處是歸

宿？何處是真正的「原」家？只知道列車快

到終點站了，隨時必須下車，卻仍不知道家

在何處，難道只有死路一條？多麼荒謬，難

怪令人惶恐不安，害怕而焦慮，但事實上也

無可奈何！

我們每個人，都是赤裸裸地被投擲到

這個經常是冷漠又非理性的世界，孤獨至極

的時候，難免會以為自己只是一遊客，觀光

客，或異鄉人，隱形人，甚或外星人。到底

我是誰？我是獨一的嗎？不免

懷疑我是不是在做夢？

有 時 候 ， 面 對 一 種 似

真似假的景色，你會不會有

「哇！」這是不可能是真的真

相，也不可能是假的假象。你

看真實是這麼不真實，不真實

又是多麼真實。這景象不可能

存在，只能出現在夢境中！突

然會有「前不見古人，後不見

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滄然

而淚下」的感受。時光飛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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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快，令人難以相信。一轉眼，快要五十年

過去，回過頭來想想過去，想想將來，誰知

道還能有多久？人生種種一切真真假假，難

道真是一場大夢嗎？人道是「真真假假真是

假，假假真真假亦真。」美夢、甜夢、惡夢

都只是幻夢一場。

當你死了，再也沒有生命。你的存在、

死亡或消失，對別人而言，可能是一場夢，

但對你自己而言，你的不存在卻是確切真

實，一切都無關重要了。

假如不是地獄，誰會想到天堂？天堂

在何處？從來沒有答案。因為沒有人從天堂

回來，也沒有人從地獄歸來。早晚大家都會

死，不管是以什麼方式；死亡之後，永遠消

失。（要不是這樣消失永遠，誰會管它死不

死亡。）

Klimpt作品「生與死」的部分，死神似乎

對著生命冷笑！在我們還不知道從什麼地方

來的時候，我們已經被死亡綁架。隨著意識

成長之後，我們越來越知道死亡早已在某個

地方等候著我們。換句話說，我

們早就被套上死亡的枷鎖，它隨

形隨影，提醒我們，死亡是生命

的一部分。我們事實上是一直生

活在死亡的陰影之下，逐日步向

死亡，就像海德格說的「人類是

為死而生的，如是而已。」

卡繆在「異鄉人」小說中，

藉著莫爾梭口中說出：「世間上

所有的人都是死刑犯。」無可置

疑的，死亡是生命的終點站。也

是人生完結篇的必經之路。

63年前，家父，他是一個當年有名的外

科醫師，他叫我在這一幅掛在診察室多年的

畫像（圖5），寫上「鬪死」兩字。後來我

也認為，做為一位以行醫為職的醫師，除了

以解除病人的病痛為志業之外，應該更包括

搶救生命及擊敗死亡為使命。無論是鬪死或

是死鬪，一直到確定沒有生命跡象為止。不

少時候，雖然奮力死鬪，終究回天乏術而失

敗，眼睜睜地目睹生命的死去與消失。病人

不再呼吸，心臟停止跳動，腦波消失；（像

似有人按下開關，your time is up）眼前餘下

的，只是一具屍體或皮囊罷了，這是鐵一般

的真實，絕不是夢。

不幸的是，今日，「死亡」已經不像以

前那麼單純了。有時候，死亡的判定，並不

是醫生說了就算數。死亡的定義，從哲學、

神學、醫學、法律以及公共政策的角度，並

不完全一致，而變成極其複雜的爭論。不過

最終還是死了，也就是死定了。以後，屍體

腐化，火葬成骨灰，土葬成白骨一堆，要是

真有靈魂的話，也不知道跑到什

麼地方去了。

看到當年柬埔寨大屠殺留下

的照片（圖6），沒有錯，我們

每一個人生前都是獨一無二的。

因為這世界上只有一個你我，但

是到頭來，還不是都一樣，白骨

一堆，誰又是誰，多麼諷刺！不

管好人壞人，不論宗教信仰，我

相信這當中，有走卒販夫、工程

師、教授、醫生、律師、婦女、

小孩，不管你當過什麼省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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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統統慘死其中。有一句話說得好，

