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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三月我與八位醫二十一屆同學及眷屬在
臺北市立醫院昆明院區顏慕庸院長伉儷帶
領下到日本四國旅遊。這是我自高醫畢業後第一
次和同學組團旅遊。我們在精心安排的行程與美
食中，一邊敘舊，一邊分享多年各自在事業中成
長的甘與苦。 最令我感動的是其中一天安排了
瀨戶內海跨島單車行。這是顏同學多次旅遊日本
未盡的心願。為此他邀請同學共襄盛舉。 雖然
這段行程看起來不遠，對工作繁忙沒有習慣騎那
麼長距離腳踏車的同學們是有些挑戰的。途中發
生了一些小事故。專業的同學們即時發揮所長，
互相細心照顧扶持，放下個人的想法，同心以全
體隊員的安危作為最優先考慮，最終全體平安搭
上了最後一班船回到原點。
這次日本行也讓我回想起當年在醫學院求學
時和同學們一起去登五嶽三尖，縱走中央山脈或
是爬武陵四秀的回憶。在那些行程中隊友們一起
克服挑戰，互相扶持股勵，各盡所長，發揮團隊
精神。最難以忘是，單獨在高山行走時能夠盡情
享受沿途美景和沉浸于森林浴，同時挑戰體能極
限與心靈對話，並深知隊友們會互相照應而不會
脫隊。每一次的旅程都深刻體會到隊友之間的愛
心和真誠，至今回味無窮。這是我在高醫求學中
得到最珍貴的經驗之一，也是我畢業後行醫和從
事臨床研究工作時與團隊相處之道。
在核醫專科醫師訓練完成時，很幸運地被錄
用位於紐約州長島的布魯克芬國家研究所
（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從事正電
子斷層掃描器（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的初期臨床研究工作。當時正電子斷層掃描器只
是一種新的人腦研究儀器。布魯克芬國家研究所
的醫學部是最早期接受美國能源部支持這項研究
的少數醫學機構。
隨著能源部加強對正電子掃描儀有關的放射
性示蹤劑（radiotracer）臨床研究的支持，我
們的團隊也從著重初期腦部放射性示蹤劑研究拓

王秉訓 / 醫學系1984年畢

學術類

首

先我要感謝母校師長的厚愛，同學朋友們

的激勵，以及家人的支持，讓我有機會與

各位學弟妹們分享這份榮耀。我同時也要對在爾
灣加州大學的研究及醫療團隊表達我最誠摯的敬
意，沒有這些夥伴的努力，我們的工作與計畫是
無法進行的。
一所大學之所以偉大不在於老師課上的多好
或者是學生有多乖，偉大的大學讓學生在課堂上
及課堂外吸飽養分，畢業後發光發熱，為社會及
人類創造更美好的未來。高醫的校友遍布世界各
▲王俊傑校友(右一)全家福

展 成 腦 影 像 轉 譯 醫 學 研 究 （ translational
research）。轉譯醫學是需要整合跨領域專家團
隊從實驗桌到病床（bench to bed）無縫接軌的
研究。我在大學課外活動學到與同儕無私的團隊
互動的精神，奠定了我如何與研究團隊裡各領域
頂尖的專家們無間隙的合作基礎。化學部的同事
們在新的腦部分子影像放射性示蹤劑的研發初步
成功後，會由動物團隊測試在小白鼠及狒狒腦部
示蹤劑的成像。當他們測試可行後，我的核醫團
隊就測試該示蹤劑在正常人腦部的成像。我們也
把已經驗證過的示蹤劑用來檢驗藥物濫用者腦部
功能的變化。再進一步把從正電子掃描儀取得的
數據和從心理測試，磁共振成像及遺傳分析等各
個團隊得到的數據綜合成科研文章及報告。我們
的團隊利用腦影像轉譯醫學完成了多項在藥物濫
用、注意力缺陷障礙、飲食失調患者和模型動物的
腦部研究計劃。多篇論文被列為腦研究的經典著
作。我們也是把肥胖機制和物質成癮聯結的先鋒。
轉譯醫學研究已經成為當今最重要的醫學研
究方式。如何培養團隊工作精神就是除了從學校
學到醫學知識外，也學習與同儕能夠無私的團隊
互動。尊重彼此專業，敞開心胸，讓隊友發揮專
長和培養真誠的團隊默契。
在此與學弟妹們分享並共勉。

地，有許多醫藥衛生界的中堅，也有院士、國內
外一流大學教授、校長、頂尖醫學中心院長、中
央部會首長、立委、國內外市長、大企業執行
長、社會運動家，以及全國最多的醫療貢獻獎得
主．在醫藥相關領域，高醫人已經做出傑出的貢
獻。各位學弟妹們，你們將來都是社會上的菁英，
你們之中也有人會成為引領一代風雲的科學家、教
育家、良醫、領袖、企業家、政治家，在各個崗位
上提升社會，將來高醫一定會以你為傲。
我要引用蘋果創辦人賈伯斯對史丹佛大學生

▲王秉訓教授

思考。不要害怕自己能力不足，能力是可以訓

所 講 的 話 - Your work is going to fill a

練補強的，但是如果沒有宏觀視野，那就比較

large part of your life, and the only way

麻煩了。重新認識自己進而培養國際性的視野

to be truly satisfied is to do what you

將會有直接的幫助。

And the only way

最後我想說的是不要害怕挑戰，挑戰是進

to do great work is to love what you do.趁

步的動力。高醫的教育環境是一代比一代好，

believe is great work.

