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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與人文小組討論」課 程 說 明
104學年度第2學期
課程主持人： 復健科
謝正宜 老師 jyshieh@ntu.edu.tw TEL: 23123456 ext 67035
耳鼻喉科 許巍鐘 老師 hsuwc@ntu.edu.tw TEL: 23123456 ext 65215
教學目標：

藉由人文學各領域相關議題的討論，提升醫學系學生對醫學人文的興趣; 經
由教師、其他學院各系所助教與醫學系學生之互動討論，潛移默化改變學生
氣質、胸襟、視野，期待藉此培養具有人文素養、社會責任感、體恤心懷及
前瞻性眼光之醫學人才; 熟悉小組教學方式，培養批判思考能力與激發學習
責任感。

學分數：

2 學分

上課時間：

星期一 第7、8節 (3:30~5:20)

課前教育:

105年2月22日 星期一下午3:30~4:20 基醫大樓101講堂

上課地點：

各小組討論教室

授課對象：

醫學系大二學生

105年2月22日正式上課

課程聯絡人： 共同教育及教師培訓中心
曹英俐 yinlitsao@ntu.edu.tw, 23123456 ext 88037
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學科
陳彥元副教授 chenyenyuan@ntu.edu.tw, 23123456 ext 63911
教學助教：
(現代文學) 游勝輝 d04121004@ntu.edu.tw
(傳統文化) 熊偉均 r01124003@ntu.edu.tw
(醫學倫理) 陳洵渼 r98124017@gmail.com
(音樂學)
李旻燁 r00144005@ntu.edu.tw
(藝術史)
林坤鎮 r01141009@ntu.edu.tw
(西方戲劇) 許 芃 r03129001@ntu.edu.tw
(兒童醫院藝術作品) 黃舜祺 simultaneous70@gmail.com
(英文小組討論) 蘇俞文 sophiesu2008@hotmail.com
(醫學人文博物館) 導覽員：蔡佩穎 23123456 轉分機 88039
Mail：pytsai@ntu.edu.tw
注意事項： 請至少提前一週聯絡教學助教→貴組欲討論的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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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方式：

(1)全班分為16小組進行小組討論，由附設醫院小組導師擔任小班老師。
(2)本課程總共有9個人文學單元，5個自選的人文學相關議題單元，4個微免
小組討論教案（必選其中2個討論）。9個人文學單元中，現代文學小組討
論、傳統文化小組討論、西方戲劇小組討論、音樂學小組討論、藝術史小
組討論、醫學倫理小組討論、英文小組討論及兒童醫院藝術作品小組討
論，有教學助理協助教學與討論 (請見每週各組課程安排表)。醫學人文
博物館小組討論、人文學相關議題單元及微免教案小組討論則由小組導師
進行。
(3)有教學助理協助教學的單元，請每組同學自行從單元所列的課程中，選擇
1個課程，做為該次小組討論的主題，並請各組組長最遲必須於課前1週，
通知該單元負責助教及小組導師。
(4)本學期要進行一次個人英文報告及一次臨床隨行活動經驗討論。人文學相
關議題單元則請學生自「醫學與歷史」、「醫師地位的變遷─社會與專業
團體」、「時事議題」、「醫師的生活」、「關懷弱勢」中挑選主題，在
小組老師的帶領下進行課程。
(5)本學期要進行2次微免教案小組討論，請學生自行於4個教案中挑選2個，
在小組老師的帶領下進行課程。（建議於期末微免課程尾聲時進行）

重要提醒：

1. 學生為小組討論的主角，每一次的小組討論，不論是有助教參與的8個人
文學單元，或是沒有助教參與的其他各個單元，均由學生主導小組討論的
進行，由學生選出主席負責該次該小組進行相關議題討論，每一位小組導
師及參與該小組的助教，主要的工作在促使 (facilitation) 小組討論之
進行，以貫徹小組討論的精神。
2. 若於人文學相關議題單元中選擇離開台大醫學校區之課程，請各小組導師
及小組長必須向課程聯絡人曹英俐小姐報備，並取得同意後始得進行。
3. 本學期仍要進行一次個人英文報告並列入評分。
4. 臨床隨行活動時間將於加退選後排定，請同學在活動結束後，最慢於5/30
整組完成一次針對臨床隨行活動經驗的討論。
5. 2月22日正式上課，先到基醫大樓101講堂，再到各小組討論教室上課。
6. 3月7日輪到助教參與討論的組別 (第1,3,5,7,9,11,13,14,15組)，請組長
於2/22與組員決定一個課程，並請上課前一星期mail或電話通知該單元教
學助教及提醒全組同學事前準備。
7. 兒童醫院藝術作品單元請務必3:30在兒童醫療大樓一樓大廳志工服務台
前集合。討論地點請見課程指引第52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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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評估
問卷評量回收佔 10%：
醫二評分之分配，課程部份佔 90%；另外為加強學生對於大堂課評量的參與度，自 92 學
年度起，將問卷回收率列入小組討論總成績 10% (回收之任務由各小組長負責)。大堂課問卷
回收率之相關事宜可洽聯絡人：李珮娟小姐 (分機 88035)。
教師評估佔總成績 70%： (含學生英文個人報告成績 10%)
小組導師針對學生個人在小組討論課程與臨床隨行表現的評估佔 60%，其項目包含：
第一、「團體概念及參與度」，包括：聆聽態度、參與課堂討論及課程網頁討論版、溝通協調、
課前準備。
第二、「能力表現」，包括：表達能力、表達內容切題豐富、對問題解決之貢獻、創新性思考。
小組導師將對個人特質、表現、態度、責任感及上述評估項目作簡單評語。
第三、每一位同學必須繳交一篇自我評估，以不超過1500字為原則。內容宜包括在小組討論中
參與度之評價、貢獻、自己的優缺點、參與討論之困難度 (知識面、技術面、情緒面)、
學習心得、未來學習目標等。個人自我評估應於 5月30日以前繳交。(請mail貴組小組
老師信箱和上傳電子檔至CEIBA作業區)
第四、學生個人英文報告 (10%)：為訓練學生獨立進行深入研究，請以英文簡報方式呈
現 註：服裝儀容亦納入計分)，由各組每位同學進行 10-15 分鐘的上台口頭報
告，並列入學期成績評分項目。報告日期和主題自訂，最慢於 5 月 30 日完成。
助教評估佔總成績 20%：
※成績計算公式=上課表現 (50%) + CEIBA 上傳心得 (50%)
※請同學注意，若該堂課缺席，即使繳交心得，則該次上課成績仍以零分計算。
(說明：沒上課怎會有心得)
※若有上課但沒交心得時，則上課成績除以 2 之平均分。
(ex.上課表現 80 分+心得 0 分=80 分除以 2=40 分。)
教學助理評估學生的方式包含下列兩方面：
第一、學生於小組討論課中的表現，特別是針對各人文學領域小組討論的資料準備，
這部分佔助教評估的 50%。
第二、學生在每一次有教學助理的小組討論課課後 4 天內，必須於「國立臺灣大學非同步課程
管理系統 (CEIBA)」中的「討論區」內的相關討論版，署名 (且必須含學號) 寫下 300
字以內「針對該堂小組討論課」的心得、回饋、延續討論或建議，這部分亦佔助教評估
的 50%。例如：你在週一上了「音樂學小組討論」的課程，你必須在該週週五晚上 11
時 59 分前，將心得、回饋、延續討論或建議寫在 CEIBA 中「討論區」內的「音樂學小
組討論」討論版中，以利助教評分。若遲至該週週日晚上 11 時 59 分前才貼上 CEIBA 中
「討論區」內，該部份成績將被扣 20 分。之後以「缺交」成績零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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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請假規定
1.學生請假、曠課、扣分：
(1) 平常上課期間請假：任何請假 (除病假外) 皆須事前申請，請同學填寫紙本請假單予
小組老師核章後，自行送至醫學系辦助教洪蘭欣小姐辦理（系主任核章）。
(2) 學期考試期間不得請假(有特殊事由除外)。
(3) 紙本請假單申請：逕向醫學系系辦領取辦理。(洪蘭欣助教︰分機 88032)
(4) (摘錄自國立台灣大學教務章則選輯)
第三十三條 學生因故不能上課者，須依學務處規定之請假規定請假。
第三十四條
第三十五條
第三十六條

