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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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接任任理理事事長長已已近近一一年年，，感感謝謝各各位位理理

監監事事與與委委員員會會委委員員們們熱熱心心參參與與會會務務，，更更

感感謝謝各各位位會會員員的的全全力力支支持持，，使使本本會會會會務務

能能順順利利推推動動。。

本本學學會會一一直直致致力力於於強強化化教教學學醫醫院院

的的家家庭庭醫醫學學教教育育及及研研究究角角色色。。近近年年來來台台

灣灣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的的論論文文發發表表有有逐逐年年成成長長的的

趨趨勢勢，，不不論論在在老老人人醫醫學學、、社社區區醫醫學學、、公公

共共衛衛生生、、安安寧寧療療護護等等各各領領域域皆皆有有亮亮麗麗的的

表表現現。。故故此此次次年年會會學學術術研研討討會會中中，，將將為為

大大家家整整理理分分析析近近二二十十年年來來台台灣灣家家庭庭醫醫

學學論論文文發發表表的的成成果果及及趨趨勢勢，，並並邀邀請請本本會會

的的榮榮譽譽會會員員溫溫啟啟邦邦教教授授分分享享「「能能改改變變看看

病病模模式式的的研研究究才才是是好好研研究究」」，，請請踴踴躍躍參參

加加。。此此次次青青年年學學者者優優秀秀論論文文獎獎得得主主也也將將

在在此此次次研研討討會會中中呈呈現現研研究究成成果果。。

這這次次我我們們的的薪薪火火相相傳傳專專訪訪人人物物為為

中中國國醫醫藥藥大大學學醫醫學學院院林林正正介介院院長長。。林林院院

長長曾曾擔擔任任中中國國醫醫藥藥大大學學附附設設醫醫院院院院長長

達達十十年年，，不不僅僅為為「「最最年年輕輕的的醫醫學學中中心心院院

長長」」，，也也是是罕罕見見的的「「來來自自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科科的的

醫醫學學中中心心院院長長」」。。究究竟竟是是什什麼麼樣樣的的理理念念

特特質質及及際際遇遇與與磨磨練練，，造造就就出出家家醫醫科科醫醫師師

步步上上醫醫學學中中心心院院長長這這條條路路，，本本期期專專訪訪將將

呈呈現現林林院院長長一一路路走走來來的的心心路路歷歷程程。。

本本學學會會之之會會務務及及會會刊刊已已步步入入電電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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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課程程活活動動
11.. 110022 年年 44 月月 2211 日日、、110022 年年 66 月月 1166

日日及及 110022 年年 66 月月 3300 日日與與台台灣灣家家庭庭醫醫

學學醫醫學學會會協協助助辦辦理理【【家家庭庭暴暴力力】】研研

討討會會，，北北中中南南，，共共三三場場次次。。

22.. 110022 年年 55 月月 55 日日、、110022 年年 55 月月 2266 日日

及及 110022 年年 66 月月 99 日日與與台台灣灣家家庭庭醫醫學學

醫醫學學會會協協助助辦辦理理【【基基層層醫醫療療常常見見的的

老老人人心心智智問問題題】】研研討討會會，，北北中中南南，，

共共三三場場次次。。

33.. 110022 年年 77 月月 2288 日日與與台台灣灣家家庭庭醫醫學學醫醫

學學會會協協助助辦辦理理【【同同理理心心訓訓練練】】研研討討

會會，，北北區區，，一一場場次次。。

44.. 本本學學會會將將於於 110022 年年 77 月月 1144 日日（（週週日日））

假假國國防防醫醫學學院院（（第第 3322 教教室室））與與台台灣灣

家家庭庭醫醫學學醫醫學學會會 110022 年年度度學學術術研研討討

會會合合辦辦「「台台灣灣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研研究究發發展展之之

過過去去、、現現在在與與未未來來」」研研討討會會，，內內容容

精精彩彩可可期期，，邀邀請請各各位位會會員員踴踴躍躍參參

加加，，共共襄襄盛盛舉舉。。參參加加之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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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本 會會 網網 站站

hhttttpp::////wwwwww..ttccffpp..oorrgg..ttww//xxmmss//rreeaadd__aattttaa

cchh..pphhpp??iidd==117755

最最新新消消息息
11.. 本本年年度度台台灣灣家家庭庭醫醫學學教教育育研研究究學學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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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申請請日日期期特特別別延延長長至至 110022
年年 66 月月 2200 日日截截止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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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申請請日日期期

至至 110022 年年 66 月月 2200 日日截截止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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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22 年年度度會會費費尚尚未未繳繳交交之之會會員員

請請儘儘速速於於 110022 年年 55 月月底底之之前前繳繳納納，，

俾俾利利會會務務進進行行。。

歡歡迎迎新新會會員員
11.. 周周明明岳岳（（會會員員編編號號：：00220088））

（（高高雄雄榮榮民民總總醫醫院院家家庭庭醫醫學學部部主主治治醫醫師師／／高高雄雄

榮榮民民總總醫醫院院老老年年醫醫學學科科主主治治醫醫師師））

22.. 溫溫啟啟邦邦（（會會員員編編號號：：00220099））

（（中中國國醫醫藥藥大大學學臨臨床床醫醫學學研研究究所所講講座座教教授授／／國國

家家衛衛生生研研究究院院群群體體健健康康科科學學研研究究所所醫醫療療保保健健研研

究究組組名名譽譽研研究究員員））

33.. 葉葉姿姿麟麟（（會會員員編編號號：：00221100））

（（新新竹竹馬馬偕偕醫醫院院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科科主主治治醫醫師師））

44.. 蘇蘇世世斌斌（（會會員員編編號號：：00221111））

（（社社團團法法人人晉晉生生慢慢性性醫醫院院院院長長））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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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薪火火相相傳傳