著你們還在校園的時候，不要客氣，盡力去探

這麼多傑出的校友當年都是成長在比你們更匱

索，find yourself and find your passion.

乏的學習環境，他們可以成功，各位弟弟妹妹

醫界及社會各界對高醫人的評價常環繞在誠

們也一定可以成功。

懇、聰明、腳踏實地等範疇。這些特色當然是優

腳踏實地、提升視野、勇敢追夢。明天，

質的，也是我們引以為傲的。可是在現代快速變

高醫將因你而偉大。高醫將因你而偉大不是因

化的社會以及無可避免的全球化浪潮之下，如果

為你出類拔萃，而是因為你的貢獻幫助臺灣甚

弟弟妹妹們想站上浪頭你們必須要有更深層次的

至全世界走向更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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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三月我與八位醫二十一屆同學及眷屬在
臺北市立醫院昆明院區顏慕庸院長伉儷帶
領下到日本四國旅遊。這是我自高醫畢業後第一
次和同學組團旅遊。我們在精心安排的行程與美
食中，一邊敘舊，一邊分享多年各自在事業中成
長的甘與苦。 最令我感動的是其中一天安排了
瀨戶內海跨島單車行。這是顏同學多次旅遊日本
未盡的心願。為此他邀請同學共襄盛舉。 雖然
這段行程看起來不遠，對工作繁忙沒有習慣騎那
麼長距離腳踏車的同學們是有些挑戰的。途中發
生了一些小事故。專業的同學們即時發揮所長，
互相細心照顧扶持，放下個人的想法，同心以全
體隊員的安危作為最優先考慮，最終全體平安搭
上了最後一班船回到原點。
這次日本行也讓我回想起當年在醫學院求學
時和同學們一起去登五嶽三尖，縱走中央山脈或
是爬武陵四秀的回憶。在那些行程中隊友們一起
克服挑戰，互相扶持股勵，各盡所長，發揮團隊
精神。最難以忘是，單獨在高山行走時能夠盡情
享受沿途美景和沉浸于森林浴，同時挑戰體能極
限與心靈對話，並深知隊友們會互相照應而不會
脫隊。每一次的旅程都深刻體會到隊友之間的愛
心和真誠，至今回味無窮。這是我在高醫求學中
得到最珍貴的經驗之一，也是我畢業後行醫和從
事臨床研究工作時與團隊相處之道。
在核醫專科醫師訓練完成時，很幸運地被錄
用位於紐約州長島的布魯克芬國家研究所
（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從事正電
子斷層掃描器（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的初期臨床研究工作。當時正電子斷層掃描器只
是一種新的人腦研究儀器。布魯克芬國家研究所
的醫學部是最早期接受美國能源部支持這項研究
的少數醫學機構。
隨著能源部加強對正電子掃描儀有關的放射
性示蹤劑（radiotracer）臨床研究的支持，我
們的團隊也從著重初期腦部放射性示蹤劑研究拓

王秉訓 / 醫學系1984年畢

學術類

首

先我要感謝母校師長的厚愛，同學朋友們

的激勵，以及家人的支持，讓我有機會與

各位學弟妹們分享這份榮耀。我同時也要對在爾
灣加州大學的研究及醫療團隊表達我最誠摯的敬
意，沒有這些夥伴的努力，我們的工作與計畫是
無法進行的。
一所大學之所以偉大不在於老師課上的多好
或者是學生有多乖，偉大的大學讓學生在課堂上
及課堂外吸飽養分，畢業後發光發熱，為社會及
人類創造更美好的未來。高醫的校友遍布世界各
▲王俊傑校友(右一)全家福

展 成 腦 影 像 轉 譯 醫 學 研 究 （ translational
research）。轉譯醫學是需要整合跨領域專家團
隊從實驗桌到病床（bench to bed）無縫接軌的
研究。我在大學課外活動學到與同儕無私的團隊
互動的精神，奠定了我如何與研究團隊裡各領域
頂尖的專家們無間隙的合作基礎。化學部的同事
們在新的腦部分子影像放射性示蹤劑的研發初步
成功後，會由動物團隊測試在小白鼠及狒狒腦部
示蹤劑的成像。當他們測試可行後，我的核醫團
隊就測試該示蹤劑在正常人腦部的成像。我們也
把已經驗證過的示蹤劑用來檢驗藥物濫用者腦部
功能的變化。再進一步把從正電子掃描儀取得的
數據和從心理測試，磁共振成像及遺傳分析等各
個團隊得到的數據綜合成科研文章及報告。我們
的團隊利用腦影像轉譯醫學完成了多項在藥物濫
用、注意力缺陷障礙、飲食失調患者和模型動物的
腦部研究計劃。多篇論文被列為腦研究的經典著
作。我們也是把肥胖機制和物質成癮聯結的先鋒。
轉譯醫學研究已經成為當今最重要的醫學研
究方式。如何培養團隊工作精神就是除了從學校
學到醫學知識外，也學習與同儕能夠無私的團隊
互動。尊重彼此專業，敞開心胸，讓隊友發揮專
長和培養真誠的團隊默契。
在此與學弟妹們分享並共勉。

