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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親愛的會員及先進： 

感謝大家熱烈參與今年的會員大

會暨學術研討會！為廣納會員及維護

會員的權益，此次會員大會通過了本會

組織章程的修改，連續二年未繳納會費

之會員可在補繳後恢復會員權利，另

外，章程中增加實際從事家庭醫學臨床

教學工作的基層診所及非教學醫院醫

師也能經過推薦而加入本會，讓本會更

能廣納同道，齊心為家庭醫學的教育研

究而努力。 

今年的會員大會，我們總共有十位

優秀的會員（周稚傑、林忠順、賴文恩、

陳晶瑩、姚建安、詹其峰、黃志芳、林

文元、羅慶徽、楊宜青）通過院士資格

於大會中接受院士授袍儀式，十分隆

重，代表他們對台灣家庭醫學傑出之貢

獻受到肯定，也希望其他會員踴躍提出

申請。 

今年年初之理監事會中，陳慶餘教授

提出家庭醫學之主管培訓構想，本會隨

即於今年9月7日與台灣家庭醫學醫學

會於成大合辦家庭醫學主管領導能力

之培訓，內容十分精彩，參加者十分踴

躍，希望這些主管或即將接任主管之新

秀能一起加入本學會，共同為台灣家庭

醫學之教育研究來努力。 

此次的薪火相傳人物專訪人物為

台大醫院的梁繼權教授。在專訪中除了

回顧梁教授由香港隻身來台的求學過

程，如何不斷轉換研究領域和興趣，從

科學到人文再轉向醫學教育，梁教授表

現出了從事家庭醫學者的最大特色，那

就是充滿好奇去涉獵各項領域，勤學而

具有探究的精神，才能在多面向都兼具

深度及廣度。 

台灣家庭醫學發展至今人才濟濟，在各

領域都有傑出的表現，希望大家繼續同

心協力共創未來。  

各會員若有相關資料訊息及建

議，請 e-mail 至本學會電子信箱 : 

tcfp2001@gmail.com。 

  

  

  

  

  

11..  本本學學會會於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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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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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110022年年 99月月 77日日與與台台灣灣家家庭庭醫醫學學醫醫

學學會會、、成成大大醫醫院院  家家庭庭醫醫學學部部合合辦辦

【【家家庭庭醫醫學學主主管管領領導導能能力力培培訓訓】】研研

討討會會。。  

  

  

11..  經經 110022 年年 0077 月月 1144 日日第第五五屆屆第第二二次次

會會員員大大會會修修正正，，內內政政部部 110022 年年 99 月月

2244 日日台台內內團團字字第第 11002200331111770022 號號函函

同同意意備備查查。。  

修修改改本本會會修修改改本本會會組組織織章章程程：：  

((11))第第二二章章第第七七條條第第一一款款  會會員員入入會會

申申請請資資格格……，，加加入入第第 33 項項「「具具備備

中中華華民民國國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科科專專科科醫醫師師證證

書書，，從從事事非非教教學學醫醫院院或或基基層層診診所所

之之基基層層醫醫療療服服務務至至少少十十年年，，參參與與

家家庭庭醫醫學學臨臨床床教教學學工工作作期期間間五五年年

以以上上，，經經兩兩位位會會員員推推薦薦者者。。」」  

((22)) 第第二二章章第第九九條條   繳繳納納會會費費規規

定定……，，將將「「會會員員連連續續二二年年未未依依章章

程程規規定定繳繳納納會會費費者者視視為為自自動動退退

會會」」修修改改為為「「會會員員連連續續二二年年未未依依

章章程程規規定定繳繳納納會會費費者者予予以以停停權權，，

待待補補繳繳會會費費後後恢恢復復會會員員權權利利」」。。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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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月月月月底底底底底底底底之之之之之之之之前前前前前前前前繳繳納納，，俾俾利利

會會務務進進行行。。  
  

  

  

  

  

  

  

  

  

  

  

  

  

  

  

  

  

  

  

  

  

  

  

  

  

  

  
  

  
  

11..  林林憶憶婷婷（（會會員員編編號號：：00221122））  

（（高高雄雄醫醫學學大大學學中中和和醫醫院院  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科科  主主治治醫醫師師））  

22..  陳陳靜靜宜宜（（會會員員編編號號：：00221133））  

（（高高雄雄長長庚庚醫醫院院  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科科  主主治治醫醫師師））  

台台台台台台台台灣灣灣灣灣灣灣灣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庭庭庭庭庭庭庭庭醫醫醫醫醫醫醫醫學學學學學學學學教教教教教教教教育育育育育育育育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究究究究究究究究學學學學學學學學會會會會會會會會  