人人物物專專訪訪

22000011 年年四四月月，，背背景景來來自自家家庭庭醫醫學學

科科的的林林正正介介醫醫師師，，正正式式就就任任中中國國醫醫藥藥大大

學學附附設設醫醫院院院院長長一一職職。。在在其其時時，，林林醫醫師師

年年僅僅 4433 歲歲------這這「「最最年年輕輕的的醫醫學學中中心心院院

長長」」的的頭頭銜銜，，曾曾經經引引起起許許多多人人對對林林院院長長

充充滿滿了了好好奇奇之之心心。。雖雖然然林林院院長長已已於於三三年年

前前卸卸任任醫醫院院院院長長職職務務，，轉轉任任醫醫學學院院院院

長長，，時時至至今今日日，，這這依依然然是是組組構構我我好好奇奇心心

燃燃點點的的主主要要原原因因之之一一------大大多多數數醫醫學學中中

心心院院長長都都是是由由次次專專科科醫醫師師擔擔任任，，究究竟竟是是

什什麼麼樣樣的的特特質質、、理理念念，，或或者者是是什什麼麼樣樣的的

際際遇遇與與磨磨練練，，造造就就出出家家醫醫科科醫醫生生步步上上醫醫

學學中中心心院院長長這這條條路路呢呢？？很很幸幸運運有有這這樣樣

的的機機會會能能夠夠專專訪訪林林院院長長，，使使我我能能跨跨越越純純

粹粹好好奇奇，，更更進進一一步步接接近近具具體體與與真真實實。。

首首先先，，就就從從林林院院長長當當初初為為何何選選擇擇

「「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科科」」開開始始提提問問吧吧！！雖雖然然我我無無

法法否否認認這這個個開開場場問問題題十十分分制制式式化化，，但但對對

於於走走在在時時代代浪浪潮潮先先端端前前輩輩們們的的境境遇遇，，我我

們們這這些些後後進進有有時時的的確確是是些些難難以以想想像像的的。。

「「11998833 年年，，我我自自中中國國醫醫藥藥大大學學畢畢

業業，，」」林林正正介介醫醫師師思思索索道道，，「「那那時時正正逢逢

台台灣灣醫醫界界因因應應國國際際醫醫界界潮潮流流而而展展開開醫醫

療療體體系系改改變變之之初初。。原原本本，，我我立立志志要要成成為為

一一個個心心臟臟內內科科醫醫師師，，所所以以申申請請至至台台北北長長

庚庚醫醫院院接接受受內內科科住住院院醫醫師師訓訓練練。。然然而而在在

受受訓訓期期間間認認知知到到次次專專科科與與自自己己對對於於病病

~~~~~~~~專專訪訪 林林正正介介 院院長長

人人應應接接受受全全人人照照顧顧理理念念上上的的差差距距，，遂遂決決

定定轉轉至至台台大大醫醫院院接接受受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科科住住院院

醫醫師師的的訓訓練練。。」」

近近五五十十年年來來，，台台灣灣醫醫學學教教育育的的課課程程

以以及及醫醫師師訓訓練練的的制制度度大大抵抵沿沿襲襲自自美美

國國，，以以養養成成專專科科、、次次專專科科醫醫師師為為主主，，基基

層層醫醫療療日日益益式式微微。。隨隨著著醫醫療療高高度度分分科科

化化，，這這種種不不以以「「全全人人」」為為主主體體而而將將「「器器

官官和和系系統統」」分分開開看看病病的的方方式式，，導導致致原原本本

全全人人化化、、整整體體化化的的醫醫療療照照顧顧模模式式被被切切割割

成成片片斷斷，，逐逐漸漸浮浮現現不不少少弊弊端端，，增增加加病病人人

就就醫醫的的複複雜雜度度，，同同時時也也提提高高醫醫療療花花費費，，

而而其其結結果果卻卻未未必必能能夠夠使使病病人人得得到到更更完完

善善的的照照顧顧，，甚甚至至反反而而淡淡薄薄且且惡惡化化醫醫病病之之

間間的的關關係係。。

追追溯溯美美國國的的情情況況，，自自 11991100 年年代代

FFlleexxnneerr RReeppoorrtt 發發表表後後，，美美國國醫醫學學教教育育

開開始始致致力力於於科科學學化化，，生生物物醫醫學學蓬蓬勃勃發發

展展，，次次專專科科應應運運而而生生，，取取代代了了全全科科醫醫師師

成成為為醫醫療療的的主主流流。。「「然然而而，，」」林林院院長長表表

示示，，「「長長年年偏偏向向科科技技的的醫醫學學，，使使得得醫醫療療

人人員員過過於於重重視視『『疾疾病病』』，，卻卻反反而而疏疏忽忽了了

『『人人』』這這個個重重要要的的質質素素。。」」一一九九七七 OO

年年代代後後，，美美國國政政府府為為了了挽挽救救專專科科醫醫療療制制

度度的的缺缺失失因因而而積積極極倡倡導導「「家家庭庭醫醫療療制制

度度」」，，基基層層醫醫療療於於是是再再度度受受到到重重視視。。林林

院院長長說說：：「「家家庭庭醫醫學學即即是是希希望望扭扭轉轉這這樣樣

的的偏偏差差，，將將『『人人』』這這個個質質素素回回歸歸至至醫醫療療

的的中中心心位位置置。。」」台台灣灣也也是是跟跟隨隨著著這這個個軌軌

跡跡，，在在許許多多前前輩輩的的努努力力之之下下，， 11998866 年年

正正式式成成立立家家庭庭醫醫學學醫醫學學會會((美美國國是是 11996699

年年))，，直直至至目目前前，，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科科已已是是衛衛生生

署署認認定定國國內內二二十十三三個個專專科科醫醫師師之之首首。。

家家庭庭醫醫師師從從最最初初必必須須以以解解釋釋「「什什麼麼

是是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科科」」為為開開場場白白，，到到逐逐漸漸為為社社

會會所所熟熟悉悉、、認認同同並並且且肯肯定定。。「「家家庭庭醫醫師師，，」」