未經准假或假期已滿而缺課者，以曠課論。曠課一小時，以請假五小時
論。
學生平時請假達學期上課時數五分之一者，扣該科學期成績百分之五；
達四分之一者，扣該科學期成績百分之十。
一學期中某科目請假達三分之一者，不得參加該科目之學期考試，該科
成績以零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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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Clinical shadowing (臨床隨行) 活動及活動經驗討論
透過臨床隨行，觀察醫師平日的工作活動，來了解醫師的生活，並反思這樣的
工作需要的能力要素，進而啟發同學自我期許。
初入醫界的人常好奇醫師平日的工作究竟是什麼樣子。在門診看病、在病房迴
診、為見實習醫師上課、在開刀房動手術、在影像專科判讀照片、幫病人做超
音波檢查、召開團隊會議，都可能是醫院裡醫師的工作。
本學期在多名老師的協助下，為同學安排臨床隨行活動。透過觀察醫師的活
動，來了解醫師的生活。藉由在旁形同影子的觀察隨行，您可以試著想想，您
看到了什麼？再者，做這樣的工作，需要哪些能力或個人特質？這些工作與病
人及同事有怎樣的互動？ 請同學在完成活動後，整組同學最慢於 5/30 完成一

課程簡介

次針對臨床隨行活動經驗的討論。
(1) 請事前至少三天，主動先與隨行醫師約好約碰面地點，準時報到。
(2) 請著乾淨實驗服及配戴識別證(學生證) 。
(3)進行觀察活動請注意穿著合宜及行為得體。

注意事項

(4)觀察重點為醫師工作的實況 (您的身份如同老師的影子，而不是
臨床見實習的學生，老師可能無法對您教導醫學知識) 。
(5) 活動當天需攜帶檢核表交給指導老師檢核及簽名。（檢核表可至 CEIBA 下
載）
(6) 最晚至 5/30 前上 CEIBA 繳交一份活動心得 (至少 300 字為原則)。
指定閱讀

Kitsis EA. Shining a Light on Shadowing. JAMA. 2011 Mar 9;305(10):1029-30.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Clinical shadowing (臨床隨行)活動檢核表
年級：
隨行日期
例：3/12

組別：

學號: ____________

隨行時間

隨行項目

9～10 時

姓名:________________
隨行醫師簽章

復健部門診第 3 診

3 天前主動聯繫

□是

□否

□不適用

當天準時出席

□是

□否

□不適用

衣著得體並配戴學生證

□是

□否

□不適用

當天行為合宜（無使用手機等）

□是

□否

□不適用

尊重病患隱私

□是

□否

□不適用

當天是否將檢核表給您簽名

□是

□否

□不適用

整體表現:

□優良

□尚可

□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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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負責助教

課程一

現代文學小組討論
游勝輝
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一年級
r04121004@ntu.edu.tw
課程名稱：我是醫生，我也是作家——醫學背景下的人文思維
課程目標：學習在醫學知識的背景下，通過文學的洗滌，學習關懷生命，開拓更
深廣的人生視野；思考醫師的定位與自我認同，經由閱讀與思索建立人文醫
師的自我期許；永遠不對生命感到麻木。
課程簡介：具有醫學背景的作家，較之於「經驗匱乏」的新一代創作者，往往能
看見遠為繁複的生死歷程，他們的語言比之於一般作者，也往往更為機智敏
銳，顯得機鋒處處。
醫生治療的是人，而作家寫的也絕大多數是人的各種樣態。可是不同的角度，也
看出不同的意涵。醫療與疾病在部分醫師與醫學論述之下，或許只是身體機
能的耗損、當機，本身不必帶有任何隱喻；然而在文學之中，醫療與疾病書
寫往往充滿隱喻，牽扯觸動了生命中種種最深刻的存在處境。
李欣倫在《戰後台灣疾病書寫研究》中舉王溢嘉、莊裕安的書寫，表現出醫生並
非僅僅關注病理，也往往同時關心處在疾病中病患的各種生命情態。通過文
學的閱讀與書寫，醫生得以在更廣闊的視野底下感受他者的整體生命圖景。
此外，在醫師書寫中除了關懷他者之外，也顯示出醫生同樣是人，因此面對
生死場上的掙扎與拔河，也會為生命的瑰麗與殘酷心笙搖盪，感到震撼。通
過思考與書寫的過程，醫師作家們重新省視了習醫、行醫過程中對於生命的
多重體悟與感受。本堂課程，則經由閱讀文本出發，體會其中的豐富內涵。
醫學探究如何使生命存續，文學卻關懷生命的本質。本堂課程將閱讀具有醫師身
分或具有醫學學歷背景的作者所書寫的文學作品，嘗試著從醫者／作家第一
人稱的角度，去理解醫生對人的關懷如何通過觀看與書寫深化，建立對生命
的認識與體會，進而反省自己在成長過程中的醫病經驗、對未來自我形象的
想像，以及自我期許。
討論議題：
1. 在〈熄燈的日子〉中，你認為醫師所面對的問題或處境為何？
2. 王溢嘉《實習醫師手記》中，面對的焦慮是什麼？他對於病患的情緒、心理
抱持的態度為何？你能否舉例說明？
3. 〈十九號電梯〉中對於大體的看法有那些層次的轉變？對於學生來說，知道
大體老師生前故事的意義是什麼？吳妮民對於醫學的思索又是什麼？
4. 〈閉幕式〉中所要說的只不過是「某某人，於某年某月某日在本院過世」如
此而已，卻又帶有複雜的意涵。你認為，作者在這當中觀察到什麼？為什麼
「短短的一句話，很容易就說得不穩」？「最後一句話的真義」是什麼？
5. 你在學醫的過程之中，對於以後的學醫日子有何想法？對於往後行醫生活有
什麼焦慮嗎？你是否看過什麼戲劇、電影或小說書籍，當中的醫師形象是你
9

的典範或學習目標？
指定閱讀：。
1. 黃文俊：〈熄燈的日子〉（網路，第八屆林榮三文學獎．小品文獎得獎作品
輯 10 之 1）
2. 王溢嘉：《實習醫師手記》，（新北市：永和，1979 年），頁 1-13、94-97、
173-175。（PDF 01_01_01）
3. 吳妮民：〈十九號電梯〉、〈閉幕式〉，收於吳妮民著：《私房藥》，（台
北：聯合文學，2012 年）。（PDF 01_01_02 及 PDF 01_01_03）
課程二

課程名稱：孤獨與書寫──現代文學的孤獨書寫
課程目標：經由閱讀現代文學的孤獨書寫，思考孤獨對於我們的人生，
以及書寫對於處理孤獨的意義。經由對作品主旨的討論，引領同學
思考文學如何面對生命的重大議題，藉此開啟人文思考的視野。
課程簡介：身為難以脫離群體的生物，我們可以說是一個都逃不過孤獨。
尤其，現代科技的飛速進步，時空收斂的速度遠過往昔，有時讓人
們緊密相連，甚至貼近得難以呼吸，卻也有時，應當熟悉的人事物都愈來愈冰冷
陌生。無論如何，孤獨都會出現，只是前者的情況中，孤獨是解脫，後者的情況
呢，便需要他人解救了。
孤獨的時候，若不發出訊號，他人無從得知，因而有了表達，有了書寫。如
果孤獨是來自於更複雜的因素，難以用日常語言說明白，就有了文學書寫。比如
現代十分受歡迎的小說家村上春樹，就是書寫孤獨的好手。他的小說譯者林少華
曾經問他孤獨與表達的關係是什麼，
他的回答是：
是的，我是認為人生基本是孤獨的。人們總是進入自己一個人的世界，進
得很深很深。而在進得最深的地方就會產生『連帶感』。就是說，在人人
都是孤獨的這一層面上產生人人相連的連帶感。只要明確認識到自己是孤
獨的，那麼就能與別人分享這一認識。也就是說，只要我把它作為故事完
整地寫出來，就能在自己和讀者之間產生『連帶感』。其實這也就是創作
欲。不錯，人人都是孤獨的。但不能因為孤獨切斷同眾人的聯繫，徹底把
自己孤立起來，而應該深深挖洞。只要一個勁兒往下深挖，就會在某處同
別人連在一起。一味沉浸於孤獨之中用牆把自己圍起來是不行的。這是我
的基本想法。1
孤獨與連帶感，彷彿是弔詭，正如我們這個課程，我們將聚在一起談論，「一
個勁兒往下深挖」，孤獨是什麼，以及它創造了什麼。與現代社會相同，在現代
文學中，孤獨幾乎是胎記一樣的與生俱來，比如村上春樹《萊辛頓的幽靈》2的