會會會會會會會會訊訊訊訊訊訊訊訊電電電電電電電電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報報報報報報報報  

22001133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夏夏夏夏夏夏夏夏季季季季季季季季號號號號號號號號  

發發  行行  人人：：黃黃信信彰彰  

編編輯輯策策劃劃：：林林佳佳玲玲  

秘秘書書處處：：  
秘秘  書書  長長：：劉劉瑞瑞瑤瑤  
副副秘秘書書長長：：楊楊逸逸菊菊、、唐唐憶憶淨淨、、周周明明岳岳、、葉葉日日弌弌  
秘秘        書書：：林林佳佳玲玲  

EE -- mm aa ii ll::  ttccffpp22000011@@ggmmaaiill..ccoomm    
WW ee bb ss ii tt ee::  hhttttpp::////wwwwww..ttccffpp..oorrgg..ttww//  

電電話話：：((0022))22887711--22112211##77445588,,##77446600  
傳傳真真：：((0022))22887755--77117766  

地地址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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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致德德樓樓 RR22】】  

劃劃撥撥帳帳號號：：1188442288554488  

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息息息息息息息息        

課課課課課課課課程程程程程程程程活活活活活活活活動動動動動動動動        

理理理理理理理理事事事事事事事事長長長長長長長長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候候候候候候候候

歡歡歡歡歡歡歡歡迎迎迎迎迎迎迎迎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會會會會會會會會員員員員員員員員        

恭恭恭恭恭恭恭恭        賀賀賀賀賀賀賀賀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屆屆屆屆屆屆屆屆（（（（（（（（110022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台台台台台台台台灣灣灣灣灣灣灣灣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庭庭庭庭庭庭庭庭醫醫醫醫醫醫醫醫學學學學學學學學教教教教教教教教育育育育育育育育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究究究究究究究究學學學學學學學學會會會會會會會會院院院院院院院院士士士士士士士士  

（（依依會會員員編編號號順順序序排排列列）） 

周稚傑、林忠順、賴文恩、 

陳晶瑩、姚建安、詹其峰、 

黃志芳、林文元、羅慶徽、楊宜青。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屆屆屆屆屆屆屆屆（（（（（（（（110022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青青青青青青青青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學學學學學學學學者者者者者者者者優優優優優優優優秀秀秀秀秀秀秀秀論論論論論論論論文文文文文文文文獎獎獎獎獎獎獎獎  

第一名：陳育群 

第二名：黃獻樑 

第三名：葉姿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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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屆第五屆第五屆第五屆(110022年年年年)青年優秀論文獎青年優秀論文獎青年優秀論文獎青年優秀論文獎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陳育群陳育群陳育群陳育群 醫師醫師醫師醫師 

第五屆第五屆第五屆第五屆(110022年年年年)青年優秀論文獎青年優秀論文獎青年優秀論文獎青年優秀論文獎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 黃獻樑黃獻樑黃獻樑黃獻樑 醫醫醫醫師師師師 

第五屆第五屆第五屆第五屆(110022年年年年)青年優秀論文獎青年優秀論文獎青年優秀論文獎青年優秀論文獎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葉姿麟葉姿麟葉姿麟葉姿麟 醫師醫師醫師醫師 

第五屆第五屆第五屆第五屆 院士院士院士院士 林忠順林忠順林忠順林忠順 醫師醫師醫師醫師 

第五屆第五屆第五屆第五屆 院士院士院士院士 楊宜青楊宜青楊宜青楊宜青 醫師醫師醫師醫師 第五屆第五屆第五屆第五屆 院士院士院士院士 林文元林文元林文元林文元 醫師醫師醫師醫師 

第五屆第五屆第五屆第五屆 院士院士院士院士 詹其峰詹其峰詹其峰詹其峰 醫師醫師醫師醫師 

第五屆第五屆第五屆第五屆 院士院士院士院士 黃志芳黃志芳黃志芳黃志芳 醫師醫師醫師醫師 

第五屆第五屆第五屆第五屆 院士院士院士院士 姚建安姚建安姚建安姚建安 醫師醫師醫師醫師 

第五屆第五屆第五屆第五屆 院士院士院士院士 周稚傑周稚傑周稚傑周稚傑 醫師醫師醫師醫師 

第五屆第五屆第五屆第五屆 院士院士院士院士 陳晶瑩陳晶瑩陳晶瑩陳晶瑩 醫師醫師醫師醫師 
第五屆第五屆第五屆第五屆 院士院士院士院士 賴文恩賴文恩賴文恩賴文恩 醫師醫師醫師醫師 