林林院院長長說說，，「「這這個個名名詞詞，，其其實實也也就就是是早早

期期基基層層開開業業醫醫師師的的再再出出發發，，是是一一首首老老歌歌

的的新新唱唱。。」」林林院院長長的的父父親親是是一一位位基基層層開開

業業醫醫師師，，從從東東京京醫醫學學專專門門學學校校（（現現東東京京

醫醫大大））畢畢業業受受訓訓數數年年後後，，即即返返回回老老家家南南

投投竹竹山山為為病病患患看看診診服服務務。。在在其其五五十十四四年年

的的醫醫師師生生涯涯中中盡盡忠忠職職守守、、鞠鞠躬躬盡盡瘁瘁。。林林

院院長長到到現現在在還還依依然然記記憶憶深深刻刻，，「「我我的的父父

親親，，會會為為了了癌癌症症病病人人臨臨終終前前作作無無數數次次往往

診診，，給給病病人人身身心心方方面面的的照照顧顧，，也也給給家家屬屬

莫莫大大的的支支持持。。」」林林院院長長的的父父親親在在那那個個沒沒

有有高高舉舉教教條條標標語語的的年年代代裡裡，，純純粹粹憑憑著著作作

為為一一個個醫醫師師的的理理念念和和責責任任感感，，落落實實了了以以

人人為為本本位位、、提提供供尊尊重重人人性性「「以以個個人人為為中中

心心，，以以家家庭庭為為單單位位，，以以社社區區為為範範疇疇」」的的

醫醫療療服服務務，，這這種種精精神神，，此此後後成成為為林林院院長長

醫醫學學之之路路的的一一盞盞明明燈燈。。

台台大大家家醫醫科科時時期期與與盧盧豐豐華華醫醫師師

22000022 年年南南卡卡大大博博班班畢畢業業

來來自自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科科的的醫醫學學中中心心院院長長 黃黃柏柏綜綜、、賴賴明明美美 撰撰

作作者者 黃黃柏柏綜綜 與與 院院長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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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回首首來來時時路路，，也也無無風風雨雨也也無無晴晴

「「11998899 年年，，我我應應駱駱光光明明主主任任的的邀邀

請請，，以以及及台台大大家家醫醫科科幾幾位位恩恩師師的的鼓鼓勵勵，，

回回到到母母校校中中國國醫醫藥藥大大學學附附設設醫醫院院服服

務務。。」」「「起起初初擔擔任任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科科主主治治醫醫師師，，

並並兼兼總總醫醫師師的的職職務務，，協協助助當當時時吳吳淑淑貞貞主主

任任建建立立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科科的的教教學學、、服服務務等等相相關關

架架構構與與制制度度」」林林正正介介醫醫師師回回憶憶道道：：「「不不

久久就就開開始始被被 aabbuussee 了了，，前前後後歷歷任任且且兼兼任任

了了醫醫教教會會主主任任、、家家醫醫科科主主任任、、醫醫務務行行政政

室室主主任任、、秘秘書書室室主主任任、、健健保保因因應應小小組組召召

集集人人，，以以及及附附設設醫醫院院行行政政副副院院長長等等職職

務務，，先先後後追追隨隨王王廷廷輔輔、、蔡蔡長長海海兩兩任任院院

長長，，從從健健保保初初期期，，開開始始參參與與中中國國附附醫醫的的

快快速速發發展展。。」」時時值值立立夫夫先先生生仙仙世世，，蔡蔡長長

海海院院長長受受董董事事們們舉舉薦薦為為董董事事長長，，需需要要一一

個個能能夠夠配配合合的的人人擔擔任任院院長長。。「「當當時時他他找找

上上我我，，」」林林院院長長的的神神情情像像是是訴訴說說著著才才發發

生生過過不不久久前前的的往往事事：：「「那那時時我我認認為為自自己己

太太年年輕輕，，拒拒絕絕了了很很久久，，最最後後蔡蔡董董事事長長忍忍

不不住住拍拍了了桌桌子子說說：：『『我我要要請請你你當當院院長長，，

你你有有什什麼麼不不好好？？！！』』這這一一拍拍，，拍拍啟啟了了我我

八八年年多多的的震震盪盪生生涯涯。。」」22000011 年年，，林林醫醫

師師接接下下蔡蔡長長海海董董事事長長、、董董事事會會以以及及謝謝明明

村村校校長長的的付付託託，，在在忐忐忑忑中中就就任任中中國國醫醫藥藥

大大學學附附設設醫醫院院院院長長的的職職務務。。期期間間歷歷經經了了

全全民民健健保保醫醫療療政政策策巨巨變變的的時時代代、、附附設設醫醫

院院通通過過醫醫學學中中心心評評鑑鑑、、 SSAARRSS 事事件件

等等…………在在接接續續不不斷斷的的衝衝擊擊中中學學習習、、並並且且

累累積積了了相相當當豐豐富富的的行行政政經經驗驗。。「「八八年年多多

的的任任期期內內，，陪陪蔡蔡董董事事長長一一起起完完成成了了許許多多

校校院院軟軟、、硬硬體體的的建建設設，，渡渡過過數數次次醫醫界界嚴嚴

酷酷的的檢檢核核與與考考驗驗。。包包括括三三次次新新舊舊制制的的醫醫

院院評評鑑鑑，，新新院院區區的的規規劃劃、、購購地地、、興興建建及及

啟啟用用，，豐豐原原、、東東區區、、草草屯屯、、台台北北各各分分院院，，

以以及及監監獄獄培培德德專專區區的的成成立立，，學學校校改改制制大大

學學，，TTMMAACC 評評鑑鑑…………等等等等。。」」事事實實上上，，

這這些些年年來來中中國國醫醫大大、、附附設設醫醫院院在在各各方方面面

進進展展之之快快，，的的確確是是有有目目共共睹睹。。蔡蔡長長海海董董

事事長長不不締締是是中中國國醫醫大大與與附附醫醫躍躍進進的的關關