1

林少華：〈孤獨並不總是可以把玩〉，收於村上春樹著，林少華譯：《列克星敦的幽靈》
（上海市：上海譯文
出版社，2009 年），頁 2。
2
賴明珠譯，臺北市：時報文化，2005 年。另有林少華譯：《列克星敦的幽靈》，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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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則故事，或深或淺，或輕或重，都與現代人的孤獨陰影有所關聯，這次課程選
擇當中的〈東尼瀧谷〉，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孤獨的人如何成為孤獨、面對孤獨；
另外，也選擇了兩首臺灣的現代短詩，都是直接處理到孤獨與書寫之關係的作
品。讓我們一起細細品讀，也許能更了解那些孤獨的人們，以及孤獨的自己。
討論議題：
1.你有感到全然孤獨，不被了解，或者是想要只與自己相處的時刻嗎？如果是想
擺脫孤獨，你會如何擺脫？如果是想享受孤獨，為什麼？
2.〈廢稿〉中「我」與「你」是什麼關係？最後一句「把你棄於荒蕪宇宙」你會
怎麼詮釋？
3.在〈敘事治療〉中，詩發揮了哪些功能？你認為書寫是可以治療的嗎？
4.〈東尼瀧谷〉中東尼瀧谷與瀧谷省三郎與各自的時代事件、氛圍的關聯是什麼？
有什麼類似的地方？與他們的個性有什麼關係？
5.東尼瀧谷與瀧谷省三郎都面對自己所愛的人的逝世，作者如何描述他們的感
受？與他們的個性有什麼關聯？
6. 〈東尼瀧谷〉中，作者用了哪些方式具體的描述東尼瀧谷的感受？你透過他
的寫法是否感到更加接近這樣的孤獨？無論是或否，都請分享為什麼。
7.在這個課程之前，你覺得「文學」是什麼？在經過這堂課程的閱讀、討論之後，
你覺得「文學」最有意義的地方是什麼？
指定閱讀：
鹿苹：〈廢稿〉，收於《流浪築牆》（臺北市：洪範書店，2005 年），頁 13。
（PDF 01_02_01）
李雲顥：〈敘事治療〉，收於《河與童》（新北市：小小書房，2015 年），頁
112-113。（PDF 01_02_02）
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東尼瀧谷〉，收於《萊辛頓的幽靈》（臺北市：時報
文化，2005 年），頁 76-98。（PDF 01_02_03）
課程三

課程名稱：自然與人文書寫的交會──閱讀吳明益《浮光》
課程目標：經由仔細閱讀、討論吳明益〈光與相機所捕捉的〉（收於《浮光》），
重新思辨自然與人文的意義與關聯。經由對作品主旨的討論，引領同學思考文學
如何面對生命的重大議題，藉此開啟人文思考的
視野。
課程簡介：我們大部分都曾經歷高中二年級的分組──社會組、自然組、第三類
組。社會組的數理往往是罩門，而理工科、醫學系不知何時
被視為與人文絕緣，若說得專業一點，便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精神科學這兩個辭
彙不知何時誕生，並且分了家。然而，這一個現在被許多人視為理所當然的區分
是怎麼畫下的？我們的每一個行動，每一句話每一次下筆，是否真的存在非此即
彼的界線？臺灣當代散文書寫中，吳明益是絕對不能忽略的重要作家。他以生態
文學與自然書寫著稱，當中雖然揉雜許多不同類別的自然知識，卻並不是科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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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或圖鑑資料，在在浸潤了他個人的生命經驗與思索。劉克襄在評述他以蝴蝶生
態為中心書寫的《蝶道》時曾說：「每每行文半途，隨手抒發各類自然科學和生
態行為之議題，直入歷史和科學的辯證，進而追索個人生命深層隱喻的寄託。各
類龐雜知識的大量援引，更證明了他閱讀的活潑和自信，以及不泥於一式的學
習。」
這樣的評價同樣適用於本次課程將要閱讀的，以攝影為核心的《浮光》。當
中，首篇〈光與相機所捕捉的〉便圍繞著鏡頭中的「自然」展開情理兼具的探討。
透過閱讀這一篇作品，體會他的辯證思路與情感經歷，我們也能多理解自己身處
的「自然」，以及在「自然」中的我們自己。
討論議題：
1. 你能不能簡單的定義「自然」是什麼？你覺得自己所讀的科系比較接近「自
然」嗎？與一般我們稱之為「人文」的學門（例如文學、歷史、哲學）有什麼差
別？
2.在《浮光》的序中，他說：「我把這些文章分成『正片』與『負片』，值得拿
到陽光下檢視的，以及放在防潮箱裡不輕易示人的。」結合〈光與相機所捕捉的〉
的「正片」與「負片」，說說他的區分標準是什麼。
3.在「正片」中，吳明益寫道：「影像是飛行在藝術與科學間的候鳥，不肯放棄
任何一個棲地，也不能放棄任何一個棲地。」請結合文章內容，詮釋這一段的意
義。
4.吳明益所謂的「情感有效性」是什麼意思？他認為對他有「情感有效性」的照
片有什麼共同特徵？你的生命中有沒有什麼照片對你而言是「情感有效性」的？
5.讀完全文後，你認為「光與相機所捕捉的」，在這篇文章的「正片」與「負片」
中，吳明益有沒有共同，或者可以互相溝通的看法？若有的話，你是否認同？
6.這個課程之前，你覺得「文學」是什麼？在經過這堂課程的閱讀、討論之後，
你覺得「文學」最有意義的地方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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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負責助教

課程一

傳統文化小組討論
熊偉均
台大哲學研究所碩士班
r01124003@ntu.edu.tw
課程名稱：戲曲演出的欣賞與討論
課程目標：透過實際走入劇場、欣賞戲曲，親身體驗戲曲與其他藝術形式的不同，
並對傳統戲曲的元素有基本認識。最後針對「傳統」議題等臺灣文化認同
的問題，進行反思與討論。
課程簡介：本課程需要同學推派一位主持討論的主席。本課程體驗與反思討論並
重，將安排同學於討論課進行前觀賞一齣傳統戲曲的演出，讓同學實際走
入劇場，了解戲曲的要素，並進一步思索「傳統」的意義。
討論議題：
1. 個人觀賞經驗自由分享。
2. 請調查並介紹這次欣賞的劇團與劇種。
3.
4.
5.
6.
7.

你覺得戲曲和其他舞台劇種產生區別的要素是什麼?
戲曲做為一門綜合藝術 （行當、身段、文武場、舞台、服裝、燈光等），
你最感到興趣的是那一部分？並說明此一部門對整體演出的幫助在那裡。
你如何理解所謂的「傳統」？你認為所觀賞的演出可以算是「傳統」的嗎？
為什麼？
請以自身為例，介紹你認為屬於「傳統」的文化要素，供全組分享與討論。
歡迎同學提供有其他想要討論的題目，並請組長在課前週五先行告知助教。

注意事項：
1. 請 組 長 統 一 向 助 教 訂 票 ， 原 則 上 助 教 也 需 和 一 同 觀 看 演 出 。
2. 現 在 的 戲 曲 演 出 基 本 上 都 會 配 有 字 幕，同 學 請 不 用 擔 心， 並 請 帶 著
輕鬆的心情享受精彩絕倫演出。
3. 建 議 選 擇 本 課 程 的 組 別 ， 請 盡 量 選 擇 和 自 己 輪 到「 傳 統 文 化 」的 週
次較近的演出場次觀看，或是與中心、老師、助教協調調課。把握
記 憶 最 為 清 楚、感 動 最 為 深 刻 的 時 候 討 論，學 習 成 效 將 會 效 果 加 倍。
大臺北地區傳統戲曲演出節目匯整（2016.2.14 彙整）：

三月
一、國光劇場【告別文山】專場
日期時間：2016/3/12（六）14:00《豔陽樓》+清唱暨精華彩演
2016/3/13（日）14:00《扈家莊》+清唱暨精華彩演
演出地點：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木柵校區 演藝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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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木柵路三段 66 巷 8-1 號）
演出票價：800, 500, 300 （學生、文山區居民 5 折）