「永遠記得你是獨一無二，就像其他的人一

樣。」美國哲學家William James 曾經一度認

為：「他是他自己，他是唯一無二的。」但

也逃不了死亡的結局。

走進愛因斯坦留下在普林斯頓大學的

研究室，想到這位曠世奇才，再偉大，再聰

慧，成就再輝煌，到底他也是人，到時候也

是要走。哲人其萎，人去樓空！永遠再也看

不到，找不到他了。當時，我看著黑板上的

字跡，似乎聽到他說：「再見囉！」他死前

曾說：「結局終究會到，值得介意什麼時候

嗎？」死亡是必然的，也是自然的，沒有例

外。

蘇東波在他的「海棠」詩中，提及「唯

恐夜深花睡去」，真有意思。每當我家中曇

花花開的時候，我幾乎每次熬到深夜，替每

一朵花照像。為了不想讓它們挨撐這麼久，

才努力綻放盛開的短短片刻，沒有人欣賞。

不少時候，夜深人靜，花開花謝，根本沒有

人看到，沒有人理。曇花一現，短短幾個小

時，正是生命無情，無奈的寫照。

所謂Eternity，在宗教上的意義，一般

以永生為名。事實上，也可以說是永死。永

生帶來正面的期望，永死則是無知的恐懼，

其實，永生永死都是一樣，反正都是永恆

永遠罷了。也因如此，爭論有關「不朽」的

問題，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假如認為死亡之

後，就是永死的話，那麼與其一直質疑人死

後，有沒有來生？我們不如更應該問：「在

死亡之前有沒有生命？有沒有把握人生，好

好過活？」不要忘記僅此一生，不是嗎？

當死亡看來，越來越是絕對明確時，

生命也就顯得更是真實可貴了。卡萊爾說：

「你的生命決不是等閒的夢，而是神聖嚴肅

的真實，它只屬於你。」

螞蟻存在於這個世界，也是有生命的。

但是對人類而言，只是存在是不夠的。否則

跟螞蟻何異？就像沒有出生一樣。難怪克利

斯多夫在極端惡劣艱困的境況下，吶喊出：

「我所追求的不是生存，而是生命。」想想

看，沒有生命也就罷了，既然有了，既然來

了，不如好好的活過去。在這短短的真實生

命中，我想我們所應追求的，是人生，而非

平和安靜，死亡之後，有的是絕對安息，不

是嗎？

生命有如一段旅程，坎坷不平。生命的

開始，是必然，也是偶然，生命的完結卻是

絕對必然的。其中很多事情真的無法理解；

所謂「問者永問，問萬世，永問難明。」假

如認為浮生是夢的話，那麼誰是作夢者？誰

又是尋夢者？

1941年轟動一時的攝影佳作（圖7），

四、五十年之後，她得了老年癡呆症，什

麼也記不得，對她而言，沒有照片的話（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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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很難相信曾經擁有過，就像作夢一樣，