鍵鍵領領航航者者，，而而林林院院長長亦亦功功不不可可沒沒。。

眾眾所所皆皆知知，，「「院院長長」」是是一一個個領領導導統統

籌籌規規劃劃的的職職務務，，大大多多數數醫醫學學中中心心院院長長均均

由由次次專專科科醫醫師師擔擔任任。。林林正正介介醫醫師師以以家家庭庭

醫醫學學科科醫醫師師的的身身分分擔擔任任醫醫學學中中心心院院長長

一一職職，，備備受受矚矚目目。。「「其其實實，，家家醫醫科科的的訓訓

練練對對於於擔擔任任院院長長有有很很大大幫幫助助。。」」林林院院長長

認認為為，，家家庭庭醫醫師師的的身身分分反反而而讓讓他他在在擔擔任任

院院長長時時比比其其他他專專科科醫醫師師更更得得心心應應手手。。

「「因因為為在在完完整整的的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科科訓訓練練過過程程

中中，，對對各各科科都都有有一一定定程程度度的的了了解解，，比比較較

能能夠夠體體察察並並且且掌掌握握各各科科的的優優勢勢與與難難

處處，，懂懂得得如如何何使使得得科科與與科科之之間間的的協協調調有有

效效通通達達。。」」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科科醫醫師師養養成成教教育育中中

所所強強調調的的同同理理心心與與溝溝通通能能力力的的訓訓練練，，使使

得得林林院院長長成成為為一一位位更更佳佳的的領領導導人人物物和和

溝溝通通協協調調者者。。

林林院院長長在在敘敘述述這這些些讓讓我我們們後後進進們們

聽聽起起來來像像是是強強風風駭駭浪浪的的歷歷歷歷往往事事時時，，語語

調調溫溫文文平平靜靜，，臉臉上上只只是是掛掛著著抹抹恬恬淡淡而而坦坦

然然的的微微笑笑，，彷彷彿彿向向我我意意謂謂著著：：或或許許，，生生

命命中中無無論論曾曾經經歷歷過過些些什什麼麼，，卻卻總總還還是是------

「「回回首首來來時時路路，，也也無無風風雨雨也也無無晴晴。。」」

放放眼眼未未來來，，心心之之所所繫繫

林林院院長長在在任任職職期期間間，，陸陸續續取取得得了了中中

國國醫醫大大醫醫管管所所碩碩士士以以及及美美國國南南卡卡羅羅萊萊

那那大大學學公公衛衛學學院院醫醫管管所所博博士士學學位位，，他他致致

力力於於將將所所學學應應用用於於實實務務當當中中。。除除了了「「家家

庭庭醫醫學學」」和和「「醫醫務務管管理理」」之之外外，，同同時時投投

入入於於「「社社區區醫醫學學」」以以及及「「老老年年醫醫學學」」兩兩

大大領領域域，，他他三三年年前前卸卸任任醫醫院院院院長長轉轉任任醫醫

學學院院院院長長，，同同時時兼兼任任公公益益的的老老五五老老基基金金

會會董董事事長長，，今今年年並並接接任任台台灣灣老老年年學學暨暨老老

年年醫醫學學會會理理事事長長。。林林院院長長語語重重心心長長地地

說說：：「「時時代代在在改改變變，，醫醫療療體體系系終終將將由由混混

亂亂而而呈呈現現其其秩秩序序。。分分級級分分層層醫醫療療是是未未來來

醫醫療療的的趨趨勢勢，，而而基基層層醫醫療療則則為為一一切切醫醫療療

服服務務的的根根本本。。」」基基層層醫醫師師除除了了學學習習門門診診

的的運運作作外外，，還還需需接接受受足足夠夠的的社社區區醫醫學學訓訓

練練，，熟熟悉悉社社區區資資源源的的協協調調與與運運用用。。林林院院

長長更更進進一一步步指指出出，，「「要要將將醫醫療療保保健健服服務務

延延伸伸至至疾疾病病的的早早期期預預防防與與殘殘障障照照護護，，社社

區區醫醫療療這這一一環環絕絕不不可可被被忽忽略略。。」」

然然而而，，深深入入社社區區對對大大型型醫醫院院的的醫醫師師

們們而而言言並並不不容容易易，，除除了了需需要要具具備備足足夠夠的的

醫醫學學專專業業知知識識外外，，尚尚須須了了解解社社區區民民眾眾的的

健健康康狀狀況況與與社社區區習習性性，，如如此此才才能能結結合合凝凝

聚聚社社區區的的人人力力、、物物力力、、財財力力，，鼓鼓勵勵居居民民

主主動動參參與與並並組組織織自自主主團團體體，，以以達達成成社社區區

健健康康營營造造工工作作，，提提升升社社區區居居民民健健康康。。民民

國國 110011 年年度度中中國國附附醫醫之之合合作作醫醫療療群群已已

擴擴增增至至 2277 群群，，佔佔中中區區健健保保局局所所有有群群數數

2222％％。。為為了了協協助助就就醫醫不不便便的的病病患患與與家家

屬屬，，並並進進而而連連結結基基層層診診所所系系統統與與醫醫院院醫醫

療療資資訊訊系系統統，，導導入入遠遠距距照照護護設設備備服服務務於於

健健康康管管理理平平台台中中。。再再則則，，積積極極推推動動偏偏遠遠

山山 區區 整整 合合 性性 醫醫 療療 照照 護護 （（ IInntteeggrraatteedd

DDeelliivveerryy SSyysstteemm））；；末末期期照照護護亦亦是是社社區區

醫醫療療另另一一個個重重要要的的健健康康議議題題，，無無論論是是十十

大大死死因因之之首首的的癌癌症症，，或或是是心心肺肺衰衰竭竭之之末末

期期重重症症患患者者，，常常需需藉藉由由人人工工管管路路以以維維持持

沒沒有有生生活活品品質質的的生生命命。。安安寧寧療療護護的的介介入入

即即是是希希望望協協助助病病人人在在人人生生最最後後一一段段路路

程程，，得得以以盡盡量量維維持持人人類類最最基基本本的的生生命命尊尊

嚴嚴與與生生活活品品質質；；這這個個理理念念仍仍有有部部分分民民眾眾

無無法法理理解解和和接接受受，，目目前前藉藉由由推推動動「「安安寧寧

主主持持醫醫療療體體系系共共識識營營討討論論會會

信信義義鄉鄉地地利利村村門門診診部部開開幕幕

