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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多位好夥伴討論學校和醫院未來發展的藍圖，往往入夜後才離開醫院。有一天，我抬頭向上看，每個病房的

窗戶都亮著燈，燈海浩瀚，輝映著夜色，心中頓生感觸。

病房裡的每一盞燈都亮著一個或數個病人的痛苦，也代表著一個甚至更多人對健康的渴求，對生命的希望，日復

一日承載這樣的重量，身為醫療工作者的我們必須自問，還能為病人多做一些什麼？能做得更好嗎？我們是不是已經

盡了最大的努力？

敬祝中西整合醫學會全體會員新春愉快、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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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說員工是醫院最珍貴的資產，在全體員工的

分工合作下，本院一天比一天好，正跨著穩健的步

伐，朝國際級醫學中心的既定目標邁進。五權院區明

年落成後，整體氣勢將更加磅礡，從五權路至健行路

之間的學士路段，六棟醫療大樓矗立，屆時醫院人員

和病患、家屬來來往往的身影交織得益發頗繁，不僅

進一步帶動地方繁榮，我們也將為民眾擔負起更多、

更先進的醫療任務。

    這是三十多年前的我無從想像的畫面。當時，我

還是剛進入本校醫學系就讀的鄉下孩子，學校四周盡

是稻田，也沒有屬於自己的附設醫院。但是，萬丈高

樓平地起，在大家長期的辛勤耕耘下，我們不但開創

了新局，並且要從更宏觀的角度來賦與她更豐富的內

涵。

    我喜歡用爬山來比喻這種追求卓越的精神。醫療

是一座無限高的山，儘管我們披荊斬棘，即將爬到半

山腰，然而與頂峰還有著迢遙的距離，如果這時候熱

情冷卻了，動力匱乏了，腳步怠惰了，後來的登山客

很快就會超越我們。一旦被超越，很難再搶回優勢，

我們看到的將是別人腳下揚起的塵土，而非繚繞峰頂

的白雲。

    這是一個知識爆炸，科技一日千里的時代，全

世界都在向前飛躍，向上成長，例如香港、新加坡大

舉投資醫療教育，芬蘭、荷蘭、愛爾蘭的提升速度也

令人刮目相看，身為地球村的一份子，若不能審時度

勢，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絕非危言聳聽。

    時值26週年院慶的前夕，我想向全體員工公布

本院未來的發展藍圖，希望全體員工發揮團隊精神和

旺盛的企圖心，各司其職，各盡其責，和醫院一起向

目標開步走，讓我們共同寫下輝煌的一頁。

    本院的發展藍圖分成近程、中程和長程。今後

一至三年內的近程目標呼之欲出，大家看見了嗎？分

子醫學中心今年剛成立；癌症中心、外傷暨急重症中

心、腦中風中心明年問世；後來的壓軸大作則是心臟

血管中心。

    四個中心都是針對威脅廣大國人的傷病，進行完

善的醫療資源整合，提供患者有效而周全的治療。醫

療最重要的關鍵是人，醫院在這方面的付出可說是不

惜血本，從去年開始，積極送表現優異的醫師出國「

取經」，為了他們沒有經濟上的後顧之憂，可以專心

學習高深的醫術，每送出一位醫師，醫院提供180萬

元經費。我原本希望醫院一年送30人（含非醫師的員

工同仁）出國進修，因為受限於準備工作，目前只能

送出10人，但願日後可以增加。我相信這批「種子部

隊」學成回院服務，撒下的一把把種子，終將在這塊

園地開花結果。

    最近，中國醫療體系多位一級主管，包括陳志毅

副院長、周德陽副院長、林璨副院長、陳瑞杰副院長

和蔡崇豪主任等，也分赴美國頂級的癌症中心、腦中

風中心、外傷暨急重症中心等多處參訪，作為我們陸

續成立相關治療中心和加強預防醫學的借鏡。號角聲

響起，整個醫院都動起來了。

沒有學校就沒有附設醫院，兩者是臍帶相連，休

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因此未來的四至七年，中程發

展重點放在學校。上海交通大學今年列出世界排名前

500所的大學，台大是第181名，成大327名、清華

328名、交大435名、陽明436名，名單裡沒有中國醫

藥大學，但是沒關係，我們與其空自嗟歎，不如急起

直追。

    學校要躋身世界500大，必須具備良好的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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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所以我們將採取校院合作模式，強化上述幾個