絕倫武戲+清唱暨精華彩演
國光三十六位團員全部登場告別文山
士林【臺灣戲曲中心】今年 7 月正式落成
3/12（六）
《豔陽樓》 劉育志 黃鈞威 劉祐昌 曾冠東
【清唱暨精華彩演】
《法門寺》 許孝存 《盜 馬》 歐陽霆
《廉錦楓》 陳允雯 《臥龍吊孝》蔡佳君
《掛 畫》 蔣孟純 《羅成叫關》張家麟
《失子驚瘋》林庭瑜 吳海倫
《活 捉》 陳長燕 陳富國
《霸王別姬》陳美蘭 《借東風》 鄒慈愛
《紅 娘》 朱勝麗 《沙橋餞別》溫宇航
《狀元媒》

劉海苑

※主持人：陳清河、蘇

榕

3/13（日）
《扈家莊》 戴心怡 張珈羚 周慎行 王逸蛟 高禎男
【清唱暨精華彩演】
《烏盆記》 謝冠生 《初出茅廬》王璽傑
《玉門關》 王佩宣 《女起解》 黃詩雅 陳清河
《遊六殿》 羅慎貞 《春草闖堂》凌嘉臨 陳元鴻
《望江亭》 朱明月 《徐策跑城》王鶯華
《九江口》

黃毅勇

《蘆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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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化蒂 劉珈后

《春閨夢》 王耀星
《龍鳳呈祥》唐文華
※全程中文字幕

《羅成托兆》汪勝光
※主持人：溫宇航、蘇

榕

二、2016TIFA 當代傳奇劇場《仲夏夜之夢》
日期時間：2016/03/24（四）19:30
2016/03/25（五）19:30
2016/03/26（六）19:30
2016/03/27（日）14:30
演出地點：國家戲劇院（臺北市中山南路 21-1 號）
演出票價：3600, 3000, 2400, 1800, 1200, 900, 600 （學生 8 折）

吳興國×魏海敏×張大春×林秀偉
莎翁經典雋永愛情喜劇 當代傳奇 30 輝煌鉅獻
美國華爾街日報：「他的作品具史詩般偉大！」
「當代傳奇劇場」將傳統京戲的唱、唸、作、打融入西方經典作品，成功地
顛覆了東西方傳統舞台，締造跨文化跨國界的劇場美學，獲得國際上極高的
評價。
繼《慾望城國》、《王子復仇記》、《樓蘭女》等經典作品後，吳興國與魏
海敏再度攜手，擔綱演出當代傳奇 30 年輝煌大作，挑戰當代傳奇第一齣喜
劇，也是莎翁最受觀眾愛戴的《仲夏夜之夢》。劇中曲詞將由華人知名作家
張大春改編，完美呈現這齣洞察人性，又別出心裁的偉大作品。
導演、劇本改編、主演 吳興國
當代傳奇劇場藝術總監；乃少數橫跨電影、電視、傳統戲曲、現代劇場以及
舞蹈之表演藝術家。英國衛報：「吳興國是臺灣的奧森．威爾斯！」
主演 魏海敏
臺灣第一名旦，「國光劇團」、「當代傳奇劇場」主要演員，斐譽兩岸，曾
獲國家文藝獎等崇高獎項，並榮獲大陸梅花獎，堪稱京劇界的千面女郎。
※全程中英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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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復興劇場
日期時間：2015/3/26（六）14:00
演出地點：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內湖校區 中正堂
（臺北市內湖路二段 177 號）
演出票價：200（現場購票、學生 5 折）
《悟空借扇》孫悟空～魏伯丞飾、 鐵扇公主～金孝萱飾
《烏盆記》劉世昌～黃昶然飾
《武家坡、回窯》薛平貴～張玲菱飾、王寶釧～陳秉蓁飾

四月
一、復興劇場
日期時間：2015/4/16（六）14:00
演出地點：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內湖校區 中正堂
（臺北市內湖路二段 177 號）
演出票價：200（現場購票、學生 5 折）
經典喜劇《鳳還巢》

程雪娥～郭勝芳飾、穆居易～趙揚強飾
周公公～丁揚士飾、程夫人～張化緯飾
洪功～謝德勤飾

二、 曾院士劇作專場

日期時間：4/22（五）19：30《折子戲》
4/23（六）19：30 新編崑曲《梁祝》
演出地點：演出地點：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木柵校區 演藝中心
（臺北市木柵路三段 66 巷 8-1 號）
※最新資訊即將週知同學。

五月
一、復興劇場
日期時間：2015/5/14（六）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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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地點：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內湖校區 中正堂
（臺北市內湖路二段 177 號）
演出票價：200（現場購票、學生 5 折）
《遊湖借傘、驚變》白素貞～唐天瑞飾、青兒～陳聲媛飾、
許仙～趙揚強飾
《盜仙草》
白素貞～金孝萱飾
《斷橋、合缽》
白素貞～余大莉飾、青兒～陳聲媛飾、
許仙～王聲元飾
《祭塔》
白素貞～～郭勝芳飾
＊【臺北戲棚】（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113 號）
每週一、三、五、六演出，節目單隨時更新：
http://www.taipeieye.com/index-tw.asp?v=project&d=201501
＊【大稻埕戲院】（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 1 段 21 號 9 樓）
節目單隨時更新：
http://www.tmseh.gov.tw/big5/ArtInfoList.asp?Item=8
＊【故宮週末夜】（臺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 221 號）
節目單隨時更新：
http://theme.npm.edu.tw/events/98events/saturdaynight_9807/index2_ch.h
tml

課程二

課程名稱：中華文化基本教材爭議討論
課程目標：透過關於此爭議的討論，蒐集討論的必需資料，並以嚴謹而公正的方
法 與 態 度 來 分 析 諸 多 投 書 的 立 場 與 論 述 、 進 行 批 判 思 考 （ critical
thinking），反思自身的學習歷程與思想轉變。
課程簡介：本課程需要同學推派一位主持討論的主席。請同學於討論課進行前閱
讀助教所提供的材料，這些閱讀材料並非硬性規定，鼓勵同學們可以自行挖
掘相關主題的文章並在課堂上介紹與評論。同學可以認領文章、或是共同報
告多篇文章，同時同學之間可以分為正方與反方，針對不同的立場或論述提
出疑義。在彼此意見交流與溝通的過程中相互理解，並嘗試達成共識。
討論議題：
1. 請調查並介紹「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在不同課綱下的相關規定與歷年爭議。
2. 請簡述並評論助教提供或自行發掘之閱讀材料。
3. 如果你是贊同方／反對方，你會對課綱進行保留、捨棄或修改的部分與理由
為何？
4.

在接觸課程討論材料的之前與之後，你的立場有沒有轉變，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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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回顧過去高中教育的經驗，當時與現在對於此教材的想法有什麼地方不一
樣？為什麼？
你會對這個議題的討論提供什麼觀點？
歡迎同學提供有其他想要討論的題目，並請組長在課前週五先行告知助教。

注意事項：
1. 如果有組內成員未接受過臺灣的高中教育，則不建議選擇此課程。
2. 在決定選擇這個課程之前，建議可以先進行組內的簡單討論，如果組員間對
於此爭議的立場有明顯的不同，再選擇此教案為佳。
討論材料（請從電子版課程資料檔案點選以下超連結）：
1. 陳瑞麟：必選四書 浪費青春 2011/06
2. 顏厥安、祝平次、范雲、潘光哲、陳瑞麟、張谷銘：〈尊重多元 拒絕中華文
化霸凌〉 2011/06
3.
4.
5.
6.

謝大寧：評「中華文化基本教材」課程終獲通過 2011/07
祝平次：軟性基質主義與文化基本教材 2011/07
潘朝陽：反對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是尊重多元嗎？評顏厥安等人的文化虛無主
義 2011/08
陳弱水：「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問題在哪裡？一個局內人的觀點 2011/10

7.
8.