地，有許多醫藥衛生界的中堅，也有院士、國內
外一流大學教授、校長、頂尖醫學中心院長、中
央部會首長、立委、國內外市長、大企業執行
長、社會運動家，以及全國最多的醫療貢獻獎得
主．在醫藥相關領域，高醫人已經做出傑出的貢
獻。各位學弟妹們，你們將來都是社會上的菁英，
你們之中也有人會成為引領一代風雲的科學家、教
育家、良醫、領袖、企業家、政治家，在各個崗位
上提升社會，將來高醫一定會以你為傲。
我要引用蘋果創辦人賈伯斯對史丹佛大學生

▲王秉訓教授

思考。不要害怕自己能力不足，能力是可以訓

所 講 的 話 - Your work is going to fill a

練補強的，但是如果沒有宏觀視野，那就比較

large part of your life, and the only way

麻煩了。重新認識自己進而培養國際性的視野

to be truly satisfied is to do what you

將會有直接的幫助。

And the only way

最後我想說的是不要害怕挑戰，挑戰是進

to do great work is to love what you do.趁

步的動力。高醫的教育環境是一代比一代好，

believe is great work.

著你們還在校園的時候，不要客氣，盡力去探

這麼多傑出的校友當年都是成長在比你們更匱

索，find yourself and find your passion.

乏的學習環境，他們可以成功，各位弟弟妹妹

醫界及社會各界對高醫人的評價常環繞在誠

們也一定可以成功。

懇、聰明、腳踏實地等範疇。這些特色當然是優

腳踏實地、提升視野、勇敢追夢。明天，

質的，也是我們引以為傲的。可是在現代快速變

高醫將因你而偉大。高醫將因你而偉大不是因

化的社會以及無可避免的全球化浪潮之下，如果

為你出類拔萃，而是因為你的貢獻幫助臺灣甚

弟弟妹妹們想站上浪頭你們必須要有更深層次的

至全世界走向更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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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能

夠當選高雄醫學大學第21屆傑出校友，心
裡覺得非常的榮幸，這不是個人的榮耀，
而是在高醫大畢業後數十年之間，許許多多的
親朋好友，尤其是同事們大家一齊努力，塑造
一個良好的工作環境，無限的發揮空間，以致
有些許的成就，這是屬於大家的榮譽。
我的求學生涯從國小到初高中都在基隆，
大學聯考臺灣當時也只有4家有醫學系的醫學
院，考上高醫醫學系，對很少離家的我，自然
會有一點新奇與擔心，當時的交通並不很方
便，主要的工具就是火車，晚上9點16分由基隆
出發，第二天6點20分到高雄，到了高醫，很快
的就與來自四面八方的同學打成一片，彼此相
互關懷，友誼相挺，令我驚訝的是，同學們除
了會讀書以外，都有不同的潛在才能，例如
琴、棋、書、畫….等，令人目不暇給。在高醫
的七年學生生涯中，我也當了5年的康樂股長，
在全校迎新晚會中，也演了數年的壓軸布袋
戲，聽說還算轟動，連院長都笑得合不攏嘴，
這是學生生涯一個有趣的回憶。
由於對心臟科一直都很有興趣，當時新成
立5年的長庚醫院在心臟領域亦頗富盛名，所以
畢業後就到林口長庚內科接受住院醫師，總醫
師及心臟內科研究員的訓練，升任主治醫師
後，先後通過了每年一位名額的第一屆日本超音
波學會獎學金及第一屆美國Paul Yu fellowship獎
學金，至日本Osaka Cardiovascular Center及美國
University of Rochester進修，回國後，先後擔任
了基隆長庚內科部長，林口長庚內科部長，基隆
長庚院長，並在今年七月接任林口長庚院長，長
庚醫務決策委員會主任委員。
在行醫生涯中，許多職位都不是人生規畫
的，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善待他人」，自
己行醫的初衷是甚麼？一顆助人的心，一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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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明倫 / 牙醫學系1981年畢

先我想謝謝遴選委員會，沒有將在校成

績列入遴選標準裡，否則我連門票都拿

不到，遑論當選。
我的當選，將使這個傑出校友的選拔，顯
得更有意義，因為這鼓舞了更多後段班的同
學，只要我們肯努力，人生永遠有機會。
從實習開始，我就一直留在國立陽明大學
牙醫學院與臺北榮總的系統裡，從助教、講
師，到瑞士蘇黎世大學攻讀博士學位，返國後
繼續在陽明擔任教職及各項行政工作，從副教
授升等教授、從研究所所長、系主任到牙醫學
院院長。在每一個階段裡，深知唯有抱著謙
卑、學習的態度，才能在職場上紮根。雖然在
高醫唸書時，不是一個K書型的學生，但很慶幸
在 我 擔 任 Journal of Dental Sciences主 編
時，將此期刊推上SCI國際舞臺，對國內很多老
師的升等，也略盡棉薄之力。擔任中華牙醫學