第五屆第五屆第五屆第五屆 (110022年年年年) 院士院士院士院士 頒獎人頒獎人頒獎人頒獎人/得獎人得獎人得獎人得獎人 大合影大合影大合影大合影 

      111000222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暨暨暨暨暨暨暨暨會會會會會會會會員員員員員員員員大大大大大大大大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活活活活活活活活動動動動動動動動花花花花花花花花絮絮絮絮絮絮絮絮--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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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黃理理事事長長與與我我們們一一群群可可愛愛的的工工作作伙伙伴伴們們～～  

      110022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暨暨暨暨暨暨暨暨會會會會會會會會員員員員員員員員大大大大大大大大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活活活活活活活活動動動動動動動動花花花花花花花花絮絮絮絮絮絮絮絮--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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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薪薪薪薪薪薪薪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相相相相相相相相傳傳傳傳傳傳傳傳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物物物物物物物物專專專專專專專專訪訪訪訪訪訪訪訪        

  

  

  

  

  

  

  

  

  

  

  

  

  

  

突如其來的生離死別突如其來的生離死別突如其來的生離死別突如其來的生離死別             
成就悲天憫人的胸懷成就悲天憫人的胸懷成就悲天憫人的胸懷成就悲天憫人的胸懷     

中日戰爭期間，家鄉大饑荒，梁父

隻身避難至香港，梁繼權教授誕生於香

港九龍半島。雖然環境艱苦，但是梁父

梁母開明的個性造就了梁教授日後面

對各種挑戰仍勇往直前的性格。雖不至

於像父祖輩那樣直接經歷了戰亂，但是

梁教授的幼年生活仍是處於戰後貧窮

不穩定的年代。約在文革前後期間，約

莫是梁教授小學時期，當時香港出現許

多異議份子持脫離英國想要回歸大陸

的口號，並在街上放置許多隨時會引爆

的土製炸彈，英國政府花了一年多的時

間才弭平這場暴動，對梁教授而言雖不

至於影響上課，但是留下放學時就要趕

緊回家不可在街上逗留的印象。。  

年幼的梁教授，經歷了人生中兩場

親人離世的悲慟。與梁教授也同住一 

 

 

 

 