22000077 年年院院長長與與醫醫院院幹幹部部合合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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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共同同照照護護」」，，將將這這樣樣的的照照護護模模式式推推展展至至

其其他他專專科科，，期期望望能能使使更更多多病病人人受受益益。。

關關於於老老年年醫醫學學這這個個層層面面，，「「從從醫醫

院院、、診診所所、、各各地地社社區區公公園園，，我我們們視視線線所所

及及處處，，無無一一畫畫面面不不正正式式宣宣告告著著，，台台灣灣即即

將將面面對對高高齡齡化化社社會會來來臨臨的的時時代代。。」」林林院院

長長指指出出，，根根據據 HHaazzzzaarrdd’’ss GGeerriiaattrriicc

MMeeddiicciinnee aanndd GGeerroonnttoollooggyy 中中所所提提及及，，

一一個個國國家家的的老老年年人人口口比比例例從從 77％％邁邁入入

1144％％所所需需耗耗費費的的時時間間越越短短，，則則這這個個國國家家

越越容容易易產產生生社社會會適適應應的的問問題題。。法法國國用用了了

111155 年年（（11886655--11998800）），，老老年年人人口口比比例例才才

從從 77％％邁邁入入 1144％％，，日日本本只只用用了了 2266 年年

（（11997700--11999966））就就蹴蹴及及了了。。而而台台灣灣預預計計

高高齡齡化化的的速速度度竟竟更更令令人人側側目目，， 22001111 年年

台台灣灣老老年年人人口口比比例例已已達達 1111％％，，預預估估僅僅

需需 2244 年年（（11999933--22001177））就就達達到到 1144％％，，而而

22002255 年年時時更更可可能能高高達達 2200％％！！（（也也就就是是

說說，，每每五五個個人人當當中中就就有有一一個個老老年年人人。。））

人人口口的的組組成成決決定定社社會會脈脈動動的的步步調調，，目目前前

人人口口快快速速高高齡齡化化是是社社會會所所必必須須共共同同面面

對對的的重重大大議議題題。。林林院院長長認認為為台台灣灣地地區區老老

年年醫醫學學未未來來發發展展的的方方向向，，可可依依據據台台灣灣老老

年年學學暨暨老老年年醫醫學學會會第第十十一一屆屆年年會會決決

議議，，引引用用國國際際老老年年學學暨暨老老年年醫醫學學會會

（（ IInntteerrnnaattiioonnaall AAssssoocciiaattiioonn ooff

GGeerroonnttoollooggyy aanndd GGeerriiaattrriiccss,, IIAAGGGG））建建議議

及及國國內內衛衛生生署署之之歸歸劃劃，，從從人人口口老老化化、、健健

康康老老人人、、罹罹病病老老人人、、長長期期照照護護、、異異業業整整

合合五五大大面面向向切切入入，，是是積積極極、、預預防防性性的的介介

入入，，倡倡導導健健康康老老化化((身身體體))、、正正向向老老化化((心心

理理))、、活活躍躍老老化化((社社會會))，，達達到到成成功功老老化化的的

目目的的。。政政府府應應與與民民間間合合作作，，整整合合城城市市、、

社社區區和和醫醫院院，，積積極極提提供供符符合合老老年年需需求求之之

友友善善、、支支持持與與可可近近的的安安全全環環境境。。

最最後後，，林林院院長長以以中中國國醫醫藥藥大大學學為為

例例，，提提出出由由教教學學、、研研究究和和生生物物科科技技發發

展展、、與與服服務務三三方方面面，，來來勾勾勒勒老老年年醫醫學學發發

展展的的藍藍圖圖。。在在教教學學方方面面：：大大學學課課程程包包含含

老老年年醫醫學學學學程程、、長長期期照照護護學學程程、、結結合合學學

生生服服務務與與學學習習課課程程；；畢畢業業後後醫醫師師訓訓練練則則

有有老老年年照照護護團團隊隊訓訓練練及及老老年年醫醫學學專專科科

訓訓練練；；研研究究的的訓訓練練包包含含老老化化醫醫學學博博士士學學

程程、、臨臨床床醫醫學學研研究究所所設設立立老老年年醫醫學學組組、、

醫醫管管所所以以及及護護研研所所設設立立長長期期照照護護組組。。學學

術術研研究究方方面面：：各各種種與與老老年年醫醫學學相相關關的的研研

究究包包括括記記憶憶力力強強化化研研究究、、老老化化細細胞胞機機制制

研研究究、、老老化化與與疾疾病病研研究究 ((老老化化與與心心血血

管管、、老老化化與與骨骨關關節節肌肌肉肉、、老老化化與與神神經經))、、

老老年年人人衰衰弱弱與與肌肌少少症症研研究究、、抗抗老老化化藥藥物物

食食品品研研發發、、輔輔助助器器材材研研發發、、老老年年醫醫學學教教

學學研研究究等等，，整整合合抗抗老老化化相相關關部部門門成成立立老老

化化醫醫學學研研究究中中心心；；藉藉由由中中國國醫醫藥藥大大學學及及

亞亞洲洲大大學學育育成成研研究究中中心心的的發發展展，，進進而而與與

產產業業界界結結合合，，例例如如學學鼎鼎科科技技公公司司、、水水湳湳

生生物物科科技技園園區區、、衍衍生生醫醫材材公公司司、、懷懷特特生生

技技集集團團等等。。在在服服務務方方面面：：推推動動以以老老人人為為

中中心心的的整整合合式式照照護護服服務務，，由由健健康康促促進進延延

伸伸至至長長期期照照護護。。社社區區照照護護含含健健康康及及亞亞健健

