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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理事事長長的的問問候候
各各位位親親愛愛會會員員及及先先進進，，新新春春恭恭禧禧！！！！

11.. 新新的的一一年年我我們們陸陸續續增增加加有有新新會會員員加加

入入，，歡歡迎迎大大家家的的加加入入，，共共同同為為提提升升

家家庭庭醫醫學學教教育育及及研研究究而而努努力力。。本本學學

會會除除了了持持續續辦辦理理各各項項學學術術研研討討會會

外外，，此此次次理理監監事事會會也也通通過過放放寬寬瑪瑪里里

士士青青年年學學者者優優秀秀論論文文獎獎之之參參選選條條

件件，，希希望望能能鼓鼓勵勵更更多多新新進進會會員員參參與與

學學術術研研究究，，當當然然也也歡歡迎迎更更多多新新會會員員

加加入入。。

22.. 這這次次我我們們的的薪薪火火相相傳傳人人物物專專訪訪訪訪問問

到到台台大大醫醫院院的的呂呂碧碧鴻鴻副副教教授授。。讓讓我我

們們循循著著前前輩輩醫醫師師一一路路走走來來的的軌軌跡跡，，

一一窺窺台台灣灣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的的演演進進發發展展的的風風

貌貌。。本本會會今今後後將將所所有有薪薪火火相相傳傳人人物物

專專訪訪集集結結成成冊冊出出版版，，讓讓大大家家了了解解台台

灣灣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的的發發展展歷歷程程以以及及主主導導的的

典典範範人人物物。。

33.. 學學會會之之會會務務及及會會刊刊將將步步入入電電子子化化，，

學學會會會會訊訊已已採採用用電電子子報報型型式式發發行行，，

目目前前正正進進行行學學會會網網站站之之更更新新，，各各會會

員員若若有有相相關關資資料料訊訊息息及及建建議議，，請請

ee--mmaaiill 至至 本本 學學 會會 電電 子子 信信 箱箱 ::