尤其當記憶力逐漸衰退時；難怪許多老年人

回首當年，人生就像一場夢，而自己就是夢

中客。

生命僅此一次，要知道生也、有涯，死

也、無涯。Hawking說：「即然沒有來生來

世，不如盡善盡力，好好過此生。」因此不

管人生非夢，或若夢，或甚至於是夢，最重

要的是，如何把握時光生命，聰明人應該知

道掌握當下。

我最喜愛之一的英文詩，是布列克寫

的：「從一粒細砂中看到世界，從一朵野花

中看到天堂，在你的手中掌握無限，在片刻

中達到永恆。」詩人的情懷，有我無我，跨

越時空，貫穿宇宙，從此到永恆！

印度最古老的奧義書，記載著一段耐

人尋味的字句「從虛幻帶領我到真實，從黑

暗帶領我到光明，從死亡帶領我到不朽。」

永死即永生，永生即永死，永久無知是為不

朽。有道是：「石縫有意藏天機，破戒無心

見真吾！」

其實人生是夢非夢，見仁見智，並不

重要。對我而言，感覺上，不免有時有浮

生若夢的感受與感慨，但我絕不認為浮生是

夢。相反地，因為學醫行醫多年的背景，我

知道，而且認定人生絕不是夢，而死亡就是

真正的結束，不管是喜劇、悲劇或鬧劇。不

過，我還是有感而發，忍不住打了一首油

詩，「是夢非夢不是夢，是空非空不是空，

非夢是夢仍是夢，非空是空仍是空！」沒有

夢的那一天，很可能表示你已經走了。真相

如何，也可能只有自己走了之後，才會知

道！

假如有人一定要有答案的話，我可以

說，人生的生與死都是確確實實的真相；但

感受上，因為記憶的逐漸衰退糢糊，生命也

像似一場夢。讓我套用羅素的狡辯說「假如

浮生是一場夢，它不是；假如浮生不是夢，

它是一場夢！」因為假如它是真，則是假；

假如它是假，則它是真。這種說法，雖然矛

盾，也不合邏輯，卻也許是最好的解答。因

為假如我沒有辦法說服你的話，我只好設法

混淆你就是了。

因此，讓我們盡情地活過每一天吧。當

你走的那一天，可以大聲地說：「我

的天，真痛快！」

其實，很多的人生問題，早已

有很多人想過：二千五百年前，希臘

詩人品達就這麼說過「我的靈魂啊，

請不必渴望生命之不朽，但求竭盡此

生，於願足矣！」

（作者係母校醫科1965年畢業，UCLA

退休教授）

7 8



30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119週年院慶暨北美校友會第36屆年會

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會歷任理事長

姓　名 任　期

郭耿南 1991-1993

呂子樵 1993-1995

郭浩民 1995-1997

江傳香 1997-1999

王政卿 1999-2001

沈仁達 2001-2003

陳家榮 2003-2005

顏裕庭 2005-2007

韓明元 2007-2009

韓明元 2009-2011

韓明元 2011-2012

莊武雄 2012-2014

邱義男 201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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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會

年會歷任會長&年會召開地點

屆別 年度 召集人 舉辦地點

1 1981 陳信義 New York

2 1982 郭耿南 Lincolnshire, Illinois

3 1983 陳坤海 Rye, New York 

4 1984 簡錦標 Los Angeles, CA

5 1985 郭浩民 Rockville, MD

6 1986 呂子樵 Houston, TX

7 1987 林華山 Princeton, NJ

8 1988 李木鐸 Toronto, Canada

9 1989 顏裕庭 Las Vegas Nevada

10 1990 朱真一 St. Louis, Missouri

11 1991 邱智仁 Montreal, Canada

12 1992 郭宏光 Honolulu, HI

13 1993 江傳香 Chicago, Illnois

14 1994 林清森 New York, NY

15 1995 顏裕庭 Universal City, CA

16 1996 古皓雲 Vancouver, Canada

17 1997 郭浩民 Washington, D.C.

18 1998 宋瑞珍 San Francisco, CA

19 1999 黃世傑 Orlando, FL

20 2000 李彥輝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屆別 年度 召集人 舉辦地點

21 2001 張勝安 Anaheim, CA

22 2002 陳子坤 Chicago, Illnois

23 2003 陳家榮 New York

24 2004 徐大衛 Los Angeles, CA

25 2005 沈仁達 San Francisco, CA

26 2006 沈仁達 台灣,台北

27 2007 張和雄 Los Angeles, CA

28 2008 莊武雄 Cleveland,OH

29 2009 王　緒 New York

30 2010
沈仁達

、

韓明元

台灣,台北

31 2011

32 2012 黃清煌 Flushing, New York

33 2013 周滿滿 台灣,台北

34 2014 莊武雄 Cleveland,OH

35 2015 李德義 Alaska Cruise

36 2016 邱義男 台灣,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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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長 的 話