康康照照護護的的安安養養中中心心、、養養生生村村、、長長宿宿村村，，

健健康康促促進進如如社社區區健健康康營營造造、、社社區區醫醫院院、、

社社區區關關懷懷據據點點、、老老人人社社區區共共同同照照護護、、及及

老老人人預預防防保保健健；；急急性性照照護護有有老老人人整整合合性性

門門診診、、老老人人急急性性病病房房、、老老人人醫醫學學科科、、及及

各各臨臨床床醫醫療療科科；；亞亞急急性性照照護護如如出出院院準準備備

服服務務、、護護理理之之家家、、及及社社區區醫醫院院；；長長期期照照

護護如如居居家家護護理理、、長長期期照照護護機機構構、、遠遠距距照照

護護((含含輔輔具具器器材材))、、社社區區合合作作診診所所、、及及護護

理理之之家家，，構構成成綿綿密密無無隙隙縫縫的的網網絡絡。。過過去去

已已經經做做了了那那些些？？接接下下來來要要由由哪哪裡裡先先下下

手手呢呢？？其其實實都都還還是是千千頭頭萬萬緒緒的的。。

家家庭庭醫醫學學、、醫醫務務管管理理、、社社區區醫醫學學、、

老老年年醫醫學學，，看看著著院院長長桌桌上上還還有有一一堆堆

TTMMAACC 醫醫學學院院、、醫醫學學系系評評鑑鑑檢檢討討及及未未

來來規規劃劃((院院長長是是召召集集人人))，，AAAAHHRRPPPP 認認證證

計計畫畫((人人類類研研究究保保護護計計畫畫認認證證協協會會，，院院

長長是是研研究究倫倫理理架架構構建建置置規規劃劃的的負負責責

人人))，，……還還有有生生活活上上的的其其他他種種種種呢呢？？這這

麼麼龐龐雜雜而而沈沈重重的的事事務務，，讓讓人人懷懷疑疑莫莫非非需需

要要三三頭頭六六臂臂，，才才能能夠夠處處理理一一切切？？「「瞭瞭解解

並並且且去去分分析析自自己己的的價價值值觀觀，，」」「「還還有有，，

TTeeaamm wwoorrkk，，要要找找好好工工作作伙伙伴伴，，互互相相支支

持持與與鼓鼓勵勵」」，，最最後後，，林林院院長長凝凝神神道道「「人人

可可以以依依據據自自己己的的價價值值比比例例去去分分配配時時間間

的的使使用用。。」」

訪訪談談結結束束後後，，一一路路上上我我仔仔細細思思索索著著

林林院院長長的的話話語語，，心心裡裡不不禁禁浮浮現現一一個個問問

題題：：人人可可以以依依據據自自己己的的價價值值比比例例去去分分配配

時時間間的的使使用用，，那那麼麼反反過過來來說說------也也許許，，我我

們們也也可可以以從從一一個個人人在在時時間間使使用用比比例例的的

分分配配上上，，去去反反察察這這個個人人的的價價值值觀觀？？

【【附附註註】】--黃黃柏柏綜綜

本本來來在在三三年年前前就就應應該該完完成成這這篇篇訪訪

問問稿稿，，之之所所以以延延滯滯至至今今，，主主要要是是因因為為林林

院院長長深深感感本本校校院院駱駱光光明明主主任任以以及及吳吳淑淑

貞貞主主任任對對於於家家庭庭醫醫學學貢貢獻獻良良多多，，他他認認為為

自自己己不不宜宜先先於於兩兩位位前前輩輩接接受受專專訪訪。。然然而而

駱駱主主任任、、吳吳主主任任聯聯絡絡誠誠屬屬不不易易，，就就卡卡住住

了了，，導導致致訪訪問問稿稿一一拖拖再再拖拖，，如如今今我我都都是是

RR 升升任任 VVSS 了了。。還還好好，，現現在在總總算算使使命命達達

成成。。本本文文有有許許多多內內容容是是賴賴明明美美醫醫師師協協助助

修修改改、、補補充充，，否否則則還還真真難難以以完完成成。。

~~ ~~EEnndd~~

中中間間兩兩位位是是吳吳淑淑貞貞主主任任與與駱駱光光明明主主任任

11999999 年年 992211 地地震震之之前前

22001111 年年 院院長長生生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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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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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次次理理事事、、監監
事事聯聯席席會會 會會議議紀紀錄錄

時時間間：：民民國國一一百百零零二二年年三三月月三三日日（（星星期期日日）） 下下午午二二時時三三十十分分至至
三三時時三三十十分分

地地點點：：成成大大醫醫學學院院二二樓樓二二 OO 一一教教室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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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吳至至行行、、吳吳唯唯雅雅、、林林正正介介、、邱邱泰泰源源、、黃黃洽洽鑽鑽、、黃黃國國晉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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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劉宏宏文文、、呂呂碧碧鴻鴻、、陳陳慶慶餘餘、、李李孟孟智智、、盧盧豐豐華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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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吳晉晉祥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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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周明明岳岳副副秘秘書書長長、、林林佳佳玲玲秘秘