ttccffpp22000011@@ggmmaaiill..ccoomm。。

最最後後，，理理事事長長敬敬祝祝各各位位會會員員新新春春新新

氣氣象象！！晝晝蛇蛇添添『『福福』』，，『『蛇蛇』』麼麼都都如如意意！！

課課程程活活動動
11.. 本本學學會會將將於於 110022 年年 33 月月 33 日日假假台台南南

成成大大醫醫學學院院與與台台灣灣家家庭庭醫醫學學醫醫學學會會

110022 年年度度春春季季學學術術研研討討會會合合辦辦「「基基

層層醫醫師師如如何何利利用用社社區區資資源源做做健健康康營營

造造及及健健康康促促進進」」研研討討會會，，敬敬請請各各位位

會會員員踴踴躍躍參參加加，，參參加加會會員員本本學學會會將將

給給於於相相關關積積分分認認證證，，詳詳細細報報名名辦辦法法

請請參參閱閱台台灣灣家家庭庭醫醫學學醫醫學學學學會會網網站站

hhttttpp::////wwwwww..ttaaffmm..oorrgg..ttww//nneewwss//nneewwssiinn

ffoo..aasspp??iidd==22009922

最最新新消消息息
11.. 本本年年度度瑪瑪里里士士青青年年學學者者優優秀秀論論文文獎獎

甄甄選選已已開開始始受受理理申申請請，，敬敬請請各各位位會會

員員踴踴躍躍參參加加，，參參選選資資格格已已放放寬寬為為：：

本本學學會會會會員員且且取取得得台台灣灣家家庭庭醫醫學學專專

科科醫醫師師資資格格七七年年內內（（不不需需為為主主治治醫醫

師師資資格格））。。詳詳細細辦辦法法請請參參閱閱本本會會網網站站

hhttttpp::////wwwwww..ttccffpp..oorrgg..ttww// >>學學術術園園地地

>>學學術術獎獎勵勵辦辦法法 >> 青青年年學學者者優優秀秀論論

文文獎獎甄甄選選辦辦法法暨暨申申請請表表((附附件件)) 或或

hhttttpp::////wwwwww..ttccffpp..oorrgg..ttww//xxmmss//ccoonntteenntt//ss

hhooww..pphhpp??iidd==551100

22.. 本本年年度度院院士士遴遴選選開開始始接接受受推推薦薦，，敬敬

請請各各位位會會員員踴踴躍躍及及推推薦薦。。詳詳細細辦辦法法

請請參參閱閱本本會會網網站站

hhttttpp::////wwwwww..ttccffpp..oorrgg..ttww//xxmmss//ccoonntteenntt//ss

hhooww..pphhpp??iidd==338811

33.. 110011 年年度度會會費費尚尚未未繳繳交交之之會會員員請請儘儘

速速繳繳納納，，以以支支持持會會務務進進行行。。

44.. 因因應應 110022 年年 11 月月 11 日日國國家家新新健健保保政政

策策，，詳詳細細資資訊訊請請參參閱閱行行政政院院衛衛生生署署

首首頁頁「「二二代代健健保保」」專專區區

hhttttpp::////wwwwww..ddoohh..ggoovv..ttww// 或或行行政政院院衛衛

生生署署中中央央健健康康保保險險局局首首頁頁「「二二代代健健

保保」」專專區區 hhttttpp::////wwwwww..nnhhii..ggoovv..ttww// 或或

健健保保諮諮詢詢服服務務專專線線：：00880000--003300--559988

歡歡迎迎新新會會員員
11.. 許許志志成成（（會會員員編編號號：：00220022））

（（國國家家衛衛生生研研究究院院老老年年醫醫學學研研究究組組主主

任任／／桃桃園園縣縣敏敏盛盛醫醫院院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科科兼兼任任

主主治治醫醫師師））

22.. 唐唐憶憶淨淨（（會會員員編編號號：：00220033））

（（行行政政院院國國軍軍退退除除役役官官兵兵輔輔導導委委員員台台中中

榮榮民民總總醫醫院院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科科主主治治醫醫師師暨暨老老

年年醫醫學學科科主主任任））

33.. 康康世世肇肇（（會會員員編編號號：：00220044））

（（國國立立陽陽明明大大學學附附設設醫醫院院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科科

醫醫師師／／國國立立陽陽明明大大學學醫醫學學系系講講師師））

44.. 林林宜宜璁璁（（會會員員編編號號：：00220055））

（（行行政政院院國國軍軍退退除除役役官官兵兵輔輔導導會會委委員員會會

板板橋橋榮榮譽譽國國民民之之家家保保健健組組醫醫師師／／行行政政院院

國國軍軍退退除除役役官官兵兵輔輔導導委委員員台台北北榮榮民民總總醫醫

院院家家庭庭醫醫學學部部特特約約主主治治醫醫師師））

55.. 陳陳育育群群（（會會員員編編號號：：00220066））

（（國國立立陽陽明明大大學學附附設設醫醫院院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科科

主主治治醫醫師師／／國國立立陽陽明明大大學學附附設設醫醫院院教教

學學研研究究部部主主治治醫醫師師／／國國立立陽陽明明大大學學醫醫學學

系系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科科專專任任助助理理教教授授））

66.. 葉葉恒恒良良（（會會員員編編號號：：00220077））

（（行行政政院院國國軍軍退退除除役役官官兵兵輔輔導導會會委委員員會會

台台北北榮榮譽譽國國民民之之家家保保健健組組醫醫師師／／行行政政院院

國國軍軍退退除除役役官官兵兵輔輔導導委委員員台台北北榮榮民民總總醫醫

院院家家庭庭醫醫學學部部特特約約主主治治醫醫師師））

台台灣灣家家庭庭醫醫學學教教育育研研究究學學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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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薪火火相相傳傳

人人物物專專訪訪

呂呂碧碧鴻鴻教教授授與與專專訪訪醫醫師師攝攝於於醫醫學學人人文文博博物物館館

前前言言
回回顧顧台台灣灣的的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發發展展史史，，和和國國

外外相相較較起起來來時時間間並並不不算算長長，，但但一一點點一一滴滴

無無不不是是老老師師們們的的心心血血結結晶晶，，今今天天專專訪訪的的

老老師師--------呂呂碧碧鴻鴻教教授授，，在在家家醫醫科科從從無無到到

有有、、而而至至今今日日成成果果的的過過程程中中，，便便是是深深深深

參參與與其其中中的的重重要要前前輩輩。。雖雖然然如如此此，，老老師師

總總是是帶帶著著溫溫暖暖的的笑笑容容與與爽爽朗朗的的聲聲音音，，仔仔

細細且且耐耐心心的的教教導導住住院院醫醫師師，，使使我我們們有有滿滿

滿滿的的收收穫穫，，且且感感受受不不到到一一絲絲距距離離感感。。在在

冬冬日日的的午午間間時時光光，，呂呂教教授授和和我我們們相相約約在在

台台大大醫醫學學人人文文博博物物館館，，隨隨著著咖咖啡啡香香，，教教

授授和和我我們們分分享享她她與與家家庭庭醫醫學學，，這這段段美美麗麗

又又深深刻刻的的邂邂逅逅，，時時而而娓娓娓娓道道來來，，時時而而則則

有有巾巾幗幗不不讓讓鬚鬚眉眉的的豪豪氣氣。。

與與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的的邂邂逅逅
呂呂碧碧鴻鴻教教授授於於民民國國 6688 年年完完成成內內科科