推論練習｜謝大寧論讀經教育 2011/10
林安梧：〈鼎革之際：關於「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答客問」?〉（《國文天地》
2011 年 12 月） 2011/12
9. 楊舒淵：「大一統」的正解？──談必修「四書」的爭議 2014/09
10. 朱家安：讀論語，不如讀人間異語 2015/05
11. 銀正雄：學哲學的青年，竟反對古文 2015/05
12. 葉文忠：「論語」不如「人間異語」？！ 2015/05
建議閱讀：
1. Critical Thinking | SkillsYouNeed（超連結）
2. [C01] What is critical thinking? - Philosophy HKU（超連結）
3. 孫效智。〈思考的涵養〉。(PDF 03_02_01)
4. 陳立夫。〈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重編及意義〉，《孔孟月刊》第 21 卷第 12
期（1983）。(PDF 03_02_02)
5. 〈搶救國文教育聯盟行動宣言〉（超連結）
6. 【哲思台灣】13（上）四書對我們的教育，是必要的嗎？（YouTube 超連結）
7. 【哲思台灣】13（下）四書對我們的教育，是必要的嗎？（YouTube 超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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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負責助教
教案理念

課程一

醫療倫理小組討論
陳洵渼
r98124017@gmail.com
本教案旨在藉由遊戲、案例討論，或是文本閱讀的方式，讓醫學系學生初步理解
同儕關係（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agues）、與道德兩難（moral dilemma）、
醫-病關係(patient-physician relationship) 等相關的倫理議題。本教案企圖
以活動、影片與各式醫療案例為主要教材，輔以隨課主治醫師的實際經驗與醫學
倫理材料，帶領學生由書本走向實務經驗，以「動」的方式讓學生思考看似「靜」
的倫理議題。
課程名稱：同儕關係（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agues）
課程簡介：
在醫療分工越來越細的當代，醫師如何適當地與其餘醫師乃至其餘醫療人員合
作，成為重要的醫療議題。因此，本單元藉由影片觀賞、遊戲以及案例討論，讓
學生瞭解實際合作時，不同角色在相處上所可能遇到的倫理情境與合作關係。再
進一步地引導學生學習 Team Resource Management (TRM)的重要觀念，使學生初
步理解在未來職場可能遇到的實際情況，以及因應方式。
課程目標：
1. 以遊戲的方式使學生理解當時既與同儕合作時，所可能遇到的合作關係與挑
戰；並由此引導學生建立恰當的倫理關係。
2. 從自身與同儕合作的經驗為切入點，輔以過去於醫療院所中所發生的實際案
例，使學生逐步了解如何建立醫療人員間的適切關係。
課前準備：
1. 請回想過去與同儕相處的各種經驗，可包含合作、競爭、友好與敵意等。並擇
一記錄當時的情境、原因、心態與後來的結果，以利討論。
2. 請閱讀或觀賞指定材料以及遊戲規則。
課程進行方式：
本課程共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遊戲活動，第二部分為討論議題。
遊戲活動：
1. 首先助教以 5 分鐘左右的時間進行遊戲規則的說明。
2. 各小組以 35 分鐘以內的時間，合作完成遊戲的目標。
共計約 40 分鐘。
討論議題：
1. 試討論於上述遊戲進行中，個人所扮演的角色與他人合作的關係。並且討論在
合作的過程中，要如何才能有更佳的結果。（20 分鐘）
2. 請以個人過去經驗，討論在面對各種與同儕的相處情形時，該如何相處才是適
切的方式？（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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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失敗的發生是由不是自身能掌控的因素造成時，請問該如何面對？
4. 概述《醫學倫理手冊》中的適當同儕倫理，將其與「實習醫生」中的劇情，以
及隨課主治醫師的經驗互相對照，探討在面對實際的情形時，同儕之間以及醫
生與其餘醫療人員間相處可能會遇到的倫理情境以及因應之道。（20 分鐘）
指定材料：
1. 美劇「實習醫生」第一季第一集。(請至共教中心索取)
2. 世界醫師會：
《醫學倫理手冊》
，中文版，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聯會出版，2005，
第四章＜醫師與同儕＞。(PDF 05_01_01)
3. 陳志金, 林宏榮, 林勤益, & 邱仲慶. (2011). 醫療職場的破壞性行為. 醫療

品質雜誌, 5(4), 24-28. (PDF 05_01_02)
4. Youtube 影片：台北榮總團隊資源管理課程 【溝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0ILXsP3Lwg
5. 桌遊「瘟疫危機：骰子版」遊戲介紹與規則：
http://gamesoncloud.blogspot.kr/2015/04/pandemic-cure.html
延伸閱讀：
1. 蔡甫昌，《醫學倫理小班教學-案例與討論題綱》，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
品質策進會，2006，主題 19 <同儕互動倫理>。
2. Susan Sheridan 的影片，來源：TRM 臉書專頁。(MP 05_01_03)
課程二

課程名稱：醫-病關係(patient-physician relationship)
課程簡介：
在現今台灣，由於醫病關係的緊張，造成了許多醫療上的糾紛；因此，如何建立
適當的醫病關係，成為當前重要的醫療倫理議題。本單元由學生與專業醫療人士
之間對於醫療基本概念的異同處切入，探討專業與非專業人士在資訊不對等的情
況下，如何形成適切的醫病關係。並分析造成當前醫病關係緊張的原因，以及可
能的因應之道。
課程目標：
1. 使學生藉由自身經驗，思考醫-病關係的相關議題，並得到初步心得。
2. 藉由隨課主治醫師的參與討論，輔以課程閱讀資料，對於醫病關係進行深入探
討。
3. 分析當前醫病關係緊張的原因，以及可能的因應之道。
課前準備：
1. 請同學回憶過去生病與因病就醫的經驗後,思考並寫下以下問題的答案: (1)
對你/妳認為什麼是「病」（包含肉體上與精神上）?什麼是「患者」?什麼是
「治療」？醫生與你/妳的關係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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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閱讀與觀賞指定材料。
討論議題：
1. 比較個人的就醫經驗與 Emanuel 所提出的四種醫病關係，討論所經驗的是哪一
種醫病關係，以及優缺點。（35 分鐘）
2. 請概述個人於課前準備中議題的答案，並比較隨課醫師身為專業醫療人員對於
這些問題的答案，分析其與同學答案的異同；若有差異，請討論造成差異的原
因為何。並請討論在對於醫療相關基本定義不同下，如何形成適切的醫-病關
係（35 分鐘）
3. 請概述影片中解釋造成醫-病關係緊張的原因，並討論其中所描述的原因是否
是主要的原因？或是有其餘的原因造成醫-病關係的緊張？並且討論化解醫病關係緊張的可能方法。(30 分鐘)
指定材料：
1. Emanuel, E., & Emanuel,L. (1992). Four models of the physician-patient
relationship, JAMA, 267(16), pp.2221-2226. (PDF 05_02_01)
2. 世界醫師會：
《醫學倫理手冊》
，中文版，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聯會出版，2005，
第二章＜醫病關係＞。(PDF 05_02_02)
3. Richard McNally, “Chapter 8: So What Is Mental Illness Anyway?” What

Is Mental Illness？,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212-217, 261-263. (PDF 05_02_03)
4. 《大愛全紀錄》信任--醫病關係：
http://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player_embedded&v=_8BXHTKBZZU#
延伸閱讀：
1. 世界醫師會：
《醫學倫理手冊》
，中文版，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聯會出版，2005，
第一章＜醫學倫理的主要特徵＞。(PDF 05_02_04)
2. Susan Sheridan 的影片，來源：TRM 臉書專頁。(MP 05_02_05)
課程三

課程名稱：道德兩難（moral dilemma）
課程簡介：
從思想實驗的設想，到實際生活中遇到的狀況，道德兩難可謂無所不
在。而道德兩難的討論一直是道德教育中的重要一環，因為藉由道德兩難
討論，能夠使學生更明確地清楚自身的道德立場與未來可能面對的道德困
境。本教案藉由將抽象的道德兩難討論，以遊戲的方式進行，使學生能夠
在與組員討論過程中，更清楚地明白將兩難議題落實在實際生活中可能引
發的效應與因應之道。
課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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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藉由事前的閱讀與課程中遊戲的進行，使學生更明白道德兩難議題的本質與意
義。並藉由隨課主治醫師過去遇到的相關經驗，使學生初步了解未來可能遇到
的兩難問題，與應對方式。
2. 藉由組員之間的討論，使學生更清楚明白多種看待道德兩難議題的角度，與解
決方法；並能思考在面對不同立場時的應對之道。
課前準備：
1. 閱讀指定參考資料，與課程影片，並思考何為道德兩難。
2. 回想過去兩難的經驗，並說明那時是如何解決的，以及為何如此解決。
課程進行方式：
本課程共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遊戲活動，第二部分為討論議題。
遊戲活動：
1.首先助教以 5 分鐘左右的時間進行遊戲規則的說明。
2.各小組以 35 分鐘以內的時間，進行遊戲。
共計約 40 分鐘。
討論議題：
1. 在閱讀課程資料後，說明何謂道德兩難議題，以及對於兩難議題討論的
意義為何。（15 分鐘）
2.請以個人過去經驗，討論在面對各種與兩難議題時，是如何解決的（10 分鐘）
3. 討論在 Moral Dilemma 這個遊戲中，輸與贏放在社會的脈絡中，分別代
表什麼意義。（15 分鐘）
4. 藉由隨課主治醫師的經驗說明，探討在面對實際的兩難情形時，可能會遇到困
難以及因應之道。（10 分鐘）
指定閱讀：
1.