▲許明倫教授

會理事長任內，整合國內七院校牙醫學系，共

▲程文俊教授

者感謝的眼神，這些病患小小的回饋，對辛苦
的醫護人員而言，都是大大的滿足，如果你有
這樣的感受，你將是一位好的醫師。醫療是我
們的專業，只有把專業作好，行有餘力，再從
事包括行政…等領域，在行政上，有許多眉眉
角角，包括視野、效率、人才..等等，最重要
的是，以「同理心對待每一個人」。在高醫的
求學生涯，高醫的純樸校風，師長嚴謹的言教
與身教，對同學們未來的發展，其實是很重要
的，我很高興是其中的一份子，在母校周年校
慶的時刻，與全體高醫學弟妹們共勉之。

同舉辦了全國第一次牙醫OSCE考試。從亞洲顱

懷著高醫人憨直的心，把學習新事物當作每天的

顎障礙症學會會長、東南亞牙醫教育學會會

目標，抱著子入大廟，每事問的態度，人生的路

長，以及世界牙醫教育學會聯盟創會理事，這

才能越走越寬廣。人生就像一場馬拉松賽跑，起

些國際上的職務，為臺灣在國際牙醫學界的舞

跑時的快慢並不是決定比賽結果最重要的因素。

臺上爭取不少發聲的機會。

人生的馬拉松，我們並不一定要贏在起跑點，但

去年在教育部醫教會爭取成立牙醫教育
組，目前擔任召集人，同時也是醫策會牙醫師

秉持高醫人堅忍不拔的性格，後勁十足，才能馬
不停蹄的衝向目標。

二年期PGY訓練計畫之召集人，等於是負責國內

高醫就像校歌裡所提的，矗立南臺灣。長久

牙醫學系由入學到畢業後之一貫教育訓練，深

以來，我們還沒達成臺灣醫學領域第一首選，未

感責任重大。

來我們也不必以成為全台首選為目標，但我們可

人生少做的，遲早要加倍奉還。大學時我

以將目標放的更遠，讓從高醫畢業的學生，成為

書讀少了，畢業後同學們可以快樂看診、打

全臺、甚至於全球的首選。這需要全校師生、畢

球，只有我，每天仍然得到學校做學問。我常

業校友的共同努力。高醫人，齊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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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屆傑出校友
領導者類

第21屆傑出校友
程文俊 / 醫學系1981年畢

首

能

夠當選高雄醫學大學第21屆傑出校友，心
裡覺得非常的榮幸，這不是個人的榮耀，
而是在高醫大畢業後數十年之間，許許多多的
親朋好友，尤其是同事們大家一齊努力，塑造
一個良好的工作環境，無限的發揮空間，以致
有些許的成就，這是屬於大家的榮譽。
我的求學生涯從國小到初高中都在基隆，
大學聯考臺灣當時也只有4家有醫學系的醫學
院，考上高醫醫學系，對很少離家的我，自然
會有一點新奇與擔心，當時的交通並不很方
便，主要的工具就是火車，晚上9點16分由基隆
出發，第二天6點20分到高雄，到了高醫，很快
的就與來自四面八方的同學打成一片，彼此相
互關懷，友誼相挺，令我驚訝的是，同學們除
了會讀書以外，都有不同的潛在才能，例如
琴、棋、書、畫….等，令人目不暇給。在高醫
的七年學生生涯中，我也當了5年的康樂股長，
在全校迎新晚會中，也演了數年的壓軸布袋
戲，聽說還算轟動，連院長都笑得合不攏嘴，
這是學生生涯一個有趣的回憶。
由於對心臟科一直都很有興趣，當時新成
立5年的長庚醫院在心臟領域亦頗富盛名，所以
畢業後就到林口長庚內科接受住院醫師，總醫
師及心臟內科研究員的訓練，升任主治醫師
後，先後通過了每年一位名額的第一屆日本超音
波學會獎學金及第一屆美國Paul Yu fellowship獎
學金，至日本Osaka Cardiovascular Center及美國
University of Rochester進修，回國後，先後擔任
了基隆長庚內科部長，林口長庚內科部長，基隆
長庚院長，並在今年七月接任林口長庚院長，長
庚醫務決策委員會主任委員。
在行醫生涯中，許多職位都不是人生規畫
的，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善待他人」，自
己行醫的初衷是甚麼？一顆助人的心，一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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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者類

許明倫 / 牙醫學系1981年畢

先我想謝謝遴選委員會，沒有將在校成

績列入遴選標準裡，否則我連門票都拿

不到，遑論當選。
我的當選，將使這個傑出校友的選拔，顯
得更有意義，因為這鼓舞了更多後段班的同
學，只要我們肯努力，人生永遠有機會。
從實習開始，我就一直留在國立陽明大學
牙醫學院與臺北榮總的系統裡，從助教、講
師，到瑞士蘇黎世大學攻讀博士學位，返國後
繼續在陽明擔任教職及各項行政工作，從副教
授升等教授、從研究所所長、系主任到牙醫學
院院長。在每一個階段裡，深知唯有抱著謙
卑、學習的態度，才能在職場上紮根。雖然在
高醫唸書時，不是一個K書型的學生，但很慶幸
在 我 擔 任 Journal of Dental Sciences主 編
時，將此期刊推上SCI國際舞臺，對國內很多老
師的升等，也略盡棉薄之力。擔任中華牙醫學