住住院院醫醫師師訓訓練練，，此此時時適適逢逢政政府府推推動動全全科科

醫醫師師訓訓練練政政策策，，希希望望普普遍遍提提升升偏偏遠遠地地區區

醫醫療療以以及及照照護護品品質質，，故故委委任任台台大大醫醫院院成成

立立一一般般科科訓訓練練全全科科醫醫師師，，以以發發展展基基層層醫醫

療療與與人人才才培培訓訓。。

當當時時呂呂教教授授的的恩恩師師謝謝維維銓銓教教授授任任

職職於於一一般般科科的的前前身身－－內內科科部部保保健健科科主主

任任，，基基於於對對呂呂教教授授的的厚厚愛愛與與賞賞識識，，謝謝教教

授授提提供供美美國國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相相關關文文獻獻與與資資料料，，

台台大大醫醫學學院院 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科科

呂呂碧碧鴻鴻 副副教教授授

採採訪訪者者：：郭郭嘉嘉昇昇、、包包育育菁菁、、羅羅名名宇宇醫醫師師

尋尋求求呂呂教教授授參參與與意意願願。。呂呂教教授授回回想想起起過過

去去陪陪父父親親看看病病的的場場景景，，是是許許多多不不人人性性化化

的的照照顧顧過過程程，，深深刻刻體體悟悟到到醫醫師師醫醫療療照照顧顧

行行為為對對病病患患的的身身心心衝衝擊擊與與影影響響之之鉅鉅，，因因

此此，，在在詳詳細細閱閱讀讀美美國國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相相

關關資資料料後後，，呂呂教教授授深深深深覺覺察察到到家家庭庭醫醫師師

才才是是她她心心目目中中理理想想的的醫醫師師，，因因此此當當仁仁不不

讓讓地地接接受受謝謝教教授授的的安安排排。。在在台台大大校校總總區區

服服務務一一年年之之後後，，隨隨即即回回台台大大醫醫院院擔擔任任一一

般般科科主主治治醫醫師師。。

一一開開始始，，一一般般科科由由謝謝維維銓銓教教授授兼兼任任

一一般般科科主主任任，，主主治治醫醫師師只只有有陳陳慶慶餘餘教教授授

以以及及呂呂碧碧鴻鴻教教授授兩兩人人，，以以及及第第一一屆屆住住院院

醫醫師師傅傅振振宗宗、、蔡蔡光光燦燦、、李李鴻鴻清清三三人人。。

當當時時，，一一般般科科訓訓練練在在陳陳慶慶餘餘教教授授規規

劃劃之之下下，，著著重重在在基基層層常常見見疾疾病病的的探探討討與與

處處置置，，發發展展社社區區導導向向的的基基層層醫醫療療服服務務

（（CCoommmmuunniittyy--OOrriieenntteedd PPrriimmaarryy CCaarree，，

CCOOPPCC））以以及及預預防防保保健健相相關關內內容容。。並並協協

助助政政府府開開辦辦台台北北縣縣群群體體醫醫療療執執業業中中心心

以以平平衡衡城城鄉鄉及及偏偏遠遠地地區區醫醫療療資資源源不不均均。。

呂呂教教授授從從民民國國 7733 年年起起，，負負責責平平溪溪

鄉鄉群群醫醫中中心心的的開開設設，，以以及及深深坑坑、、平平溪溪、、

石石碇碇的的群群體體醫醫療療中中心心住住院院醫醫師師之之社社區區

醫醫學學教教學學與與督督導導，，在在任任期期間間呂呂碧碧鴻鴻教教授授

不不斷斷地地思思考考、、探探討討如如何何能能使使訓訓練練中中的的住住

院院醫醫師師更更積積極極用用心心照照顧顧基基層層的的病病人人，，每每

周周更更是是不不辭辭辛辛勞勞地地開開車車來來回回於於開開墾墾中中

顛顛頗頗的的山山路路，，就就是是為為了了在在社社區區醫醫學學教教育育

中中的的住住院院醫醫師師，，希希望望保保留留基基層層醫醫師師人人

才才，，才才給給予予基基層層民民眾眾持持續續性性、、全全面面性性之之

照照護護。。

身身心心醫醫學學的的引引進進
從從一一般般科科到到民民國國 7744 年年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科科

正正式式成成立立起起初初，，許許多多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相相關關內內涵涵

和和教教學學，，都都是是呂呂教教授授與與陳陳慶慶餘餘教教授授自自己己

找找尋尋資資料料研研讀讀，，從從無無到到有有建建立立起起來來。。由由

於於家家人人求求醫醫的的經經驗驗，，呂呂碧碧鴻鴻教教授授認認為為，，

成成為為一一位位家家庭庭醫醫師師最最困困難難的的是是 ----------如如

何何真真正正了了解解病病人人、、與與病病人人溝溝通通，，而而這這想想

法法，，也也與與美美國國家家醫醫訓訓練練重重視視行行為為科科學學的的

中中心心思思想想相相合合。。

11998800 年年代代，，適適逢逢照照會會精精神神醫醫學學

((CCoonnssuullttaattiioonn--lliiaaiissoonn ppssyycchhiiaattrryy))與與心心身身

醫醫 學學 ((PPssyycchhoossoommaattiicc MMeeddiicciinnee)) 的的 風風

行行，，啟啟發發呂呂教教授授想想深深入入瞭瞭解解其其理理論論與與實實

務務的的動動機機，，藉藉由由精精神神科科林林憲憲教教授授的的引引

薦薦 ，， 前前 往往 當當 時時 已已 盛盛 行行 心心 療療 內內 科科

((DDeeppaarrttmmeenntt ooff PPssyycchhoossoommaattiicc MMeeddiicciinnee))

的的日日本本，，在在東東邦邦醫醫大大筒筒井井末末春春教教授授以以及及

九九州州大大學學中中川川哲哲也也教教授授的的指指導導下下進進

修修，，並並在在國國際際心心身身醫醫學學會會亞亞洲洲分分會會獲獲得得

優優秀秀論論文文獎獎。。

進進修修的的經經驗驗更更加加深深呂呂教教授授全全人人醫醫

療療((wwhhoollee ppeerrssoonn aapppprrooaacchh))和和整整體體性性評評

估估((hhoolliissttiicc aapppprrooaacchh))的的觀觀念念和和重重要要性性，，

而而在在日日本本期期間間，，也也看看到到心心理理師師、、社社工工師師

與與其其他他不不同同專專業業在在臨臨床床工工作作上上如如何何一一

起起合合作作照照顧顧病病人人、、臨臨床床心心理理師師在在心心身身醫醫

學學實實務務與與教教學學上上的的重重要要性性。。因因此此，，在在呂呂

教教授授歸歸國國後後，，馬馬上上於於民民國國 7788 年年，，促促使使

臨臨床床心心理理師師與與營營養養師師加加入入台台大大家家庭庭醫醫

學學科科的的陣陣容容並並協協同同會會診診。。

身身心心醫醫療療團團隊隊醫醫師師及及臨臨床床心心理理師師鄭鄭逸逸如如主主任任
張張琦琦郁郁心心理理師師 楊楊于于婷婷心心理理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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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身心心醫醫學學的的突突破破
在在這這之之後後，，呂呂碧碧鴻鴻教教授授更更在在民民國國

8811 年年，，前前往往美美國國心心身身醫醫學學重重鎮鎮--------羅羅徹徹

斯斯特特大大學學研研修修心心身身醫醫學學，，指指導導教教授授便便是是

鼎鼎鼎鼎有有名名，，提提出出 bbiioo--ppssyycchhoo--ssoocciiaall mmooddeell

的的 DDrr.. GGeeoorrggee LL.. EEnnggeell，，此此外外也也接接受受

ffaammiillyy tthheerraappyy ttrraaiinniinngg，，學學習習到到如如何何引引

導導家家人人介介入入、、共共同同照照顧顧病病人人，，並並看看到到在在

羅羅徹徹斯斯特特大大學學的的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科科，，如如何何與與內內

科科、、精精神神科科、、小小兒兒科科等等各各專專科科合合作作與與訓訓

練練，，呂呂教教授授也也更更加加清清楚楚如如何何規規劃劃與與訓訓練練

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科科。。

在在歸歸國國之之後後，，呂呂教教授授將將 bbiiooffeeeeddbbaacckk

和和 aauuttooggeenniicc ttrraaiinniinngg 的的實實務務方方法法帶帶回回台台

灣灣，，並並且且著著手手建建構構行行為為科科學學訓訓練練的的方方法法

與與內內容容，，同同時時啟啟動動了了台台灣灣行行為為科科學學訓訓

練練。。呂呂教教授授除除了了引引進進從從 DDrr.. GGeeoorrggee LL..