 

~~~~~~--專專專專專專專專訪訪訪訪訪訪訪訪        梁梁梁梁梁梁梁梁繼繼繼繼繼繼繼繼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授授授授授授授授 

 

 

 

 

 

 

 

 

 

 

 

 

 

 

 

起、非常親近的姑婆在梁教授小學三年

級時生病離世，雖然印象不是很深，但

是參加喪禮的過程包括跪拜、燒香等等

儀式梁教授是稍微記得起來的。不料，

梁父在梁教授小學五年級時辭世。短短

幾年之內遭逢兩位親人辭世，對於年幼

的教授而言，生死教育似乎比其他同齡

的小孩還要早開始了。面對家裡突然遭

逢變故，梁母不但一肩挑起養育 5名子

女的重擔，同時也須兼顧家裡的生意。

雖然如此，艱苦的環境卻是讓人磨練出

毅力與鬥志，對於梁教授而言，母親是

一位雖平凡但是偉大的女性；而對於父

親的印象，至今能夠回想起的是嚴厲的

打罵教育了。因為父親的辭世，讓小時

候的梁教授比一般人更早面臨生死議

題，身為家中長子又是唯一男孩子的梁

醫師須全程至佛寺參與喪禮，嚴肅哀悽

的過程震撼了梁教授的幼小心靈。因為

實在是太過於震撼了，對於生死懵懵懂

懂的他，一度也拿起身邊的佛經閱讀，

仿佛也看破紅塵。後來，梁教授雖不至

於看破紅塵，但是這樣的人生經驗在後

來照顧安寧病房的病人時，心頭又浮上

這似曾相識的感覺，梁教授說自己花了

很多年才逐漸克服當初的人生經驗與

情緒波動。在安寧病房中，從病人與家

屬的生死經驗來反芻看待自己的經

驗，每每總有不同的收穫，不斷地自我

成長。梁教授有感而發地說：「若是只

有從病人家屬的生死來學習，似乎總是

隔著一層隔閡，因為自己有類似的經

驗，從自己的經驗開始但是從不同的角

度再度出發，收穫又更多了。」  

  

 

把握因緣際會把握因緣際會把握因緣際會把握因緣際會                         
未來未必是想像中的夢未來未必是想像中的夢未來未必是想像中的夢未來未必是想像中的夢 

中學生時代的梁教授，是一名喜歡

涉獵各種事物的學生，尤其在科學與工

藝更是興致盎然，喜歡自己動手做一些

小模型小遊戲的他，還曾拿著自製的望

遠鏡尋找宇宙裡的各種星座呢。甚至當

時受到美國人阿姆斯壯登陸月球的壯

舉影響，一度懷抱著浪漫憧憬希望將來

自己能夠到 NASA 製作火箭呢！但是

高中時代不怎麼喜歡唸書的梁教授，在

畢業時申請不到理想的大學（當時香港

只有香港大學、中文大學、以及浸信會

辦的私人大學）的情況下，同時受到同

儕王英偉醫師（現任慈濟大學人文醫學

科主任）的影響，於是決定來台灣念醫

科。不過當時連考試相關內容與範圍都

不太了解的梁教授笑說，那個時候就是

憑著一股傻勁來考試了，可惜成績沒有

王英偉醫師那麼優秀一次就考取台大

醫科。考得不理想的梁教授，先進入位

於台北蘆洲的僑大先修班就讀一年。於

民國 64年，梁教授第一次離開香港，

遠走他鄉來到台灣唸書，雖然教科書的

內容也是中文，但是梁教授到了台灣才

開始聽講國語，雪上加霜的是，有些老

師的鄉音實在太重，梁教授回憶起來這

一年的學習生涯簡直是痛苦萬分。況且

台灣與香港的學制也不大相同，來台灣

不但要適應新環境，且在沒有退路的情

形下，梁教授心想只能好好地拼出成績

梁繼權教授，一個在香港出生因緣際會來到台灣長大的孩梁繼權教授，一個在香港出生因緣際會來到台灣長大的孩梁繼權教授，一個在香港出生因緣際會來到台灣長大的孩梁繼權教授，一個在香港出生因緣際會來到台灣長大的孩
子，一個永遠不自我設限勇於挑戰的夢想家，一個試著打開子，一個永遠不自我設限勇於挑戰的夢想家，一個試著打開子，一個永遠不自我設限勇於挑戰的夢想家，一個試著打開子，一個永遠不自我設限勇於挑戰的夢想家，一個試著打開
醫病溝通窄門的思想家，一個想要重建醫病互信的醫學教育醫病溝通窄門的思想家，一個想要重建醫病互信的醫學教育醫病溝通窄門的思想家，一個想要重建醫病互信的醫學教育醫病溝通窄門的思想家，一個想要重建醫病互信的醫學教育
家，一個深深體認醫學教育重要而進行重要改革的擘畫者，家，一個深深體認醫學教育重要而進行重要改革的擘畫者，家，一個深深體認醫學教育重要而進行重要改革的擘畫者，家，一個深深體認醫學教育重要而進行重要改革的擘畫者，
這就是梁繼權先生。這就是梁繼權先生。這就是梁繼權先生。這就是梁繼權先生。    

 

口口述述：：梁梁繼繼權權教教授授  

整整理理：：李李雅雅萍萍醫醫師師、、盧盧佳佳文文醫醫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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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台灣無親無故的他，每當夜晚心

裡湧起思鄉情緒時仍不禁落淚。懷著只

能前進不能後退的必勝決心，梁教授以

先修班第三名畢業之姿，於民國 65年

順利分發至台大醫科就讀。這段經歷是

梁繼權教授人生中非常重要的轉捩

點。回首當初為何會選擇唸醫的心路歷