▲許明倫教授

會理事長任內，整合國內七院校牙醫學系，共

▲程文俊教授

者感謝的眼神，這些病患小小的回饋，對辛苦
的醫護人員而言，都是大大的滿足，如果你有
這樣的感受，你將是一位好的醫師。醫療是我
們的專業，只有把專業作好，行有餘力，再從
事包括行政…等領域，在行政上，有許多眉眉
角角，包括視野、效率、人才..等等，最重要
的是，以「同理心對待每一個人」。在高醫的
求學生涯，高醫的純樸校風，師長嚴謹的言教
與身教，對同學們未來的發展，其實是很重要
的，我很高興是其中的一份子，在母校周年校
慶的時刻，與全體高醫學弟妹們共勉之。

同舉辦了全國第一次牙醫OSCE考試。從亞洲顱

懷著高醫人憨直的心，把學習新事物當作每天的

顎障礙症學會會長、東南亞牙醫教育學會會

目標，抱著子入大廟，每事問的態度，人生的路

長，以及世界牙醫教育學會聯盟創會理事，這

才能越走越寬廣。人生就像一場馬拉松賽跑，起

些國際上的職務，為臺灣在國際牙醫學界的舞

跑時的快慢並不是決定比賽結果最重要的因素。

臺上爭取不少發聲的機會。

人生的馬拉松，我們並不一定要贏在起跑點，但

去年在教育部醫教會爭取成立牙醫教育
組，目前擔任召集人，同時也是醫策會牙醫師

秉持高醫人堅忍不拔的性格，後勁十足，才能馬
不停蹄的衝向目標。

二年期PGY訓練計畫之召集人，等於是負責國內

高醫就像校歌裡所提的，矗立南臺灣。長久

牙醫學系由入學到畢業後之一貫教育訓練，深

以來，我們還沒達成臺灣醫學領域第一首選，未

感責任重大。

來我們也不必以成為全台首選為目標，但我們可

人生少做的，遲早要加倍奉還。大學時我

以將目標放的更遠，讓從高醫畢業的學生，成為

書讀少了，畢業後同學們可以快樂看診、打

全臺、甚至於全球的首選。這需要全校師生、畢

球，只有我，每天仍然得到學校做學問。我常

業校友的共同努力。高醫人，齊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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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屆傑出校友
母校貢獻類

第21屆傑出校友
賴永勳 / 醫學系1972年畢

很

感

謝王國照前校長及黃尚志教授的推薦及選
拔委員的認同，而得到這份榮譽。在母校
及附設醫院服務了32年多，也是一段不算短的
歲月。期間有汗水也有喜樂，有付出也有得
著，最後帶著溫馨的情誼及祝福而退休，經歷
了人生一段美好且值得的日子。在工作期間，
得到蔡瑞熊及王國照兩位前後任校長的看重，
曾擔任副校長、附設醫院副院長及長達12年多
的工程興工執行委員會召集人。因著校長的充
分授權與信任，及工作同仁們的同心協力與積
極任事，使各項工程得以順利完成：醫學研究
大樓、自強大樓、地下汙水處理廠、綜合集會
場、地下停車場、啟川大樓、第一教學大樓、
學生新館、杜聰明紀念圖書館及同盟路新校門
等建設。也獲得好友黃政雄先生及其家人的慨
捐三百多萬元，推動校園音樂活動，及醫學系
第一屆校友李鈺錫醫師捐資興建同盟路新校
門。一路走來得到許許多多人的幫助與支持，
內心滿懷感激。

▲賴永勳教授(左)賢伉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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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貢獻類

楊美賞 / 醫學研究所博士1996年畢

榮幸獲選為第21屆母校貢獻類傑出校

友，事實上對母校有所貢獻都是團隊

一起努力的成果，這個榮耀是屬於整個團隊
的，我只是善盡本分而已。在護理學院擔任
行政主管時，感恩能得到各級主管及團隊夥
伴、校友的支持，順利推動護理教學與臨床
實務的整合及募集到護理學系所發展基金，在
團隊夥伴同心協力的努力下，院系發展獲得良
好的績效，現在回憶起來感到非常欣慰。
在擔任學務長七年期間，要特別感謝學
校重視且支持學務工作，在教學卓越計畫中
挹注充足的經費，培育學生的軟實力，做好
導師多元輔導工作，縱向與橫向兼具的協助
學生做好職涯規劃，得到學生的肯定，也獲
▲賴永勳教授(左二)家人