EEnnggeell 所所 學學 習習 到到 的的 錄錄 影影 回回 顧顧 教教 學學

((vviiddeeoottaappee rreevviieewwiinngg))、、單單面面鏡鏡直直接接觀觀察察

((oonnee--wwaayy mmiirrrroorr))、、如如何何醫醫療療會會談談和和醫醫病病

溝溝通通……等等技技巧巧，，還還加加入入了了角角色色扮扮演演、、同同

理理 心心 訓訓 練練 ，， 以以 及及 巴巴 林林 小小 組組 ((BBaalliinntt

ggrroouupp))，，其其中中呂呂教教授授更更是是強強調調巴巴林林小小組組

的的訓訓練練。。

巴巴林林小小組組訓訓練練，，是是藉藉由由醫醫師師們們彼彼此此

分分享享、、討討論論看看診診經經驗驗，，來來加加強強醫醫師師在在看看

診診行行為為中中的的自自我我覺覺察察，，以以及及改改善善照照顧顧病病

人人心心身身疾疾患患的的能能力力、、紓紓解解醫醫師師照照顧顧病病人人

的的壓壓力力，，也也增增進進同同儕儕間間支支持持的的力力量量，，成成

為為適適任任的的全全人人醫醫療療醫醫師師。。

在在羅羅徹徹斯斯特特大大學學訓訓練練期期間間，，呂呂教教授授

受受教教於於許許多多背背景景為為心心理理學學或或社社會會學學的的

行行為為科科學學家家，，更更體體悟悟到到臨臨床床心心理理師師的的重重

要要性性，，故故教教授授回回國國之之後後，，便便更更加加積積極極參參

與與臨臨床床心心理理師師的的訓訓練練，，提提供供臨臨床床心心理理學學

碩碩、、博博士士生生臨臨床床見見習習機機會會，，使使其其了了解解身身

心心相相關關的的生生理理基基礎礎、、症症狀狀與與徵徵候候，，以以培培

育育臨臨床床心心理理專專家家，，大大大大地地影影響響台台灣灣臨臨床床

心心理理師師在在醫醫療療情情境境的的角角色色。。

扶扶植植台台灣灣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發發展展
談談到到家家庭庭醫醫學學醫醫學學會會的的創創立立，，呂呂碧碧