程，梁教授認為或多或少都還是會受到

現實考量的影響，而醫師是一個無論在

太平時代或是戰亂時代都還算是個穩

定的行業吧，開明先進不給梁教授任何

壓力的梁母也尊重教授當初的決定，放

得下家中唯一的男孩子隻身來到台灣

求學打拼。 
      

 

依循自己的熱情依循自己的熱情依循自己的熱情依循自己的熱情                 
創造屬於自己的道路創造屬於自己的道路創造屬於自己的道路創造屬於自己的道路 

大學時期的梁繼權教授，也是醫學

院足球隊的一份子唷！（編者，同時也

是梁教授的後輩的我們大嘆不可思

議！），雖然足球踢得不好，但是因為

醫足隊裡許多夥伴也是僑生，所以讓梁

教授有種歸屬感。踢過數次醫光盃足球

賽的梁教授，非常懷念當年和大家一同

在球場上打拼流汗的日子，尤其是每年

暑訓的時光，實踐了團隊合作的精神。

當初也在台大醫足隊現在仍同在台大

醫院服務的還有簡雄飛醫師（當時是球

隊管理）與廖漢文醫師（當時是醫足隊

長），梁醫師笑說當時建立的球隊人脈

到後來行醫時還是有些幫助的，比如說

安排電腦斷層時就會打個電話請廖醫

師幫忙。梁教授笑說他的大學成績一開

始不太理想，倒是在進入五年級的臨床

課程後因為有了興趣才有很好的成

績。這時候開始進入臨床見實習的梁醫

師，跟一般醫師不一樣的他總是喜歡花

很多時間留在病房裡和人互動，還曾發

生梁教授要離開病房了但是病人家屬

希望慰留他的小插曲呢。此外，編者於

此插播一件令人感到幸福的事唷，那就

是梁教授在實習期間於心臟科病房遇

到了當時是病房護士的師母，兩人終於

在梁教授擔任第二年住院醫師時締為

連理。 

民國 72年，大學畢業的梁教授也

面臨選科的抉擇。不過受限於僑生無法

選擇四大科的現實考量，梁教授首先想

申請的是 X 光科，可惜未上，同時受

到王英偉醫師的影響（王英偉醫師此時

已是台大家醫科住院醫師），故二招時

選擇當時一招未滿、又是一個新興的科

別─「家庭醫學科」，成為台大家醫科

第 5屆的住院醫師。至於為何會選擇家

庭醫學科呢？梁教授打趣著說他這個

人生的第二個轉捩點又與王英偉醫師

脫不了關係！其實對梁教授而言，因為

這樣一個新興科別是充滿無限可能與

自由、且無前人經驗是需要自己摸索的

特質，雖然像申請研究計畫都無法像其

他科別一樣順利甚至是遭遇許多挫折

困難，但是梁教授也不在乎這些困境，

因為科內提供的無限制學習環境讓梁

教授反倒是 enjoy這樣的磨練。雖然篳

路藍縷、跌跌撞撞，但是也就是這樣的

家醫科特點深深吸引了有點不太按牌

理出牌、喜歡自行創作的梁教授。 

當時政府為了改善偏鄉地區的醫

療水平，透過家庭醫學研討會，希望藉

由家庭醫學科醫師來改善偏遠地區醫

療，於是成立澳底社區保健計畫、群醫

醫療執業中心，幾乎每年就會成立一、

二個新的群醫中心。群醫中心就像是現

在的衛生所，但當時的衛生所多是總統

牌醫師駐守，是故當時陳拱北教授、謝

博生院長與高醫謝獻臣院長等人研究

如何改善偏遠地區醫療，研議以訓練家

庭醫學科醫師來改善偏鄉地區的醫

療，因此成立了第一個實驗計畫－澳底

社區保健計畫。在實驗計畫一舉成功之

後，隨即擴大成立群醫中心，也成立了

家庭醫學科以訓練人才提供偏鄉地區

醫療服務。在群醫中心的輝煌年代，全

台灣共有 165所群醫中心呢。當時台大

家醫科無提供病房服務，主治醫師們也

多半都要去群醫中心執行督導或是門

診等業務，而住院醫師們在訓練階段也

都要去群醫中心支援，畢業後也可分發

至群醫中心。也許是因為畢業後出路不

錯，家醫科就慢慢「紅」了起來。 

梁繼權教授在完成住院醫師訓練

之後，如何成為台大醫院主治醫師也是

一段因緣際會。起初謝維銓教授介紹梁

教授到新成立的私立陽明醫院服務，當

時謝教授的同學陽明醫院謝主任寫好

了封信推舉梁教授，沒想到不過幾天謝

主任自殺過世了。後來，工作無著落的

梁教授，因緣際會地受到戴東原教授

（時任台大醫院家庭醫學科主任）的請

託留下來擔任台大醫院家庭醫學科主

治醫師，梁教授從此就一直留在台大家

醫科，為病人服務，也為台灣的家庭醫

學教育打拼，直到現在。 

 

不抗拒接受任何的可能不抗拒接受任何的可能不抗拒接受任何的可能不抗拒接受任何的可能             
享受從無到有的學習歷程享受從無到有的學習歷程享受從無到有的學習歷程享受從無到有的學習歷程 

「我從小的興趣是做模型，高中那

年阿姆斯壯登陸月球，我親手做望遠

鏡，每天晚上望向天際……」教授笑著

說「我喜歡思考、邊做邊學，看著一件

事物從無到有就是最大的成就。」這樣

的個人特色與因緣際會，讓教授留在了

台大家醫科，一個全新的科部，草創的

時期，沒有內、外科既定的學習框架，

沒有絕對的準則可以跟隨，卻也充滿著

挑戰性與自由度。踏實如我晚輩所識，

教授說「仔細用心地思考，想像這個科

部需要甚麼 應該設計甚麼，就努力放

手去做來實踐它。」而許多的制度也就

這樣從零開始，摸索、建造、改革，直

至今日我輩之所見。 

這放手去做、不畏學習與改變的

心，讓教授的行醫生涯幾經轉捩、豐碩

累累。起初在謝博生教授的留任之下，

教授成為國立台灣大學的校醫並兼任