重大建設案要得到上級同意，有時並不容
易，即使學校或附院為了發展或改善評鑑缺點
所需而提出，若沒有與上層溝通、再溝通，是
無法進行。如附院五期擴建工程（啟川大樓）
位置及規模的大變更、地下停車場的興建、學
生新館及新圖書館等案，都有不同的意見和阻
力，最後都是靠溝通或適度調整，才得以興
建。這種過程就需要耐心及毅力，但這樣的付
出是值得的！
人的一生，有時可以選擇做自己，有時不
得不接受某些不是自己意願的安排。雖然如
此，總要積極面對，樂意承擔，盡力把事情做
好，只要堅定扮演好角色，自然就會得到上天
的福分及許多人的幫助！在幾個主要的工作告
一段落後，我選擇了提早退休，讓自己可以規
劃人生下一個階段想要過的日子。最後要謝謝
我家人的支持，特別是我的太太，她對我全心
的付出及愛。

教育部肯定，使學校榮獲2010年大學校院生
涯輔導的標竿學習學校及品德教育績優學

▲楊美賞教授

校。2011年成為高雄市第一個通過「國際安
全學校認證」的學校。另外，因努力營造溫

常能化解困難，有時還能激勵工作士氣。我

馨友善的校園氛圍，深獲學生肯定，榮獲全

也深深體會「求人不如求己」，改變環境或

臺 「 2011年 大 學 學 生 權 利 調 查 評 鑑 」 第 二

改變別人困難重重，解決之道是要求自己用

名，也榮獲2011年教育部門友善校園卓越學

正向的心態看待人事物，告訴自己這是成長

校獎，為全臺唯一獲獎的大學。非常懷念在

的機會，我在辦公室電腦框上貼著聖嚴法師

高醫與工作夥伴一起打拼的日子，因為一起

的智慧語：「慈悲沒有敵人；智慧不生煩

努力過，讓我的生命更豐富多彩。無論在教

惱」來勉勵自己，慈悲待人，給別人輕鬆自

學卓越計畫、公民素養陶塑計畫的執行，校

己才能輕鬆，遇事要冷靜處理，煩惱會自生

務評鑑，學務評鑑等的準備工作，團隊成員

自滅。遇到困難處理四部曲就是「面對它、

總是排除困難情意相挺一起加班，反覆演

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這是聖嚴法師的名

練，最後總能交出亮麗的成績，為校增光。

言，幫助我度過許多困難。凡走過必留痕

職場生活中需身兼多重角色，工作挫

跡，很高興自己身為校友又能在母校服務，

折、壓力在所難免，但也是人生學習最多的

所做的工作能得到肯定，感到無限的光榮，

時期，尤其擔任行政主管時，我謹記要善用

在此祝福母校蓬勃發展更加輝煌。

每個人的優點，創造他的個人價值，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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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屆傑出校友
母校貢獻類

第21屆傑出校友
賴永勳 / 醫學系1972年畢

很

感

謝王國照前校長及黃尚志教授的推薦及選
拔委員的認同，而得到這份榮譽。在母校
及附設醫院服務了32年多，也是一段不算短的
歲月。期間有汗水也有喜樂，有付出也有得
著，最後帶著溫馨的情誼及祝福而退休，經歷
了人生一段美好且值得的日子。在工作期間，
得到蔡瑞熊及王國照兩位前後任校長的看重，
曾擔任副校長、附設醫院副院長及長達12年多
的工程興工執行委員會召集人。因著校長的充
分授權與信任，及工作同仁們的同心協力與積
極任事，使各項工程得以順利完成：醫學研究
大樓、自強大樓、地下汙水處理廠、綜合集會
場、地下停車場、啟川大樓、第一教學大樓、
學生新館、杜聰明紀念圖書館及同盟路新校門
等建設。也獲得好友黃政雄先生及其家人的慨
捐三百多萬元，推動校園音樂活動，及醫學系
第一屆校友李鈺錫醫師捐資興建同盟路新校
門。一路走來得到許許多多人的幫助與支持，
內心滿懷感激。

▲賴永勳教授(左)賢伉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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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貢獻類

楊美賞 / 醫學研究所博士1996年畢

榮幸獲選為第21屆母校貢獻類傑出校

友，事實上對母校有所貢獻都是團隊

一起努力的成果，這個榮耀是屬於整個團隊
的，我只是善盡本分而已。在護理學院擔任
行政主管時，感恩能得到各級主管及團隊夥
伴、校友的支持，順利推動護理教學與臨床
實務的整合及募集到護理學系所發展基金，在
團隊夥伴同心協力的努力下，院系發展獲得良
好的績效，現在回憶起來感到非常欣慰。
在擔任學務長七年期間，要特別感謝學
校重視且支持學務工作，在教學卓越計畫中
挹注充足的經費，培育學生的軟實力，做好
導師多元輔導工作，縱向與橫向兼具的協助
學生做好職涯規劃，得到學生的肯定，也獲
▲賴永勳教授(左二)家人