鴻鴻老老師師的的表表情情顯顯得得眉眉飛飛色色舞舞。。民民國國 7744

年年，，衛衛生生署署通通過過設設立立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科科，，隔隔

年年，，經經由由高高雄雄醫醫學學院院劉劉宏宏文文教教授授、、台台大大

謝謝維維銓銓教教授授、、陳陳慶慶餘餘教教授授、、台台北北榮榮總總蔡蔡

世世滋滋主主任任等等前前輩輩的的共共同同努努力力，，創創立立台台灣灣

家家庭庭醫醫學學醫醫學學會會。。在在當當時時，，是是台台灣灣第第一一

個個成成立立的的專專科科醫醫學學會會。。

身身為為台台灣灣首首創創的的醫醫學學會會，，在在草草創創初初

期期，，自自然然是是萬萬丈丈高高樓樓平平地地起起。。呂呂碧碧鴻鴻教教

授授也也在在初初期期，，擔擔任任過過兩兩屆屆的的秘秘書書長長，，參參

與與主主導導家家庭庭醫醫學學會會對對會會員員醫醫師師的的教教育育

及及諸諸多多事事務務，，很很多多當當時時所所發發展展出出來來的的課課

程程及及活活動動，，也也是是其其他他醫醫學學會會仿仿效效的的對對

象象，，成成為為之之後後台台灣灣醫醫學學繼繼續續教教育育制制度度之之

濫濫觴觴，，促促使使醫醫師師們們不不斷斷進進修修先先進進知知識識，，

進進而而體體現現在在病病患患身身上上，，提提升升醫醫療療品品質質。。

在在國國際際層層次次上上，，呂呂碧碧鴻鴻教教授授更更是是於於

家家庭庭醫醫學學會會創創會會以以來來，，每每年年都都會會參參與與世世

界界家家庭庭醫醫師師組組織織((WWOONNCCAA))的的學學術術研研討討

會會，，甚甚至至擔擔任任主主持持人人，，和和世世界界各各國國的的家家

庭庭醫醫師師們們分分享享台台灣灣家家庭庭醫醫師師實實行行經經

驗驗，，以以及及如如何何做做好好醫醫學學教教育育，，在在這這些些年年

復復一一年年的的知知識識經經驗驗激激盪盪下下，，對對台台灣灣及及國國

外外的的家家庭庭醫醫師師制制度度與與醫醫學學教教育育，，都都產產生生

了了深深遠遠的的影影響響。。

此此外外，，呂呂碧碧鴻鴻教教授授也也定定期期參參與與亞亞太太

地地區區家家庭庭醫醫學學會會、、兩兩岸岸四四地地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研研

討討會會，，彼彼此此交交流流華華人人地地區區家家庭庭醫醫師師制制度度

及及醫醫學學教教育育推推行行經經驗驗，，而而呂呂碧碧鴻鴻教教授授也也

在在會會中中不不吝吝於於分分享享自自國國外外所所學學習習整整合合

的的行行為為科科學學訓訓練練，，讓讓其其他他華華人人地地區區的的家家

庭庭醫醫師師們們了了解解到到如如何何更更全全面面地地運運用用

BBiioo--ppssyycchhoo--ssoocciiaall 模模式式，，來來幫幫助助病病患患。。

然然而而對對中中國國一一些些偏偏遠遠地地區區的的基基層層

醫醫生生來來說說，，並並無無法法出出國國參參與與國國際際性性學學術術

研研討討會會，，因因此此呂呂教教授授也也深深入入這這些些偏偏遠遠地地

區區，，例例如如海海南南島島。。實實際際面面對對面面地地教教導導中中

國國的的醫醫師師，，如如何何進進行行一一個個有有品品質質且且符符合合

全全人人照照護護理理念念的的看看診診模模式式。。回回想想當當時時所所

到到地地區區醫醫療療情情況況之之落落後後，，呂呂碧碧鴻鴻教教授授仍仍

是是印印象象深深刻刻，，也也是是因因為為當當時時灑灑下下的的家家庭庭

醫醫師師理理念念種種子子，，希希望望能能夠夠實實地地幫幫助助了了這這

些些地地區區的的病病患患們們。。

然然而而，，先先驅驅者者總總有有其其孤孤獨獨的的地地方方，，

呂呂教教授授指指出出，，目目前前家家醫醫科科仍仍需需要要努努力力的的

地地方方是是和和其其他他專專科科彼彼此此了了解解、、互互動動，，整整

合合之之後後，，這這樣樣可可以以相相互互信信賴賴及及落落實實轉轉診診

的的互互惠惠價價值值，，將將會會是是民民眾眾的的大大福福。。

卸卸下下家家庭庭醫醫學學會會秘秘書書長長職職務務的的呂呂

碧碧鴻鴻教教授授，，也也沒沒有有因因此此休休息息，，仍仍是是擔擔任任

醫醫學學會會的的理理事事及及教教學學訓訓練練或或學學術術委委員員

會會主主任任委委員員，，持持續續為為台台灣灣家家庭庭醫醫師師制制度度

的的完完善善做做努努力力。。此此外外，，呂呂碧碧鴻鴻教教授授更更是是

參參與與台台灣灣家家庭庭醫醫學學教教育育研研究究學學會會的的創創

立立及及發發展展，，對對於於家家庭庭醫醫學學教教育育推推行行的的不不

遺遺餘餘力力，，由由此此可可見見一一斑斑。。

醫醫學學教教育育改改革革
在在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發發展展的的同同時時，，謝謝博博生生前前

院院長長因因有有感感於於醫醫療療過過度度專專科科化化，，醫醫師師治治

病病不不治治人人的的非非人人性性化化照照護護模模式式十十分分不不

宜宜，，因因此此於於民民國國 8811 年年開開始始進進行行醫醫學學教教

育育改改革革，，而而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科科從從籌籌備備之之始始，，就就

積積極極參參與與改改革革。。

民民國國 8822 年年，，呂呂教教授授從從美美國國羅羅徹徹斯斯

特特大大學學學學成成歸歸國國，，隨隨即即被被徵徵召召參參與與醫醫學學

教教育育改改革革規規劃劃與與執執行行工工作作。。其其內內容容從從教教

學學師師資資的的訓訓練練、、醫醫學學人人文文課課程程之之設設計計，，

人人文文關關懷懷環環境境的的建建置置、、基基礎礎與與臨臨床床課課程程

之之整整合合、、二二階階段段學學程程的的設設計計，，到到小小班班教教

學學推推展展與與評評量量方方式式改改進進的的召召集集人人…………

等等等等，，多多方方面面推推展展醫醫學學教教育育的的改改革革。。

當當前前即即將將推推行行的的醫醫學學系系六六年年畢畢

業業，，畢畢業業後後兩兩年年一一般般醫醫學學訓訓練練，，便便是是源源

自自於於老老師師所所協協同同創創立立的的二二階階段段學學程程制制

度度，，對對台台灣灣醫醫學學生生教教育育及及訓訓練練，，產產生生十十

分分深深遠遠正正面面的的影影響響。。

此此外外，，在在醫醫學學教教育育方方式式上上，，呂呂教教授授

也也參參考考美美國國上上課課經經驗驗，，將將教教材材加加入入與與課課

程程內內容容相相關關之之醫醫療療行行為為紀紀實實、、生生活活片片

段段、、甚甚至至媒媒體體之之片片段段影影片片，，以以助助教教學學活活

潑潑化化、、生生活活化化。。並並多多年年親親自自參參與與籌籌備備、、

規規劃劃、、撰撰寫寫教教材材，，呂呂老老師師這這樣樣新新穎穎有有效效

的的教教學學方方式式，，隨隨即即被被受受邀邀到到各各醫醫學學院院校校

演演講講，，教教導導並並培培育育小小班班教教學學師師資資、、協協助助

醫醫策策會會規規畫畫及及執執行行醫醫學學教教育育師師資資培培育育

工工作作坊坊、、以以及及研研習習營營。。

行行為為科科學學訓訓練練與與 OOSSCCEE
呂呂教教授授自自民民國國 8844 年年起起，，即即擔擔任任住住

院院醫醫師師訓訓練練計計劃劃課課程程主主任任，，於於此此更更加加大大

力力推推行行家家庭庭醫醫學學核核心心課課程程之之一一的的行行為為

科科學學訓訓練練，，鑽鑽研研如如何何使使醫醫學學生生與與住住院院醫醫

師師統統合合行行為為科科學學相相關關知知識識與與技技巧巧於於求求

學學與與行行醫醫中中。。並並藉藉由由實實際際案案例例與與醫醫學學生生

及及住住院院醫醫師師做做雙雙向向溝溝通通、、誘誘導導討討論論，，探探

討討醫醫病病關關係係、、醫醫療療行行為為、、醫醫師師問問診診技技

巧巧，，指指導導如如何何就就門門診診或或住住院院病病人人觀觀察察家家

庭庭成成員員互互動動與與疾疾病病之之因因果果關關係係。。

此此外外，，呂呂教教授授更更是是積積極極發發起起並並指指導導

OOSSCCEE 之之執執行行與與教教案案建建構構，，呂呂教教授授以以身身

教教潛潛移移默默化化年年輕輕醫醫師師們們，，讓讓我我們們從從學學生生

時時代代到到住住院院醫醫師師階階段段，，皆皆獲獲益益良良多多。。呂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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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台