中心的臨床教學水準，並致力基礎研究，齊頭並進，

提高本校在國際上的能見度。以洪明奇董事帶領的分

子醫學中心為例，洪董事是美國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症

中心分子細胞腫瘤學系主任，安德森癌症中心是世

界首屈一指的癌症研究機構，一年發表的論文多達

1886篇，洪董事已表示將把安德森所有的軟硬體設

備複製到本校，打造優質研究環境，培育優秀研究人

才，激發創新的研究成果。

    我是苦幹實幹型的人，相信事在人為，只要董

事會、學校和醫院充分配合，本校在未來10年內必能

躋身世界排名前500所大學之名，在近程、中程目標依

序實現後，學校和醫院相輔相成，也可望在7年內成為

國際一流的中西醫學中心，這正是我們心之所繫的目

標。

    一步一腳印，我不會讓時間空轉。很多朋友問

我，為什麼要給自己這麼大的壓力，輕鬆一點不好

嗎？坦白告訴大家，我的生活十分簡單，一天工作

12至14個小時，為的不是個人名利，而是基於一份十

使命感，使命感令我樂於工作。

    我從求學時代就一直想做點有意義的事，高中參

加天主教百達山地服務隊，寒暑假到屏東山上從事社

會服務，大三那年在本校發起成立慈幼社，關心育幼

院的孤苦兒童。行醫以後，我期許自己能替母校盡份

心力，不讓學弟學妹們再吃我們過去吃的苦，能夠在

優良的教學環境中學習如何做一位好的醫療工作者。

    舉最簡單的例子來說好了，三十多年前，學校財

務不是很充裕，醫療教學資源幾乎都在台北，許多老

師只有周六、周日才能到台中指導我們，不得已，我

們只好趁別人放假時上課，在夾縫中受教的滋味，並

不好受。此外，由於沒有自己的附設醫院，不得不設

法向其他醫院尋求實習和接受住院醫師訓練的機會，

寄人籬下，自有另一番感受。

    如今，這些已成歷史。本校現有近8000名學

生，中國醫療體系內的醫院有4600多名員工，光是附

設醫院台中本部就有1700張住院病床，門診一天七、

八千人，如此龐大的規模，每天與數萬人的生活產生

緊密的連結，我們怎能不竭盡所能的為大家打造更好

的明天？

    在這個幫病人與生命奮鬥的地方，一切工作都須

要員工們協助進行，否則再偉大的藍圖也不過是廢紙

一張，因此我們在追求卓越的同時，從來沒有忘記員

工的需求。

    近年來，國內不少醫院為了因應現狀，分別實施

減薪政策，本院非但沒有減薪，還在設法增加員工福

利，例如研究提高專業津貼和績效獎金的可行性，著

手規劃將退休辦法與保險結合，醫院為所有主治級以

上的醫師投保意外險，未來是否能夠擴及所有員工，

相關方案也在評估中。

    以病人為尊，以員工為重，以醫院為榮，我始終

這麼想，也正在這麼推動，大家的心血化為一點一滴

的蛻變，將讓中國醫藥大學暨附設醫院從內到外展現

不一樣的風貌。  （轉錄自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國

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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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思標 名譽理事長會中提問題討論▲ 陳維昭 理事長

▲ 主持人黃怡超 教授 ▲ 張正廣 醫師專題演講

九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在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101講堂舉辦 "中醫對內科疾病實證醫學探討研討會" ，研

討會中邀請徐新政醫師主講「中醫方藥對高血壓實證醫學探討」、蔡嘉一醫師主講「中醫方藥對高血脂實證醫學

探討」、李育臣醫師主講「中醫方藥對腸胃疾病實證醫學探討」、張世良博士主講「中醫方藥對糖尿病實證醫學探

討」、葉家舟醫師主講「中醫方藥對氣喘實證醫學探討」、楊中賢醫師主講「中醫方藥對過敏性鼻炎實證醫學探

討」。

九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聯合台灣醫學週台灣聯合醫學會及世界內科醫學會在台北舉行學會，本學會在台北國際會

議中心（202）會議室舉辦"中西醫整合現況與發展研討會" ，邀請有鐘文冠醫師主講「慢性腎炎辨病症證論治」、張

正廣醫師主講「中醫藥對癲癇可能的助益」、何豐名醫師主講「中西醫學心臟血管最新發展概況」、高尚德醫師主講

「慢性C型肝炎中醫治療文獻探討」。

學術研討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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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討會會員報到簽名▲ 主持人高尚德 教授

▲ 會員專心聆聽演講 ▲ 會員專心聆聽演講

▲ 曾劍奎 醫師專題演講▲ 林宜信 主任委員致詞

接著九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在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六樓第二講堂舉辦"中醫對婦科疾病實證醫學探

討研討會" ，邀請黃育成主任主講「中醫方藥在子宮內膜異位症實證醫學探討」、趙家瑩副院長主講「中醫方藥

在更年期症候群實證醫學探討」、蔡真真醫師主講「中醫方藥在痛經實證醫學探討」、吳俊賢醫師主講「中醫方

藥在骨盆腔炎實證醫學探討」、陳彥霖主任主講「中醫方藥在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實證醫學探討」、曾劍奎醫師主

講「中醫方藥在不孕症實證醫學探討」。參加之中西醫師相當報名踴躍，會中就各問題討論非常熱烈，參與者都

感覺到收獲頗多，研討會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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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育成 醫師專題演講 ▲研討會會員報到簽名