家醫部主治醫師，幾年校醫生涯後，教

授轉為專任的台大主治醫師。教授說其

實他一開始不喜歡人文、心理、社會的

領域，滿腦子反而都是科學研究，不太

重視那些無法被科學驗證的 soft 

science。但是後來慢慢遇到一些心理社

會有異狀的病人之後，才對精神心理有

興趣，同時也下了不少苦工，花了許多

時間替這些病人治療。剛開始也因為家

醫科才剛起步，診間病人也不多，在壓

力並不是很大的情況下，可以花較多時

間與病人深談。民國 79年，教授到美

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深造一年獲得公

衛學位，回國之後也熱心於流行病學，

進行健康評估的相關研究；之後，轉而

熱衷於心理學與行為學，「倒也不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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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特殊的臨床事件衝擊，而是臨床資

歷越累積，越感受到科學之外的無

限」，當時也恰巧遇到安寧緩和病房的

開設，「照顧安寧病人時會有經驗的反

芻，想起兒時姑婆與父親的辭世，沒有

真正經歷過生死，光是看病人和家屬的

生死是很難處理這情緒的轉折」；這段

期間，教授涉獵了大量臨床心理學的文

獻書籍，瞭解心理學研究方法，恰巧奠

定之後邁入醫學教育改革的基石。以至

於後來謝博生院長想做有關人文方面

的議題時，梁教授是非常有興趣加入

的，乃至於在家醫科開辦「同理心訓

練」，「反思小組」等課程。 

研究領域從科學到人文，後來轉向

醫學教育，梁教授認為是因為接觸病人

愈多，愈發現這些人文社會的問題，直

到深入了解之後才能體會人文社會是

有其體系與系統的，當初只是因為自己

的不了解而認為它不科學。後來則是因

為加入謝博生院長參與醫學教育改

革，研究方向也漸漸轉往醫學教育。「所

以呀，不要太侷限興趣，各種方面都要

嘗試，當能力具備了，機會來臨時就可

以跟得上腳步。」教授不忘勉勵著我

們。 
  

誤打誤撞誤打誤撞誤打誤撞誤打誤撞                             
成就醫學教育的一生成就醫學教育的一生成就醫學教育的一生成就醫學教育的一生 

民國 82年，謝博生院長邀請教授

一同加入醫學教育改革的行列。當時推

行 PBL（problem-based learning問題導

向學習）小組教學，起初由四位老師帶

著 30 個學生，每個老師分到 7-8 個學

生，半年後要驗收成果。為了幫助醫學

院的教育改革，謝院長帶著教授到各科

拜訪，說服各科大老們認同。教授回想

「謝院長有一天說，你一年內要寫出三

篇關於醫學教育的研究，並發表。」而

教授也真的如期繳交，之後擔任小班教

學的負責人、研究計劃的主持人，成為

醫學教育改革的中流砥柱。民國 84

年，醫院派小班教學師資群到國外進行

一個月的參訪，也讓教授第一次接觸到

實 證 醫 學 （ EBM, evidence-based 

medicine），當時台灣尚無這個名稱，

教授回憶「雖然只是兩個小時的工作

坊，但絕對是未來醫學教育的主流」。

教授一回國，立刻在晨會介紹給住院醫

師認識，並成立 EBM小組推行。教授

說「我的習慣是開會中間的休息時段就

趕緊記下來會議的重點，要具備敏銳

度，瞭解甚麼是醫學教育之後的發展」

教授每每利用空檔時間振筆疾書，趁記

憶猶新時把國外的先見先聞整理，同時

動腦思考回國後要如何想辦法推廣。

「哇!教授真的好認真」訪問的後輩如

我們不禁深深敬佩。「去做一些別人不

做的事情，感覺少了甚麼就補齊」這樣

的精神來到了民國 93年，教授與郭英

調醫師到美國參加為期一週的工作

坊，介紹住院醫師的六大核心能力，教

授回國後立刻把觀念引進台灣，向醫策

會推薦，而這六大核心能力也成為日後

PGY學員訓練的重點。為了訓練 PGY

種子教師，教授與郭英調醫師上了一年

的課程培育師資，之後再交棒給後進。

喜歡求新求變，不斷嘗試的教授，在民

國 99年又再次被敘事醫學吸引。 

當時，台大邀請敘事醫學的開創

者，來自哥倫比亞大學的 Rita Sharon

教授來演講，她自現象學、心理分析用

敘事的方式來幫助醫學生傾聽、覺察、

反思，學習訴說疾病與臨床事物的能

力。這激起了教授的構想，在民國 99

年於台大家醫科內成立了醫師素養反

思小組，在一週忙碌後的週五晚上與住

院醫師對談，敘說彼此的故事。「起初，

想著典範教學，但要找誰當作典範

呢？」教授思索著，「其實每個人都是

典範，每個人都有足以讓其他人可以去

學習的部分，而每個人身上都有一些是

別人缺乏的，可以從別人身上學習」這

樣的出發點開啟了反思小組的萌芽

期，在分享過程中反思，趁機靜下來好

好思考，有時候不需要別人給你答案反

而在覺察之中自己找出頭緒，反思而不

批判。教授強調「過往的科學訓練下，

醫師不擅於表達情緒，被教導行醫過程