重大建設案要得到上級同意，有時並不容
易，即使學校或附院為了發展或改善評鑑缺點
所需而提出，若沒有與上層溝通、再溝通，是
無法進行。如附院五期擴建工程（啟川大樓）
位置及規模的大變更、地下停車場的興建、學
生新館及新圖書館等案，都有不同的意見和阻
力，最後都是靠溝通或適度調整，才得以興
建。這種過程就需要耐心及毅力，但這樣的付
出是值得的！
人的一生，有時可以選擇做自己，有時不
得不接受某些不是自己意願的安排。雖然如
此，總要積極面對，樂意承擔，盡力把事情做
好，只要堅定扮演好角色，自然就會得到上天
的福分及許多人的幫助！在幾個主要的工作告
一段落後，我選擇了提早退休，讓自己可以規
劃人生下一個階段想要過的日子。最後要謝謝
我家人的支持，特別是我的太太，她對我全心
的付出及愛。

教育部肯定，使學校榮獲2010年大學校院生
涯輔導的標竿學習學校及品德教育績優學

▲楊美賞教授

校。2011年成為高雄市第一個通過「國際安
全學校認證」的學校。另外，因努力營造溫

常能化解困難，有時還能激勵工作士氣。我

馨友善的校園氛圍，深獲學生肯定，榮獲全

也深深體會「求人不如求己」，改變環境或

臺 「 2011年 大 學 學 生 權 利 調 查 評 鑑 」 第 二

改變別人困難重重，解決之道是要求自己用

名，也榮獲2011年教育部門友善校園卓越學

正向的心態看待人事物，告訴自己這是成長

校獎，為全臺唯一獲獎的大學。非常懷念在

的機會，我在辦公室電腦框上貼著聖嚴法師

高醫與工作夥伴一起打拼的日子，因為一起

的智慧語：「慈悲沒有敵人；智慧不生煩

努力過，讓我的生命更豐富多彩。無論在教

惱」來勉勵自己，慈悲待人，給別人輕鬆自

學卓越計畫、公民素養陶塑計畫的執行，校

己才能輕鬆，遇事要冷靜處理，煩惱會自生

務評鑑，學務評鑑等的準備工作，團隊成員

自滅。遇到困難處理四部曲就是「面對它、

總是排除困難情意相挺一起加班，反覆演

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這是聖嚴法師的名

練，最後總能交出亮麗的成績，為校增光。

言，幫助我度過許多困難。凡走過必留痕

職場生活中需身兼多重角色，工作挫

跡，很高興自己身為校友又能在母校服務，

折、壓力在所難免，但也是人生學習最多的

所做的工作能得到肯定，感到無限的光榮，

時期，尤其擔任行政主管時，我謹記要善用

在此祝福母校蓬勃發展更加輝煌。

每個人的優點，創造他的個人價值，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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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芳名錄

校友專欄

2017年7月1日~9月30日

第21屆傑出校友

項次

呂美滿
匿名
匿名

4

財團法人中鋼集團
教育基金會

5
6
7

社會人類文化貢獻類

許明木 / 熱帶醫學研究所1982年畢

從

來沒有想到會在半退休的狀態下榮獲母校
的傑出校友殊榮，超過15年的偏鄉防盲教
育工作能被肯定，感到萬分的欣慰，役畢在母
校眼科服務，也完成碩士學位，受到恩師謝獻
臣院長及陳振武教授的栽培，之後由於制度問
題及生涯規劃，全家移民加拿大後三年，回到
花蓮門諾醫院服務，又由於特殊的背景被慈濟
大學羅致擔任醫學系系主任，目前已經退休並
再回門諾醫院服務。
學生時代在陳瑩霖教授帶領下參與暑期山
地醫療服務隊，而有下鄉社區服務的經驗。在
住院醫師及主治醫師時期陳振武教授的教誨之
下，而有醫療下鄉的理念與行動，由於碩論進
行近視研究，加上長期參與衛生署的學童視力
保健工作。來到東部花蓮之後，發現在臺灣東
部學童弱視的流行率偏高，而且未被早期發現
甚至沒有適當的治療。並發現偏鄉部落社區有
相當高的失明人口，為了防盲救盲重於治療原
則，成立視力保健巡迴車，將醫療直接下鄉進
入社區，直到現在雖然已經多年沒有中央政府
的支持，依舊持續運作，服務全臺各地的偏鄉
部落，從學齡前兒童到老年人都是關注與服務
的對象。並早在九零年代就提供免費眼鏡提升
學童學習及中老年人工作能力與生活品質的改
善。更幫助一些低視力及弱勢族群申請補助與
輔具，改善他們的生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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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明木醫師

在逾四十年以上的醫療生涯及將近十年的
醫學系系主任工作，參與了多種教學評鑑，我
覺得母校的文化使得高醫人有特殊的品格、個
性上比較純樸憨厚，認同醫療的基本價值，所
以更願意下鄉服務，更為了社會的公平正義努
力，常有上醫醫國的架勢與行動，是多年來全
國醫療奉獻獎中各校畢業生最多的學校。
在四十多年的行醫生涯中，與教導後輩學
生及住院醫師中，我一直秉持著醫療的最基本
原則。面對病人意識高漲、不甚理想的健保制
度，醫療的原則還是永遠不變。身為醫生處理
的是病人的病痛、健康與生命問題，必須有基
本的同理心、愛心，更要有稱職的專業能力，
所以醫療的極致並不在於尖端的科技，而是在
於用最簡單的方法，可以得到最正確的診斷，
並給予最合適的處置及建議。在有限的資源及
能力之下，我常勉勵我的學生及後輩「有多
少，做多少，做多少，算多少」，不管在任何
角落，必須善加發揮自己的實力、堅持行醫的
初衷，莫忘醫療的專業，更要發揮我們的天
職。在目前的社會中充滿了不公平的現象，沒
有所謂十全十美的制度，在任何的機構謀職工
作，必須先認同他的文化，融洽於其中，才有
機會及立場去改變不合宜的制度，「歡喜做，
甘願受」，就是我的人生哲學，讓我可以面對
並解決所有的困境。