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Michael J Sandel,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New York, Chapter 1. (中文版掃描另附。) (PDF 05_03_01)

2.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Moral Dilemma (PDF 05_03_02)
3. Moral Dilemma 遊戲規則介紹：http://moraldilemmathegame.com/
延伸閱讀：
1. 《正義，一場思辨之旅》哈佛教學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HHa4ETr2jE
2. Justice Moral Dilemm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oc9G0J-8ss&index=2&list=PLH37By4v_fxl
-VGRzq7R6yC4-uSihxA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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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負責助教

課程一

音樂學小組討論
李旻燁
國立台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碩士班
r00144005@ntu.edu.tw
課程名稱：從流行音樂看臺灣傳統音樂的現代表現
課程簡介：
臺灣的傳統音樂豐富而多元，除了屬於南島語族的十四族原住民音，還有來
自漢民族的各式戲曲民謠，包括南北管、歌仔戲、客家與閩南歌謠等等。可惜，
欣賞傳統音樂的人越來越少，一般年輕學子也缺乏機會認識傳統音樂，這些文化
將面臨隨時代凋零的危機。雖然真正傳統的音樂在臺灣逐漸式微，然而，在流行
音樂卻常採用這些傳統音樂，他們選擇的音樂種類、編曲手法與製作理念不盡相
同，但總有新意，也或許帶有文化傳承的價值，甚至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結果，例
如德國的 Enigma 樂團的〈Return to Innocence〉，是 1996 年亞特蘭大奧運的
主題曲，透過全球轉播，意外被發現這首歌「引用」了臺灣阿美族馬蘭社部落的
〈老人飲酒歌〉，甚至最後打了國際官司，從那時候起，臺灣才有越來越多人開
始重視與認識原住民的音樂。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臺灣的流行音樂樂壇，有許多
年輕學子，是透過流行音樂才有機會接觸臺灣傳統音樂的。本課程將帶領同學欣
賞「流行音樂中的臺灣傳統音樂」，與「臺灣傳統音樂」，比較兩者的不同，也
引導同學思考傳統音樂改編可能存在的優缺點，討論當流行音樂遇上傳統音樂可
能有的問題，另一方面，也請學以自身的音樂聆聽經驗，提出流行音樂中引用傳
統音樂的例子。
課程目標：藉由欣賞流行音樂，引導同學認識臺灣傳統音樂。
討論議題：
1. 你是否在聆聽流行音樂時，有從中「發現」臺灣傳統音樂元素的經驗？如果
有，請與大家分享這些經驗。
2. 請自行找一首取材於臺灣傳統音樂元素的流行音樂，並帶音樂來播放，找不

3.
4.
5.
6.

到的同學也可以採用「參考資料」，並向大家介紹此音樂所運用的樂種，與
自己所了解的創作背景，並發表感想，與大家討論。
你參與過臺灣傳統音樂的演出場域，或聆聽過這些音樂嗎？若有，請分享參
與的經驗。
「流行音樂中的臺灣傳統音樂」和「臺灣傳統音樂」有何不同？
你對於流行音樂將「臺灣傳統音樂」納入素材有何看法？你覺得結合兩種音
樂的意義為何？
將傳統音樂與流行音樂結合，是一種「融合」，在人文領域使用 hybridity
這個字，其實來自生物學。請舉出在醫學或生物學中「融合」的例子，為什
麼要這麼做？這種方法有甚麼優點與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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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呈上題，在人文與自然科學上，即使都能運用融合的手法，但在過程中面臨
的問題，以及結果和意義有甚麼相異與相同的地方？
指定閱讀：
本課程由同學自行尋找音樂並自行蒐集相關資料（也可從參考資料中選
擇），每位同學請至少準備一首音樂。參考資料不必聽完，音樂資料大多可在網
路上找到，少數總圖有，所有音樂資料已燒成光碟，請向曹英俐小姐索取。
一、原住民音樂
1.〈老人飲酒歌〉
1.1 郭英男〈老人飲酒歌〉《郭英男和馬蘭吟唱隊》（總圖有）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ROdVAV1zQo
2. 紀曉君〈婦女除草完工祭古調古調〉（收錄於《太陽、風、草原的聲音》
專輯中的兩個版本）（總圖有）
3.〈美麗的稻穗〉
3.1 紀曉君〈美麗的稻穗〉《太陽、風、草原的聲音》（總圖有）
3.2 胡德夫〈美麗的稻穗〉《匆匆》（總圖有）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HUhXauHNaU
3.3 陳建年〈鄉愁〉《海洋》（總圖有）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jNPDFwfEMg
4. 阿密特〈阿密特〉《阿密特意識專輯》
4.1 唱會現場版：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1VWgQsWhJE
5. 卑南族古調
5.1 張惠妹〈姊妹〉《姊妹》：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3IEDP8ODpQ
5.2 張惠妹〈姊妹〉演唱會版：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V1B3HSiqW4&feature=related
5.3 原舞者〈歡慶歌舞 3〉《年的跨越》（總圖有）
6. 圖騰樂團〈我在那邊唱〉、〈父親的話〉、〈巴奈 19〉、〈馬太鞍的春
天〉《我在那邊唱》（總圖 B1 原民圖資中心有）。圖騰樂團主唱 Suming《Suming
舒米恩首張個人創作專輯》(原住民音樂資料龐大，但不能外借，有興趣的同學
可至總圖 B1 原民圖資中心試聽。)
二、戲曲音樂
1.〈身騎白馬〉
1.1 許秀年〈身騎白馬〉
http://www.youtube.com/watch?v=39_nAlNwyR0
1.2 蘇通達〈我身騎白馬〉（演唱者：郭春美）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bb5_WNG2Ts&feature=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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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徐佳瑩〈身騎白馬〉
2.〈心酸酸〉
2.1〈心酸酸〉《胡美紅典藏集二》（總圖有）
2.2 鄧麗君版
〈心酸酸〉是根據歌仔戲七字調的歌詞與形式譜寫的，同學可自行蒐
尋不同版本的音樂資料
3.〈蘇三起解〉
3.1 京劇〈蘇三起解〉、英日文版〈蘇三起解〉：請至以下網頁聆聽（歌
詞見附錄一）
http://paulinemu.pixnet.net/blog/post/10930006
3.2 陶喆〈Susan 說〉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AWSZ9lk9mo
三、民謠與陣頭
1.黃克林〈倒退嚕〉
2.〈思想起〉《胡美紅典藏集二》（總圖有）
3.〈天黑黑〉《胡美紅典藏集二》（總圖有）
（此類資料眾多，同學可自行蒐集不同的歌曲與版本）
四、客家音樂
1.交工樂隊《我等就來唱山歌》、《菊花夜行軍》（總圖有）
2.林生祥《種樹》（總圖有）
3.〈採茶歌〉《胡美紅典藏集二》（總圖有）
同學可自行從專輯中挑選有代表性的曲目聆聽，也可參考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網站的音樂戲劇館或影音藝廊館網頁內的資料：
音樂戲劇館 http://www.hakka.gov.tw/np.asp?ctNode=1828&mp=1828
影音藝廊館 http://www.hakka.gov.tw/np.asp?ctNode=1925&mp=1925
五、唸歌、客家音樂、原住民音樂等等
1.拷秋勤《拷！出來了》
（此張專輯為融合不同臺灣傳統元素的作品，可參考拷秋勤網
站 http://www.kou.com.tw/，同學也可以自行蒐集此類具有不同
傳統元素的音樂）
附錄一：〈蘇三起解〉中英日歌詞：
蘇三離了洪洞縣，將身來在大街前。
未曾開言我心好慘，過往的君子聽我言：
哪一位去往南京轉，與我那三郎把信傳。
就說蘇三把命斷，來生變犬馬我當報還！
Susan left Hongdong country
and she is coming to the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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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ry before I speak
Oh, listen to me, gentleman,
who is going to Nanjing,
please give my lover this message
that is Susan is dead,
in the next life
she will repay his kindness.
苏の 3 は洪桐の県を离れて、身は大通りの前で来ます。
口を开いていない私の心はとても痛ましくて、つきあいは君子は私を闻いて言
います。
どちらは行って南京へ回転して、私とあの 3 の男は伝わることを信じること
を。
たとえ江苏の 3 つの运命ですとしても切れて、変事が起こる犬马は私はまた申
し込みにきます。
課程二