中西整合醫學會第六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記錄

案由一：中西整合醫學雜誌編輯委員更新，提請

討論案

提案者：本會祕書處

決議：1.發行人：陳維昭。

2.顧問：楊思標、黃明和、蔡長海。

3.總編輯：陳榮洲。

4.執行編輯：王人澍、李春興、張永勳、張恒鴻、

張曼玲、蘇奕彰。

5.編輯委員：王煌輝、何豐名、沈建忠、林宜信、

林國瑞、高尚德、張永賢、張正廣、張文正、許堯

欽、陳明豐、陳建仲、陳建霖、梁永昌、曾國烈、黃

中一、黃怡超、葉偉成、楊緒東、賴基銘、謝慶良、

鐘文冠

6.編輯助理：許美華。

案由二：95年11月台灣醫學週台灣聯合醫學會學

術演講規劃，提請討論案

說明：1.已租台北國際會議中心會議室(202)11月

12日下午時段。

2.歐洲中醫研習團因故，延至明年4月左右來台。

提案者：本會祕書處

決議：研討會主題暫定「中西醫整合現況與發

展」，邀請張正廣常務理事演講神經醫學相關專題，

張永賢常務理事演講針灸相關專題，陳榮洲理事演講

婦科相關專題，何豐名理事演講心臟相關專題。

案由三：擬成立各專科醫學組，消化、腎病、胸

腔、過敏免疫風濕、神經、內分泌、婦科、小兒科、

心臟、並聘任各組組長，提請討論案

提案者：本會祕書處

決議：1.消化-王煌輝理事，腎病-鐘文冠理事，胸

腔-夏德椿醫師，過敏免疫風濕-蘇奕彰理事，神經-張

正廣常務理事，內分泌-陳榮興醫師，婦科-陳建霖醫

師，心臟-何豐名理事。

2.取消小兒科。

3.新增：腫瘤科-陳榮洲理事，耳鼻喉科-鄭國揚理

事。

4.各組先徵求組員，學會鼓勵各組舉辦活動並給予

支援。

案由四：本會會址是否移至台中中國醫藥大學，



007

中華民國95年12月出刊 4

▲ 討論規劃96年度學術活動▲ 95年12月31日在中國醫藥大學召開學術委員會議

▲ 95年12月31日消化醫學組討論96年學術活動規劃 

 (左：秘書長 高尚德 / 右：消化醫學組組長 王煌輝）    

▲ 95年12月31日消化醫學組座談會討論

      96年學術活動規劃

提請討論案

提案者：本會祕書處

決議： 通過。

伍、臨時動議

一、中西整合醫學雜誌若要成為國際性的前衛雜

誌，並具有學術地位，就需有充足的稿源，稿源的收集

請學術委員幫忙邀請稿件。

提案者：王人澍常務理事

決議：邀請各位會員踴躍投稿，明年把中西整合醫

學雜誌改為半年一期，若稿源充足再改成季刊。

二、楊思標教授等在慈濟大學推動成立中西醫整合

研究所，因師資不足而沒通過，學會應儘量協助解決其

師資不足問題。

提案者：張永賢常務理事

決議：通過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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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6年已到了尾聲，學會在今年度共舉辦了7場研討會，研討會論文集還有剩餘，

6/11「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37本，8/6「針灸對常見疾病實證醫學探討研討會」 31本，

9/24「中醫對內科疾病實證醫學探討研討會」19本，10/22「中醫對婦科疾病實證醫學探討

研討會」 80本，會員可以成本價200元購買，欲訂購上述論文集者，請指名刊物及數量，並

歡迎利用郵政劃撥---- 

     帳號: 21511322        戶名:中華民國中西整合醫學會

     電話：04-22053366-3119   傳真： 04-22077140

（二）學會秘書處於95年12月31日邀請學術委員會及各專科醫學組共同討論規劃96年度學術

活動，訂於96年3月11星期日舉辦年會，公開徵求"口頭報告論文"及"壁報論文"，請會員自

由踴躍參加，學會請專家任審查委員審查，"口頭報告論文"及"壁報論文"之摘要將編入96年

6月之「中西整合醫學雜誌」。

（三）95年12月31日下午召開消化醫學組學術活動籌備座談會，會中決議成立「台灣中西醫

結合消化醫學同好會」，本年度將舉辦四次學術活動，每三個月舉辦一次，第一次學術活動

將於96年4月於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11樓討論室舉行，歡迎對消化疾病有興趣者踴躍

參與並提出病例報告討論。

（四）學會已成立十個專科組，各組已有不少會員加入，現在繼續徵求各組會員，請自由參加

報名，不限參加一組。

（五）依95年第四次理監事會議決議，「中西整合醫學雜誌」自96年度起改為半年刊，請各位

會員踴躍投稿。

（六）本會會址於96年1月1日起移至台中市學士路91號

     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11樓

（七）本會會員，尚未繳交會費之會員，敬請儘速繳交，以俾本會作業，謝謝！

訊 息 快 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