要將情緒抽離，但是遇到一些自己無法

面對的情境時，防禦機轉就把情緒

block（防堵），因為無法處理就不敢把

情緒放進去，反之如果可以訓練情緒處

理就能適當表達、察覺、並管理」，之

後小組繼續成熟茁壯，教授感性地說

「超乎我意料之外的效果是，讓住院醫

師覺得有抒發情緒的效果，同儕間的互

相模仿是快速的，每個人都是典範都值

得學習。有住院醫師回饋說，這個反思

小組，已是他疲憊醫療工作中的心靈雞

湯，在彼此分享中獲得休息與再出發的

力量。」因為這樣豐碩的回饋分享，教

授也在民國 101年集結 20多位住院醫

師的臨床故事，出版了「白袍裡的反思」

一書，醫療始終來自於人性，讓大眾看

到醫師白袍下的內心世界。 

訪問接近尾聲，教授期許著我們

「世界不斷改變，沒有人知道下一刻世

界變成甚麼樣子，現在醫美很夯，再過

十年醫師這行業會變成甚麼樣子沒有

人知道，唯一能力是拿不掉的，不要錯

過任何訓練能力的機會，任何能力都要

去嘗試、都要去擁有，當環境來臨時，

能力是沒有嫌少的。」教授笑著「就像

是到少林寺當學徒，猛一回神，才悟到

掃地就是真功夫」。這就是掌握學習的

技巧與要訣的重要性。 

從問題導向小組教學、實證醫學、

六大核心能力、同理心訓練到素養反思

小組，教授笑著說「我這輩子都是誤打

誤撞，不喜歡教學、不喜歡心理社會、

不喜歡講話，卻當了老師，成了教育的

專家。」而這一切都來自於老師的相信

與嘗試，相信所有的東西透過學習都是

可能的，嘗試生命中所有自我訓練的機

會，做中學(self-learning)，教授就是

PBL的實踐者。 
  

~~          ~~EEnn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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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台台台台台台台灣灣灣灣灣灣灣灣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庭庭庭庭庭庭庭庭醫醫醫醫醫醫醫醫學學學學學學學學教教教教教教教教育育育育育育育育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究究究究究究究究學學學學學學學學會會會會會會會會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屆屆屆屆屆屆屆屆第第第第第第第第二二二二二二二二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會會會會會會會會員員員員員員員員大大大大大大大大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暨暨暨暨暨暨暨暨第第第第第第第第五五五五五五五五屆屆屆屆屆屆屆屆第第第第第第第第四四四四四四四四次次次次次次次次理理理理理理理理事事事事事事事事、、、、、、、、監監監監監監監監事事事事事事事事

聯聯聯聯聯聯聯聯席席席席席席席席會會會會會會會會  

會會會會會會會會議議議議議議議議紀紀紀紀紀紀紀紀錄錄錄錄錄錄錄錄  
  

時時間間：：民民國國一一百百零零二二年年七七月月十十四四日日（（星星期期日日））  下下午午一一時時至至五五時時

三三十十分分  

地地點點：：國國防防醫醫學學院院二二樓樓二二三三教教室室  

出出席席人人員員：：應應出出席席人人數數 113322 人人，，實實際際出出席席 9911 人人（（含含委委託託出出席席 1155

人人））  

主主席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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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林敏敏雄雄、、邱邱泰泰源源、、張張家家禎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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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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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梁繼繼權權、、陳陳恆恆順順、、黃黃國國晉晉、、劉劉文文俊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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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葉日日弌弌副副秘秘書書長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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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監事事：：吳吳至至行行（（出出國國））、、張張智智仁仁、、劉劉宏宏文文（（出出國國））  