課程名稱：跟著音樂動—音樂節奏與身體律動的關聯
課程目標：
介紹音樂節奏與身體律動密不可分的關係，並引導同學用身體的多重感官欣
賞音樂
課程簡介：
在聆聽音樂時，許多人都會不由自主跟著音樂律動，而從事音樂演奏或演唱
時，肢體動作自然也是必須的，音樂與動作有著密切關係，甚至不同的律動型態
也會影響演奏者的表現，以及聽者對音樂的感受。影響身體律動最重要的音樂元
素就是「節奏」，而根據研究，身體律動所造成的觸覺、本體感覺與前庭感覺等
等回饋，都會讓人更抓得住節奏。另一方面，藉由音樂的帶動，能讓人在從事運
動時，感覺較不費力，甚至在治療行動不便的患者時，音樂也有輔助的功效。本
課程將探討音樂節奏與肢體律動如何相輔相成，使人在欣賞或演奏音樂時，更能
有感覺，也討論音樂對於促進身體運動的效用，以及群體在音樂活動中，藉由同
步舞蹈達到促進社群感情的社會功能，進而讓同學藉由身體多重感官來體驗音
樂。請同學就自身經驗來思考本課程的討論議題。
討論議題：
1. 請一位同學以 10 分鐘時間，報告「奧利佛薩克斯《腦袋裝了 2000 齣歌劇的
人》第 19、20 章」的內容。
2. 請一位同學以 10 分鐘時間，報告「Levitin, D. J., and Tirovolas, A. K.,
Current advances in the cognitive neuroscience of music. Ann. N.Y. Acad
Sci., 1156 (2009), 211-231.」中的「Music, movement and synchronization」
部分 (pp. 217-219)。
3. 你是否有聆聽，或是學習、演奏音樂時身體跟著律動的經驗？是甚麼樣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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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8.

樂伴隨甚麼樣的動作，請與大家分享。
你認為是甚麼原因讓你想要跟著音樂律動？
聽不同的音樂，是否讓你想做不同的動作？音樂的特徵和動作的特徵有哪些
關連？
不同的音樂場域，例如：在自己房間獨自利用電腦播放音樂、欣賞古典音樂
會、參加偶像的演唱會等等，是否會讓你有不同的身體感覺或想律動的衝動？
這些場域中可以體驗到什麼樣的情緒？情緒、場域、音樂種類之間有何關聯？
為什麼？
跟著音樂律動是否讓你對音樂的感受有所不同？
在許多文化中，都有「群眾隨音樂同步舞蹈」的傳統，請舉例說明這些活動
的社會功能。

指定閱讀：
1. 奧立佛薩克斯《腦袋裝了 2000 齣歌劇的人》第 19、20 章。(PDF 07_02_01)
2. Levitin, D. J., and Tirovolas, A. K., Current advances in the cognitive
neuroscience of music. Ann. N.Y. Acad Sci., 1156 (2009), 211-231.
期刊論文中 Music, movement and synchronization 部分 (pp. 217-219)。
(PDF 07_02_02)
延伸閱讀：
1. Sakai, K., Hikosaka, O., and Nakamura, K. Emergence of rhythm during
motor learning.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8, 12 (Dec. 2004),
547-553. (PDF 07_02_03)
2. Trainor, L. J., Gao, X., Lei, J., Lehtovaara, K., and Harris, L. R.
The primal role of the vestibular system in determining musical rhythm.
Cortex, 45, 1 (Jan. 2009), 35-43. (PDF 07_02_04)
3. Keller, P. E., and Rieger, M. Special issue – musical movement and
synchronization. Music Perception, 26, 5(Jun. 2009), 397-400. (總圖)
課程三

音樂、情緒與藥物 (精神物質)
課程目標：
討論醫學與音樂的關係，藉由音樂創作的角度，來看情緒與藥物扮演的角
色，提供另一個面向來看精神狀態、精神物質與音樂創作。
課程簡介：
藥物、情緒或稱精神狀態，在不同時期的音樂家及音樂創作上，都扮演不同
的角色。例如，咖啡，這種當前全世界引用最多的興奮劑，巴羅克時代的音樂家
巴哈 (Johann Sebastian Bach) 也很喜歡它，在一七三二年曾創作一首「咖啡
輕歌劇 (Coffee Cantata)」，劇中女高音反覆唱詠著：「咖啡比千個吻還甜蜜」，
而他的「郭德堡變奏曲」是為失眠伯爵所寫的催眠曲，成為音樂史上著名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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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安眠藥」。浪漫派作曲家白遼士 (Hector Berlioz) 的「幻想交響曲」則描述
了精神妄想與虛幻的迷幻藥作用，他為這首曲子下了註解：「失意的青年藝術家，
具有病態的、官能的、熱情的想像力，因為絕望的感情刺激，吞服鴉片意圖自盡。
然而藥力過弱並不足以致死，於是陷入昏睡狀態，夢見種種奇異的景象，他的官
能感情與回憶，在病態的腦中變成了音樂，因而誕生了這首交響曲」。藥物在甚
至參與了流行音樂的創作，尤其是搖滾與爵士樂手，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披頭四
(Beatles)」樂團。音樂創作常與精神物質或情緒產生連結，但它們間到底是怎
麼樣的關係？本課程將討論情緒對於音樂創作的影響，提供不同角度思考音樂創
作與用藥。
討論議題：
1. 請聆聽參考資料 1, 2, 3 中的音樂，發表感想。你認為這三首歌有無特殊的
情緒？根據幻想交響曲的作者自己下的註解，這首歌有如鴉片迷幻之旅，而
披頭四的 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 被說是在形容 LSD，單純就你的
聆聽經驗上，你覺得呢？請發表聆聽感想。若有在聆聽其他音樂時，有特殊
感覺，例如迷幻、異常亢奮、憂鬱等等，也請提出來與大家討論 (可自備音
樂與大家分享)。
2. 你有沒有聽說過「音樂創作者 (無論古典或流行音樂) 常服用藥物或菸酒、
咖啡、大麻等精神物質」的傳聞？你認同嗎？你認為音樂創作和這些物質有
甚麼關係？
3. 參考資料 4 中，提到了關於罹患特殊疾病的音樂家，請向大家報告書中的內
容。你對這些疾病的症狀有甚麼認識，看了書上的資料有甚麼想法，請提出
來討論。
4. 你認為音樂創作者需要具備哪些人格特質？可能會產生哪些方面的情緒問
題？這些情緒狀態對於創作有甚麼正面與負面的影響？
5. 你認為「特殊的精神狀況」，無論是否有服用藥物，對於創作者而言，是必
須的嗎？若認為是必須的，請說明理由，若認為是不必須的，請舉出「替代
方案」。
6. 有許多創作者，即使自己精神狀態正常，也沒有用藥，仍然喜歡創作這類風
格的作品，或塑造這種角色，你認為是甚麼原因？
7. 「用藥」與「精神狀態異常」常被認為是不健康的、負面的，在聆聽與閱讀
參考資料，以及以上的討論問題後，你有甚麼不同的看法嗎?
指定閱讀：
1. 巴哈的〈咖啡輕歌劇〉(Johann Sebastian Bach: Coffee Cantata BWV112)：
(歌詞意思可參考
http://www.afactor.net/kitchen/coffee/kaffeeKantate.html)
2. 白遼士的〈幻想交響曲〉(Hector Berlioz: Symphonie Fantastique) 的第
四與第五樂章，可在總圖網頁的電子資料庫 Naxos Music Library 聆聽，或
從 youtube 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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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披頭四的〈露西在星鑽閃爍的夜空中〉(Beatles: 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GFlkcnZRFI&feature=related
4. 奧立佛薩克斯《腦袋裝了 2000 齣歌劇的人》第 23-25 章。(PDF 07_03_01)
延伸閱讀：
1. 白遼士的〈幻想交響曲〉(Hector Berlioz: Symphonie Fantastique) 全曲
五個樂章。
2. 蔡振家（2008）〈浪漫化的瘋癲－戲曲中的大腦疾病〉，《民俗曲藝》161
期，頁 83-133。(PDF 07_03_02)
可直接至網頁下載：http://www.gim.ntu.edu.tw/gia/index_c.html
課程四