書書

請請假假：：（（依依姓姓氏氏筆筆劃劃排排序序））

理理事事：：林林敏敏雄雄、、周周明明智智、、張張智智仁仁、、張張家家禎禎

委委員員會會主主委委、、副副主主委委：：梁梁繼繼權權、、劉劉文文俊俊、、陳陳恆恆順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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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秘書書處處報報告告：：
一一、、確確認認上上次次會會議議紀紀錄錄((略略))

二二、、會會務務報報告告：：

11.. 專專案案研研究究計計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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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至 110022 年年醫醫療療

院院所所戒戒菸菸服服務務專專

案案管管理理計計畫畫--110022

年年後後續續擴擴充充

((CCCCYY--110011001144--110022))

蔡蔡世世滋滋 110022..11--110022..1122 $$66,,669955,,000000
行行政政院院

衛衛生生署署

國國民民健健康康局局

22.. 研研討討會會

時時間間 地地點點 名名稱稱

110011..0011..2266((六六))
首首席席會會議議

中中心心

「「110022 年年選選擇擇題題命命題題技技巧巧工工作作坊坊」」
((台台灣灣安安寧寧緩緩和和醫醫學學學學會會、、台台灣灣安安寧寧緩緩和和護護理理
學學會會、、台台灣灣老老年年學學暨暨老老年年醫醫學學會會、、台台灣灣家家庭庭
醫醫學學醫醫學學會會、、台台灣灣家家庭庭醫醫學學教教育育研研究究學學會會五五
專專科科學學會會聯聯合合辦辦理理))

110022..0033..0033((日日))
成成大大醫醫學學

院院第第三三講講

堂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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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與台台灣灣家家庭庭醫醫學學醫醫學學會會年年度度春春季季學學術術研研討討會會

合合辦辦))

110022..44 月月~~77 月月台台灣灣家家庭庭醫醫學學醫醫學學會會預預計計與與本本學學會會協協同同辦辦理理規規劃劃相相同同課課

程程之之三三場場次次（（北北、、中中、、南南三三區區））辦辦理理「「家家庭庭暴暴力力」」研研討討會會、、「「基基層層醫醫療療

常常見見的的老老人人心心智智問問題題研研討討會會及及「「同同理理心心訓訓練練」」研研討討會會

33.. 110011 年年度度收收支支決決算算表表、、現現金金出出納納表表、、資資產產負負債債表表、、財財務務目目錄錄及及

基基金金收收支支表表。。

參參、、各各委委員員會會報報告告

一一、、會會務務發發展展委委員員會會李李孟孟智智主主委委：：

本本會會目目前前會會員員資資格格限限定定為為專專科科醫醫師師，，為為拓拓展展會會員員人人數數，，比比照照美美

國國家家庭庭醫醫學學教教師師學學會會有有 ssttuuddeenntt mmeemmbbeerr 及及 rreessiiddeenntt mmeemmbbeerr，，擬擬
招招收收住住院院醫醫師師會會員員的的加加入入。。

二二、、資資訊訊暨暨出出版版委委員員會會劉劉松松秋秋主主委委：：

本本會會會會訊訊及及雜雜誌誌((與與家家庭庭醫醫學學會會合合辦辦))均均已已如如期期出出刊刊。。

三三、、教教育育委委員員會會盧盧豐豐華華主主委委：：

今今年年預預計計與與家家庭庭醫醫學學會會合合辦辦家家庭庭暴暴力力、、老老人人常常見見心心智智問問題題、、同同
理理心心、、領領導導能能力力等等四四個個主主題題的的研研討討會會，，目目前前正正招招募募師師資資。。

四四、、研研究究委委員員會會黃黃國國晉晉主主委委：：

上上次次會會議議提提到到要要整整理理近近十十年年內內台台灣灣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的的研研究究發發表表現現
況況，，非非常常具具有有意意義義，，也也希希望望能能有有跨跨機機構構的的合合作作。。

主主席席：：北北榮榮已已整整理理 22000044 年年迄迄今今的的台台灣灣家家庭庭醫醫學學論論文文發發表表現現況況，，
不不論論在在老老人人醫醫學學、、社社區區醫醫學學、、公公共共衛衛生生、、安安寧寧療療護護等等各各
領領域域皆皆有有亮亮麗麗的的表表現現，，將將於於下下次次年年會會中中發發表表。。