捐贈者或捐贈組織全銜

1
2
3

捐贈用途
高醫學生急難救助金

募款專欄

(單位：新台幣元整)
受贈年月

受贈金額

收據編號

安定就學緊急生活助學基金(愛心餐券)

106.07
106.07
106.07

1,000
3,000
1,000

附院社會服務經費

106.07

50,000

陳芳銘
柯政全
鍾招仁
周郁翔
陳怡惠
黃炯霖
楊子萱
匿名
楊朝欽
李澤民

附院社會服務經費
附院社會服務經費

安諾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宗憲
林美玲
吳昆哲
匿名
湯人仰
劉德明
羅怡卿
台灣肺癌學會
匿名
呂美滿
匿名
蔡季君
匿名
匿名
杏昌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又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環境醫學頂尖研究中心基金

20,000
30,000
10,000
10,000
3,000
3,000
3,000
200,000
10,000
10,000
40,000
20,000
50,000
300,000
60,000
70,000
30,000
1,000

1,000
24,000
20,000
13,000
70,000
30,000

1050625
1050626
1050627
1050628
1050629
1050630
1050631
1050632
1050633
1050634
1050635
1050636
1050637
1050638
1050639
1050640
1050641
1050642
1050643
1050644
1050645
1060001
1060002
1060003
1060004
1060005
1060006
1060007
1060008
1060009
1060010

校務發展基金(不指定用途)

1050622
1050623
1050624

學士後醫學系教育發展基金

106.07
106.07
106.07
106.07
106.07
106.07
106.07
106.07
106.07
106.07
106.07
106.07
106.07
106.07
106.07
106.07
106.07
106.07
106.07
106.07
106.08
106.08
106.08
106.08
106.08
106.08
106.08
106.08
106.08
106.08

35

台灣島津科學儀器
股份有限公司

環境醫學頂尖研究中心基金

106.08

40,000

1060011

36

吳大緯

呼吸治療學系聯合基金

106.08

2,600

1060012

37

香港商利和醫療設備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附院教學研究經費(胃腸內科)

106.08

38,800

1060013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高新牙醫診所沈紋瑩
蘇家震
高雄醫學大學校友會
高雄醫學大學校友會
湯人仰
匿名
陳建志
陳建安
匿名
侯東松
沈震泰
台灣大塚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邱建智
匿名
博高科儀股份有限公司
劉雪華
楊進原
呂美滿
匿名
徐基新

學生自治團體暨社團基金

106.08
106.08
106.08
106.08
106.08
106.08
106.08
106.08
106.08
106.08
106.08
106.08
106.08
106.08
106.08
106.08
106.08
106.09
106.09
106.09

5,000
280,026
200,000
100,000

1060014
1060015
1060016
1060017
1060018
1060019
1060020
1060021
1060022
1060023
1060024
1060025
1060026
1060027
1060028
1060029
1060030
1060031
1060032
1060033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起飛圓夢助學專款
附院社會服務經費
附院社會服務經費
附院社會服務經費
附院社會服務經費
醫技系整體發展經費
附院社會服務經費
附院社會服務經費
附院社會服務經費
附院社會服務經費
起飛圓夢助學專款
呼吸治療學系研究基金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基金
附院社會服務經費
高醫學生急難救助金
附院教學研究經費(影像醫學部)
校務發展基金(不指定用途)
高醫學生急難救助金
校務發展基金(不指定用途)
起飛圓夢助學專款
附院社會服務經費
安定就學緊急生活助學基金(愛心餐券)
附院教學研究經費(腎臟內科研究經費)
體育教學中心
環境醫學頂尖研究中心基金
醫學系教育發展基金

呼吸治療學系研究基金
學生自治團體暨社團基金
高雄醫學大學校友總會清寒獎學金
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基金
環境醫學頂尖研究中心基金

高醫-史丹佛大學交流基金
附院教學研究經費(腎臟內科)
附院教學研究經費(心臟血管內科)
起飛圓夢助學專款
附院教學研究經費(腎臟內科)
神經內科一般研究基金
生物科技學發展基金
醫技系研究經費
環境醫學頂尖研究中心基金
附院教學研究經費(內分沁新陳代謝科)
附院教學研究經費(內分沁新陳代謝科)
高醫學生急難救助金
校務發展基金(不指定用途)
人文社會科學院發展基金

46,200
10,000
1,000
3,000
10,000
30,000

70,000
13,000
42,000
120,000
150,000
7,000
250,000
184,350
3,000
195,332
40,000
250,000
250,000
1,000
3,000
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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