灣灣

家家

庭庭

醫醫

學學

教教

育育

研研

究究

學學

會會

理理

事事

長長

黃黃

黃黃

黃黃

教教授授並並定定期期親親自自舉舉辦辦巴巴林林小小組組，，促促進進醫醫

師師們們分分享享與與治治療療技技巧巧之之學學習習，，給給予予自自我我

省省察察與與抒抒解解壓壓力力之之機機會會，，幫幫助助住住院院醫醫師師

們們成成長長。。

醫醫學學人人文文教教育育
呂呂教教授授認認為為醫醫學學人人文文教教育育是是全全人人

醫醫療療之之基基礎礎，，因因此此一一直直以以來來對對人人文文教教育育

之之推推廣廣不不餘餘遺遺力力，，擔擔任任社社會會醫醫學學科科主主任任

時時期期也也全全力力規規劃劃醫醫學學教教育育人人文文課課程程部部

分分；；而而對對人人文文環環境境的的設設置置的的部部分分，，也也積積

極極參參與與臺臺大大醫醫院院醫醫學學人人文文博博物物館館整整修修

重重建建與與內內部部規規劃劃，，並並擔擔任任文文物物史史料料委委員員

會會展展示示小小組組召召集集人人，，之之後後更更擔擔任任醫醫學學人人

文文研研究究群群諮諮詢詢委委員員。。呂呂教教授授多多年年來來一一直直

擔擔任任亞亞太太地地區區家家庭庭醫醫學學會會雜雜誌誌執執行行編編

輯輯與與編編輯輯委委員員，，持持續續積積極極協協助助其其刊刊物物順順

利利發發行行與與國國際際化化。。

呂呂教教授授於於擔擔任任台台大大醫醫學學院院教教學學小小

組組召召集集人人時時,, 常常至至美美國國各各院院校校考考察察,, 發發

現現學學務務處處主主任任多多為為家家醫醫科科醫醫師師擔擔任任，，深深

感感家家醫醫科科醫醫師師在在照照顧顧病病人人上上強強調調衛衛生生

教教育育，，能能評評估估對對方方是是否否了了解解，，再再給給予予適適

當當之之教教導導。。由由此此可可知知，，教教育育是是家家醫醫科科醫醫

師師之之本本職職，，故故家家醫醫科科醫醫師師在在醫醫學學教教育育崗崗

位位上上佔佔有有十十分分重重要要角角色色，，呂呂教教授授並並期期望望

家家醫醫科科醫醫師師能能以以此此為為使使命命，，並並引引以以為為

傲傲！！

未未來來展展望望與與期期許許
呂呂碧碧鴻鴻教教授授承承於於過過去去對對台台灣灣家家庭庭

醫醫學學的的培培植植，，實實有有許許多多期期待待及及隱隱憂憂。。憂憂

的的是是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科科在在醫醫院院體體系系似似乎乎也也有有

分分科科細細化化的的情情形形，，這這不不啻啻是是捨捨本本逐逐末末。。

呂呂教教授授期期勉勉我我們們，，真真正正的的家家庭庭醫醫師師

應應該該要要進進行行整整合合性性的的全全人人醫醫療療，，許許多多年年

輕輕醫醫師師對對 BBiioo--ppssyycchhoo--ssoocciiaall 模模式式的的認認知知

有有些些謬謬誤誤，，如如:: 擔擔心心自自己己能能力力不不足足、、醫醫

病病關關係係不不好好所所以以無無法法達達成成、、擔擔心心經經驗驗不不

夠夠、、時時間間不不足足、、只只有有少少數數多多種種主主訴訴的的病病

人人才才需需要要……等等，，這這些些都都是是錯錯誤誤的的觀觀念念，，

仍仍有有釐釐清清及及調調整整的的空空間間。。秉秉持持全全人人醫醫療療

理理念念這這樣樣的的核核心心價價值值，，是是看看診診最最重重要要的的

起起點點，，也也是是一一輩輩子子都都不不能能忘忘的的最最終終目目

標標。。

展展望望未未來來家家庭庭責責任任醫醫師師制制度度能能夠夠

成成功功建建構構，，但但其其成成敗敗與與否否，，呂呂碧碧鴻鴻教教授授

認認為為關關鍵鍵仍仍在在於於大大家家是是否否能能做做個個稱稱職職

的的家家庭庭醫醫師師。。

一一縷縷縷縷的的咖咖啡啡香香氣氣，，環環繞繞著著教教授授的的

精精彩彩經經歷歷和和台台灣灣的的家家庭庭醫醫學學史史，，沁沁入入心心

田田，，佐佐著著冬冬日日午午間間的的陽陽光光，，令令人人神神往往不不

已已。。

 會會議議記記錄錄 

台台灣灣家家庭庭醫醫學學教教育育研研究究學學會會第第五五屆屆第第二二次次理理事事、、監監
事事聯聯席席會會 會會議議紀紀錄錄

時時間間：：一一百百零零一一年年十十月月十十四四日日((星星期期日日)) 下下午午三三時時至至四四時時

地地點點：：中中國國醫醫藥藥大大學學 立立夫夫教教學學大大樓樓六六樓樓 第第二二會會議議室室

主主持持人人：：黃黃信信彰彰理理事事長長

出出席席：：（（依依姓姓氏氏筆筆劃劃排排序序））

理理事事：：吳吳唯唯雅雅、、周周明明智智、、林林正正介介、、邱邱泰泰源源、、張張家家禎禎、、張張智智仁仁、、劉劉秋秋

松松、、蔡蔡世世滋滋、、鍾鍾嫈嫈嫈嫈、、顏顏啟啟華華

監監事事：：呂呂碧碧鴻鴻、、李李孟孟智智、、陳陳慶慶餘餘、、盧盧豐豐華華

委委員員會會主主委委、、副副主主委委：：李李孟孟智智、、劉劉秋秋松松、、盧盧豐豐華華、、鍾鍾嫈嫈嫈嫈

列列席席：：劉劉瑞瑞瑤瑤秘秘書書長長、、唐唐憶憶淨淨副副秘秘書書長長

請請假假：：（（依依姓姓氏氏筆筆劃劃排排序序））

理理事事：：吳吳至至行行、、林林敏敏雄雄、、黃黃洽洽鑽鑽、、黃黃國國晉晉

監監事事：：劉劉宏宏文文

委委員員會會主主委委、、副副主主委委：：吳吳晉晉祥祥、、梁梁繼繼權權、、陳陳恆恆順順、、黃黃國國晉晉、、劉劉文文俊俊

副副秘秘書書長長：：楊楊逸逸菊菊、、葉葉日日弌弌

壹壹、、主主席席致致詞詞：：((略略))