委委員員會會主主委委、、副副主主委委：：吳吳晉晉祥祥（（出出國國））  

副副秘秘書書長長：：楊楊逸逸菊菊、、周周明明岳岳  

壹壹、、主主席席致致詞詞：：（（略略））  

貳貳、、頒頒獎獎：：頒頒發發院院士士及及青青年年學學者者優優秀秀論論文文獎獎：：  

第第五五屆屆台台灣灣家家庭庭醫醫學學教教育育研研究究學學會會院院士士：：  

周周稚稚傑傑、、林林忠忠順順、、賴賴文文恩恩、、陳陳晶晶瑩瑩、、姚姚建建安安、、詹詹其其峰峰、、黃黃

志志芳芳、、林林文文元元、、羅羅慶慶徽徽、、楊楊宜宜青青。。  

第第五五屆屆（（110022 年年度度））青青年年學學者者優優秀秀論論文文獎獎：：  

第第一一名名：：陳陳育育群群    第第二二名名：：黃黃獻獻樑樑    第第三三名名：：葉葉姿姿麟麟。。  

參參、、報報告告事事項項：：會會務務報報告告：：詳詳見見大大會會手手冊冊。。  

肆肆、、提提案案討討論論：：  

提提案案一一：：110011 年年工工作作報報告告及及收收支支決決算算表表等等財財務務報報表表、、110022 年年工工作作

計計畫畫及及收收支支預預算算表表、、110033 年年預預算算表表。。（（秘秘書書處處提提案案））  
決決議議：：通通過過。。  

提提案案二二：：學學會會組組織織章章程程修修編編：：（（秘秘書書處處提提案案））  

說說明明：：  

((11))  修修改改本本會會組組織織章章程程第第二二章章第第七七條條第第一一款款  會會員員入入會會申申請請

資資格格……，，加加入入第第 33 項項「「具具備備中中華華民民國國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科科專專科科醫醫

師師證證書書，，從從事事非非教教學學醫醫院院或或基基層層診診所所之之基基層層醫醫療療服服務務至至

少少十十年年，，參參與與家家庭庭醫醫學學臨臨床床教教學學工工作作期期間間五五年年以以上上，，經經

兩兩位位會會員員推推薦薦者者。。」」  

((22))  修修改改本本會會組組織織章章程程第第二二章章第第九九條條   繳繳納納會會費費規規定定……，，將將

「「會會員員連連續續二二年年未未依依章章程程規規定定繳繳納納會會費費者者視視為為自自動動退退

會會」」修修改改為為「「會會員員連連續續二二年年未未依依章章程程規規定定繳繳納納會會費費者者予予

以以停停權權，，待待補補繳繳會會費費後後恢恢復復會會員員權權利利」」。。  

決決議議：：通通過過。。  

提提案案三三：：本本會會「「瑪瑪里里士士青青年年學學者者優優秀秀論論文文獎獎」」改改為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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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秘書書處處提提案案））  

決決議議：：通通過過。。  

提提案案四四：：審審核核新新申申請請入入會會會會員員二二位位：：（（秘秘書書處處提提案案））  
林林憶憶婷婷（（高高雄雄醫醫學學大大學學附附設設中中和和醫醫院院））、、陳陳靜靜宜宜（（高高雄雄長長

庚庚醫醫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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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伍、、臨臨時時動動議議：：  

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的的訓訓練練要要順順應應社社會會的的變變遷遷及及挑挑戰戰，，因因應應高高齡齡化化社社會會的的

到到來來，，建建議議家家庭庭醫醫師師的的養養成成訓訓練練要要加加入入老老年年醫醫學學的的次次專專科科訓訓

練練，，也也希希望望未未來來各各家家庭庭醫醫學學的的教教學學醫醫院院都都能能訓訓練練出出老老人人醫醫學學的的

專專科科醫醫師師。。（（提提案案人人：：陳陳慶慶餘餘常常務務監監事事））  

決決議議：：通通過過。。  

陸陸、、散散會會。。（（下下午午五五點點三三十十分分））  

  

理理  事事  長長  

  

  

會會會會會會會會議議議議議議議議記記記記記記記記錄錄錄錄錄錄錄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