五五、、社社區區醫醫療療體體系系建建構構委委員員會會：：（（理理事事長長代代））

因因應應將將來來的的家家庭庭責責任任醫醫師師制制度度，，回回顧顧過過去去社社區區醫醫療療群群運運作作的的狀狀
況況，，如如預預防防保保健健品品質質、、健健康康回回饋饋對對醫醫療療資資源源的的節節省省，，希希望望能能有有
實實證證的的數數據據呈呈現現，，讓讓大大家家看看到到社社區區醫醫療療的的具具體體成成果果。。

肆肆、、提提案案討討論論：：

提提案案一一：：審審核核名名譽譽會會員員：：國國衛衛院院溫溫啟啟邦邦教教授授（（秘秘書書處處提提案案））

決決議議：：溫溫教教授授贊贊同同本本會會理理念念，，通通過過其其為為名名譽譽會會員員，，往往後後將將請請溫溫
教教授授協協助助本本會會之之教教學學研研究究發發展展。。

提提案案二二：：審審核核新新申申請請入入會會會會員員三三位位：：葉葉姿姿麟麟（（新新竹竹馬馬偕偕醫醫院院））、、
蘇蘇世世斌斌（（晉晉生生慢慢性性醫醫院院））、、周周明明岳岳（（高高雄雄榮榮總總））（（秘秘書書處處
提提案案））

決決議議：：資資料料齊齊備備，，資資格格符符合合，，全全數數通通過過。。

提提案案三三：：推推薦薦院院士士（（秘秘書書處處提提案案））
說說明明：：凡凡入入會會滿滿五五年年，，對對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研研究究教教育育有有貢貢獻獻者者，，提提出出申申

請請並並經經甄甄審審委委員員會會通通過過，，即即可可成成為為本本會會院院士士。。建建議議周周稚稚
傑傑、、林林忠忠順順、、陳陳振振文文、、季季瑋瑋珠珠、、王王維維典典、、葉葉日日弌弌、、賴賴文文
恩恩、、陳陳宣宣志志、、姚姚建建安安、、詹詹其其峰峰、、林林文文元元、、羅羅慶慶徽徽、、李李智智
貴貴、、楊楊宜宜青青、、劉劉宜宜廉廉、、陳陳晶晶瑩瑩、、程程劭劭儀儀、、曾曾良良達達、、高高有有
志志、、謝謝文文進進、、黃黃志志芳芳等等醫醫師師提提出出申申請請。。

決決議議：：請請大大家家推推薦薦符符合合資資格格者者爭爭取取此此項項殊殊榮榮，，今今年年特特別別延延長長截截
止止收收件件日日至至 110022 年年 55 月月底底止止，，秘秘書書處處也也會會主主動動邀邀請請符符合合
資資格格者者參參加加院院士士遴遴選選。。

提提案案四四：：推推薦薦薪薪火火相相傳傳人人物物（（秘秘書書處處提提案案））

決決議議：：尚尚未未及及理理監監事事建建議議訪訪問問名名單單：：黃黃洽洽鑚鑚、、王王英英偉偉、、周周騰騰達達、、
趙趙坤坤郁郁、、周周稚稚傑傑、、林林敏敏雄雄、、杜杜明明勳勳、、劉劉秋秋松松、、鍾鍾嫈嫈嫈嫈、、
林林忠忠順順、、季季瑋瑋珠珠、、盧盧豐豐華華教教授授等等。。

提提案案五五：：討討論論 22001133 年年度度會會員員大大會會暨暨學學術術研研討討會會議議題題及及流流程程（（秘秘
書書處處提提案案））

決決議議：：預預定定於於 77 月月 1144 日日於於國國防防醫醫學學院院舉舉行行，，學學術術研研討討會會將將與與家家
庭庭醫醫學學會會合合辦辦，，主主題題定定為為「「台台灣灣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研研究究的的過過去去、、
現現在在與與未未來來」」，，並並邀邀請請溫溫啟啟邦邦教教授授作作專專題題演演講講。。

提提案案六六：：變變更更會會址址（（秘秘書書處處提提案案））

說說明明：：變變更更會會址址至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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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致
德德樓樓 RR22】】 台台北北榮榮總總 家家庭庭醫醫學學部部。。

決決議議：：照照案案通通過過。。

伍伍、、臨臨時時動動議議：：

一一、、統統計計會會員員繳繳納納常常年年會會費費現現況況，，發發現現有有長長期期缺缺繳繳者者。。（（秘秘書書處處））
說說明明：：依依本本會會章章程程規規定定，，連連續續兩兩年年未未繳繳納納會會費費者者視視同同自自動動退退會會。。

決決議議：：建建議議於於會會員員大大會會提提案案修修改改章章程程第第九九條條、、第第十十條條，，將將自自動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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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退會會改改為為停停權權，，待待補補繳繳會會費費後後恢恢復復會會員員權權利利。。

二二、、本本會會入入會會條條件件須須有有研研究究論論文文，，考考慮慮許許多多開開業業醫醫師師雖雖無無研研究究論論
文文，，但但實實際際從從事事 PPGGYY 醫醫師師之之教教學學指指導導，，有有教教學學之之事事實實，，應應將將
「「教教學學資資歷歷」」也也列列入入入入會會條條件件。。（（李李孟孟智智監監事事、、陳陳慶慶餘餘監監事事））

決決議議：：本本會會宗宗旨旨本本兼兼具具研研究究及及教教學學兩兩個個部部分分，，但但因因涉涉及及本本會會章章
程程之之修修改改，，將將於於會會員員大大會會提提案案討討論論。。

陸陸、、散散會會

理理 事事 長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