貳貳、、前前次次會會議議紀紀錄錄追追蹤蹤：：

決決議議並並確確認認：：11.. 秘秘書書長長：：劉劉瑞瑞瑤瑤醫醫師師 22.. 學學會會會會址址：：111122 台台北北市市

北北投投區區石石牌牌路路二二段段 220011 號號 台台北北榮榮總總 家家庭庭醫醫學學部部（（致致德德樓樓 RR22））

參參、、報報告告事事項項：：
一一、、會會務務報報告告

11.. 研研討討會會

22.. 專專案案研研究究計計畫畫

二二、、委委員員會會報報告告

11.. 會會務務發發展展委委員員會會李李主主委委孟孟智智報報告告

((11))可可在在聯聯合合雜雜誌誌中中刊刊登登會會員員招招募募訊訊息息，，招招募募住住院院醫醫師師加加入入成成為為
準準會會員員，，並並簡簡化化程程序序為為線線上上申申請請，，不不需需紙紙本本，，鼓鼓勵勵準準會會員員參參
加加本本學學會會活活動動。。

計計畫畫名名稱稱
計計畫畫

主主持持人人
執執行行期期間間 計計畫畫經經費費 經經費費來來源源

110011 年年度度門門診診

戒戒菸菸治治療療管管理理

中中心心計計畫畫
蔡蔡世世滋滋 110011..11--110011..1122 $$ 55,,000000,,000000

行行政政院院衛衛生生署署國國民民

健健康康局局

時時間間 地地點點 名名稱稱

110011..1100..1144((日日))
中中國國醫醫藥藥

大大學學教教學學

大大樓樓

「「基基層層醫醫師師及及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科科醫醫師師在在 PPGGYY 教教育育

中中之之角角色色扮扮演演」」研研討討會會

((與與台台灣灣家家庭庭醫醫學學醫醫學學會會年年度度秋秋季季學學術術研研討討

會會合合辦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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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可可思思考考配配合合健健保保局局構構思思試試辦辦之之論論人人計計酬酬制制來來推推行行家家庭庭醫醫師師
制制度度。。

22.. 教教育育委委員員會會盧盧主主委委豐豐華華報報告告

今今年年已已與與家家庭庭醫醫學學醫醫學學會會合合辦辦憂憂鬱鬱症症、、失失能能的的研研討討會會及及同同
理理心心的的師師資資培培訓訓課課程程。。明明年年規規劃劃要要辦辦家家庭庭暴暴力力及及老老年年失失智智的的繼繼
續續教教育育，，並並延延續續同同理理心心的的師師資資培培訓訓課課程程，，擬擬邀邀請請今今年年培培訓訓出出來來
的的學學員員擔擔任任老老師師，，以以傳傳承承角角色色扮扮演演的的教教學學。。

33.. 資資訊訊暨暨出出版版委委員員會會劉劉主主委委松松秋秋報報告告

((11))前前輩輩醫醫師師的的「「薪薪火火相相傳傳」」人人物物專專訪訪可可以以作作為為後後輩輩醫醫師師的的學學習習
典典範範，，應應繼繼續續編編撰撰。。

((22))一一些些不不須須同同儕儕審審查查的的教教育育研研究究綜綜論論性性文文章章，，可可刊刊登登在在本本會會會會
訊訊，，讓讓會會員員能能了了解解台台灣灣各各醫醫學學中中心心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科科所所從從事事的的教教育育
研研究究內內容容。。

肆肆、、提提案案討討論論：：

提提案案一一：：規規劃劃明明年年春春季季研研討討會會內內容容以以社社區區醫醫學學為為主主題題，，研研討討基基層層
醫醫師師如如何何利利用用社社區區資資源源作作健健康康營營造造、、健健康康促促進進。。((陳陳慶慶餘餘
監監事事))

決決議議：：明明年年三三月月與與家家庭庭醫醫學學醫醫學學會會合合辦辦社社區區醫醫學學研研討討會會，，邀邀請請
有有實實際際社社區區營營造造經經驗驗之之專專家家參參與與。。

提提案案二二：：審審查查新新申申請請入入會會會會員員資資格格。。
說說明明：：新新申申請請入入會會會會員員：：

11.. 許許志志成成
（（國國家家衛衛生生研研究究院院老老年年醫醫學學研研究究組組主主任任／／桃桃園園縣縣敏敏盛盛醫醫院院家家庭庭醫醫學學
科科兼兼任任主主治治醫醫師師））

22.. 唐唐憶憶淨淨
（（行行政政院院國國軍軍退退除除役役官官兵兵輔輔導導委委員員台台中中榮榮民民總總醫醫院院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科科主主治治
醫醫師師暨暨老老年年醫醫學學科科主主任任））

33.. 康康世世肇肇
（（國國立立陽陽明明大大學學附附設設醫醫院院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科科醫醫師師／／國國立立陽陽明明大大學學醫醫學學系系講講
師師））

44.. 林林宜宜璁璁
（（行行政政院院國國軍軍退退除除役役官官兵兵輔輔導導會會委委員員會會板板橋橋榮榮譽譽國國民民之之家家保保健健組組醫醫
師師／／行行政政院院國國軍軍退退除除役役官官兵兵輔輔導導委委員員台台北北榮榮民民總總醫醫院院家家庭庭醫醫學學部部特特
約約主主治治醫醫師師））

55.. 陳陳育育群群
（（國國立立陽陽明明大大學學附附設設醫醫院院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科科主主治治醫醫師師／／國國立立陽陽明明大大學學附附設設
醫醫院院教教學學研研究究部部主主治治醫醫師師／／國國立立陽陽明明大大學學醫醫學學系系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科科專專任任助助
理理教教授授））