各位親愛的校友：

大家好！

去年十二月初旬，代表北美校友會在景福基金會董事會中報告校友會活動近況。而後，繼續留

宿景福館四十天。其間，與景福和母院各系所院長、主任分別請益，商討籌辦年會事宜。最後張上

淳院長召開了主任午餐討論會，並在景福基金會謝博生董事長的支持下，決定三年後的北美校友會

年會，將是母院和景福邀請全球各系、所校友返校慶祝院慶的日子。

去年七月初，藥學系校友會由李德義會長帶領，在阿拉斯加航線郵輪上主辦北美校友年會，

其大會有聲有色、非常成功。十一月初，紐約分會盛大舉行年會，更邀請很多年輕一代的校友。至

於十年來已經沒有正式校友活動的DC分會，在陳吉祥校友努力之下，也召開校友餐會，並出任會

長。我從紐約坐火車去報告校友會興衰史，餐會開了四桌，大家生氣盎然，重振DC分會。至於南

加分會，也在蔡奇烈校友的努力之下出任會長，令校友感到欣慰。到目前為止，活躍的北美校友分

會尚包括芝加哥、休士頓以及最大的紐約分會。最值得一提的是，紐約校友會十幾位理事都很活

躍，每年捐贈設立旅行專款資助年輕校友旅費。另，紐約分會真是北美校友會的楷模，設置了美輪

美奐的網站及臉書專頁，讓年輕校友能與美國各地校友在網上互動，且協助提供各種資源，增強

老、中、青三代的互動機會，保持與母院聯繫。於此，我要特別感謝黃清煌、陳耀禎、黃瑞煊及李

勃興校友無怨無悔的付出。

此次在我回母校的一個多月裡，除了籌備校友年會外，最令人興奮的一則好消息是，經由景福

基金會董事會會議通過，成立了「臺大醫學校區校友會活動國際化推動辦公室」（位於臺大醫學人

文博物館），建立國內外各學系校友會的交流機制，共同協助母院年輕一代的學生拓展國際視野，

今年各位校友返校參與年會時，請務必光臨指教，今後，並請多加利用。另外，這次回母院參觀了

「醫學人文博物館」，看到建築物因多次颱風吹襲，有嚴重漏水狀況，且自上次整修至今已逾廿

年，亟待再次整修。在此，我要呼籲畢業30年、40年及50年的校友們，能作紀念性的班級捐款（十

年一捐），使「醫學人文博物館」能夠妙手回春、早日康復，表達校友對母院的懷念。

除參觀了醫學人文博物館外，在杏園遇到不少校友熱心討論著校友會的未來。回憶過去，宛若

時光倒轉，越來越覺得年輕有活力！而這次籌備工作中，各院系、所主任得到了共識，即是推動校

友會活動國際化，一起來活化校友會，三年後回母院舉行全球校友大會，同祝院慶。讓我們共同來

期待！祝福母院！

敬祝各位校友　心想事成　健康快樂

北美臺大醫學院校友會理事長　邱義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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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安排 黃惠君（MG03）、徐苑儒（S）

專刊編輯、出版 楊曜旭（CM05）、王亮月（S）

北美總通訊聯絡 黃清煌（M73）

北美聯絡小組 陳吉祥（M69）、蔡奇烈（M76）、陳耀楨（M81）、

湯銘倫（PT80）、李君愷（D82）

北美顧問 周滿滿（M70）、莊武雄（M70）、李德義（P78）

M-醫科／醫學系　MG-醫學系二階段學程　P-藥學系

PT-物理治療學系　D-牙醫學系　CM-臨床醫學研究所　S-秘書

籌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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