66.. 葉葉恒恒良良
（（行行政政院院國國軍軍退退除除役役官官兵兵輔輔導導會會委委員員會會台台北北榮榮譽譽國國民民之之家家保保健健組組醫醫
師師／／行行政政院院國國軍軍退退除除役役官官兵兵輔輔導導委委員員台台北北榮榮民民總總醫醫院院家家庭庭醫醫學學部部特特
約約主主治治醫醫師師））

決決議議：：證證件件齊齊備備，，資資格格符符合合：：六六位位全全數數通通過過。。

提提案案三三：：院院士士推推薦薦
說說明明：：學學會會目目前前共共有有 3311 名名院院士士（（如如附附件件）），，請請各各醫醫院院繼繼續續踴踴躍躍推推
薦薦。。
討討論論：：推推薦薦院院士士人人選選：：羅羅慶慶徽徽醫醫師師（（李李孟孟智智監監事事））。。

提提案案四四：：修修改改瑪瑪里里士士青青年年學學者者優優秀秀論論文文獎獎甄甄選選對對象象之之限限制制。。
說說明明：：目目前前規規定定參參選選者者資資格格為為本本學學會會會會員員主主治治醫醫師師年年資資未未滿滿五五

年年內內，，因因各各醫醫院院主主治治醫醫師師職職缺缺有有限限，，使使參參選選對對象象大大幅幅限限
縮縮。。

（（原原規規定定如如下下：：本本學學會會會會員員主主治治醫醫師師年年資資未未滿滿五五年年，，並並積積極極從從事事家家庭庭醫醫學學
學學術術研研究究，，且且已已繳繳納納本本學學會會常常年年會會費費及及各各項項經經費費者者，，均均可可提提出出過過去去五五年年內內
已已發發表表或或已已經經接接受受發發表表之之論論文文申申請請本本獎獎，，但但以以第第一一作作者者為為限限。。所所提提出出之之論論
文文限限在在國國內內所所作作研研究究，，並並在在有有同同儕儕審審查查制制度度之之學學術術性性雜雜誌誌發發表表，，且且未未曾曾獲獲
其其他他任任何何獎獎金金。。））

決決議議：：擬擬修修改改甄甄選選辦辦法法，，將將參參選選對對象象改改為為本本學學會會會會員員且且取取得得台台
灣灣家家庭庭醫醫學學專專科科醫醫師師資資格格七七年年內內。。

伍伍、、臨臨時時動動議議：：

11.. 台台灣灣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科科醫醫師師的的研研究究內內容容非非常常多多樣樣化化，，李李孟孟智智與與傅傅振振忠忠
醫醫師師曾曾整整理理 11998855年年至至 11999933年年台台灣灣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科科醫醫師師的的研研究究發發表表

內內容容，，發發表表在在家家庭庭醫醫學學會會雜雜誌誌。。台台北北榮榮總總也也有有醫醫師師接接續續整整理理
11999933 至至 22000033 年年的的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研研究究概概況況，，發發表表在在國國外外期期刊刊。。目目前前
又又過過了了將將近近十十年年，，可可以以再再整整理理近近期期內內的的台台灣灣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研研究究發發表表
現現況況。。（（李李孟孟智智監監事事））

22.. 溫溫啟啟邦邦教教授授對對台台灣灣菸菸害害研研究究有有很很大大貢貢獻獻，，雖雖為為美美國國家家庭庭醫醫學學專專
科科醫醫師師，，但但因因不不具具我我國國家家庭庭醫醫學學專專科科醫醫師師資資格格而而無無法法成成為為本本會會
會會員員，，建建議議推推薦薦為為本本學學會會名名譽譽會會員員，，日日後後即即可可邀邀請請溫溫教教授授於於本本
學學會會辦辦理理之之菸菸害害研研討討會會中中做做專專題題性性演演講講。。（（黃黃信信彰彰理理事事長長））

決決議議：：透透過過本本學學會會推推薦薦程程序序（（依依學學會會組組織織章章程程 第第二二章章 第第七七條條 第第三三

款款 凡凡對對家家庭庭醫醫學學有有特特殊殊貢貢獻獻者者，，並並贊贊同同本本會會宗宗旨旨，，由由理理事事會會通通

過過，，得得為為本本會會名名譽譽會會員員）），，推推薦薦溫溫啟啟邦邦教教授授為為本本學學會會名名譽譽會會
員員。。

33.. 瑪瑪里里士士藥藥廠廠長長期期贊贊助助本本會會，，可可成成為為本本學學會會贊贊助助會會員員。。((黃黃信信彰彰
理理事事長長))

決決議議：：透透過過本本學學會會推推薦薦程程序序（（依依學學會會組組織織章章程程 第第二二章章 第第七七條條 第第五五

款款 凡凡贊贊同同本本會會宗宗旨旨，，對對本本會會有有贊贊助助者者，，由由會會員員推推薦薦，，經經理理事事會會通通

過過者者，，得得為為本本會會贊贊助助會會員員）），，推推薦薦瑪瑪里里士士藥藥廠廠為為本本學學會會贊贊助助
會會員員。。

44.. 建建議議今今後後會會員員大大會會時時程程不不需需與與台台灣灣家家庭庭醫醫學學醫醫學學會會分分開開，，以以減減
少少會會員員行行程程奔奔波波，，增增加加出出席席率率。。（（林林政政介介理理事事））

決決議議：：由由於於會會員員組組成成重重疊疊度度高高，，會會員員大大會會可可與與台台灣灣家家庭庭醫醫學學
醫醫學學會會同同期期舉舉辦辦。。

55.. 提提醒醒大大家家進進行行研研究究時時需需注注意意人人體體試試驗驗法法規規及及個個人人資資料料保保護護法法
的的規規範範，，尤尤其其是是跨跨機機構構研研究究需需分分別別送送所所屬屬各各單單位位之之倫倫理理委委員員會會
審審核核，，文文件件準準備備要要齊齊備備。。（（張張智智仁仁理理事事））

陸陸、、散散會會

理理 事事 長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