音樂偏好與人格特質
課程目標：
藉由聆聽與分享音樂偏好與使用經驗，引導同學瞭解不同音樂類型帶來的影
響。
課程簡介：
由於傳播的迅速，種類豐富的音樂存進入大眾的生活之中，而我們也可以選
擇要聆聽的音樂類型。在數位音樂時代，網路上興起 youtube，也出現 i-tunes
以及台灣的 KKbox 等音樂媒體，古典音樂、流行歌曲、影視配樂、世界音樂......
並列成為商品，聽眾可以藉由平台的分類及推薦來選擇想聆聽的音樂，也可以依
據當時的心情來決定。然而，消費者在音樂中得到什麼呢？音樂又反映出消費者
的什麼面向？
聆聽者的音樂偏好，可能反映出其審美觀以及對音樂體察，消費者在聽音樂
的過程中被滿足。例如在聆聽情歌時，投射自身的經驗，在別人的歌裡流著自己
的淚；不僅僅在聆聽的過程中被洗滌，也能到 KTV 中歌唱來淨化情緒。無論是節
奏激烈的電音舞曲、色彩鮮明的宮崎駿動畫配樂、飄揚著泥土芬芳的閩客歌曲，
不同的音樂風格總是可以在各種聽眾與各種心境中找到自己的存在價值。除了改
善情緒以外，過去曾經興起莫札特效應等議題，將音樂視為一種影響學習與人格
的方法。在中西古代思想裡都有音樂可以感化陶冶人心的理論，樂記記載:「凡
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這也延伸出有趣的議題:究竟
是消費者挑選音樂，還是人們接受了外來的刺激被影響呢?希望藉由本課程討論
音樂偏好的議題。
討論議題：
1. 你是否有在特定環境下只能聆聽特定音樂的經驗？如果有，請與大家分享這
些經驗。
2. 你認為為何人喜歡聽悲傷的歌曲？為何人喜歡唱悲傷的歌曲?
3. 你是否有喜愛差異性極大的樂種？若有，請分享經驗。
4. 你認為所聆聽的音樂是否反應人格特質及心理狀態？又或是內心的人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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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8.

會被外在的音樂誘發？
聆聽音樂是否令你回憶往事，產生懷舊或鄉愁情愫？
社會通常對聆聽特定樂種的人有固定刻板印象，例如聽古典音樂者性格優雅
安靜，聽搖滾音樂者性格活潑外向，果真如此嗎？請分享你自身或旁人的經
驗。
是否有聽過市面上所販售針對特定情緒，生理或學習等效用的音樂專輯呢？
若有，請分享聆聽經驗。
你是否有過以音樂放鬆身心、輔助睡眠的經驗呢?

參考資料：
由於種類眾多，同學們可聆聽提供的連結，或依據所提供的關鍵字搜尋。古典樂
可至學校圖書館資料庫 Naxos，其他音樂則在網路上可蒐尋到。也鼓勵同學們推
薦自己所聆聽的音樂。
一、古典音樂
1 莫札特
1.1 〈D 大調雙鋼琴奏鳴曲〉D Major, K.448, Mov. I
1.2 〈D 大調交響曲〉Symphony No.11 in D Major, K.84
2 巴哈
2.1 〈大提琴無伴奏組曲〉6 Suites for Cello Solo BWV1007-1012
2.2 〈十二平均律〉The Well-Tempered Clavier BWV 846-893
3

葛麗果聖歌 (Gregorian Chant)

二、流行歌曲
1 國語抒情慢歌
1.1 孫燕姿〈雨天〉
1.2 楊宗緯〈背叛〉〈洋蔥〉
1.3 梁靜茹〈情歌〉
1.4 林俊傑〈記得〉
1.5 徐佳瑩〈身騎白馬〉
三、其他音樂
1 電影配樂
1.1 時光機器 〈Godspee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0VQ98Qi5C9A
1.2 埃及王子 〈River Lullaby〉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xL0N-rHl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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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世界音樂
2.1 拉丁音樂 （Latin music)
Bossa nova 〈The Girl From Ipanema〉
2.2 塞爾特音樂（Celtic music)
〈The Bard of Armagh〉
2.3 日本歌舞伎 坂東玉三郎〈鷺娘〉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FH2SCjThX4
延伸聆聽：
1
日韓音樂
1.1 宇多田光 〈Automatic〉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_QVB4Qdh6o
2
西洋音樂
2.1 Owl city 〈fireflie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suRGfAaju4&ob=av2e
2.2 Jessie J 〈Price Tag〉ft. B.o.B.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MxX-QOV9tI
3
3.1
3.2
3.3

獨立音樂
甜梅號
Tizzy Bac
閃靈

4
心靈音樂
4.1 凱文•柯恩〈綠鋼琴〉（In the Enchanted Garden）
指定閱讀：
1. 蔡振家《另類閱聽》p295-314 (PDF 07_04_01)
2. 奧立佛薩克斯《腦袋裝了 2000 齣歌劇的人》第 16 章。(PDF 07_04_02)
3. 洪慧容、王璟琁，〈最後的旋律--音樂治療於癌症病患之照護〉，《護理雜
誌》1999，頁 81-85。(PDF 07_04_03)
4. 王蔘《虛擬之歌》p.36
延伸閱讀：
1. 孫力衡，〈人格與音樂偏好的關係 與心理機制探討〉，臺灣大學資心理學研
究所，2011。
2. Baker F, Bor W. (2008). Can music preference indicate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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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in young people? Australas Psychiatry. 16(4):284-8.
課程五

課程名稱：莫札特與我們
課程目標：
藉由聆聽莫札特較前衛的音樂作品，探討十八世紀歐洲歷史文化與社會階級
的流動變化，進一步探討音樂作品與社會的關係。
課程簡介：
古典時期的音樂家，以莫札特最為國人所知，前幾年還掀起一股「莫札特效
應」狂潮，認為聆聽莫札特的音樂會使人變得聰明，導致莫札特的作品專輯大賣
的現象。此迷思與莫札特「天才兒童」的形象和莫札特的音樂是「上帝的聲音」
的傳說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或許莫札特神童的地位如此被神化，很大一部份來
自於後世對他叛逆反骨個性的的描繪、對他「傳奇而悲劇的一生」的渲染，和他
所留下來的新潮的音樂作品對於當時社會的衝擊的紀錄等等。
本課程希望藉由介紹莫札特繪聲繪影的傳說與其真實生平，以及他的音樂作
品，除了帶大家進入莫札特的音樂世界外，也可以帶大家進入十八世紀的歐洲的
社會氛圍，體驗當時莫札特音樂創作的背景與文化，探討莫札特音樂中的反應出
的社會、階級問題等等，進一部探討音樂與社會的關係，更希望最後同學們能反
思當代社會與音樂可能的連結。
討論議題：
1. 你喜不喜歡莫札特的作品呢？可否舉音樂作品為例？
2. 你會怎麼形容「莫札特」三個字給你的印象？為什麼？
3. 看過電影＜阿瑪迪斯＞（1984）後，你認為劇中對於莫札特的個性描寫是真
是假？有沒有特別令你驚訝之處？
4. 你認為莫札特的音樂是否反應莫札特本人的人格特質或心理狀態？請舉例子
說明。
5. 莫札特的音樂是不受歡迎的？！試探討時代風格變遷與社會關係。
6. 莫札特的音樂是古板的？！試探討刻板印象對於音樂作品賞析的影響。
7. 聽莫札特的音樂會變聰明？！練習擁有十八世紀的耳朵！
8. 莫札特到底怎麼死的？被毒死？被逼死？那個社會到底怎麼了？
9. 在十八世紀，音樂與生活是無法分割的，那麼現代社會中音樂是否也是生活
無法分割的一部分呢？
參考資料：
莫札特的音樂作品樂種豐富，作品數量（依編目）有六百多首，這邊無法一一介
紹，希望同學能夠自行聆聽莫札特的音樂作品，並將喜歡的曲目在課堂進行時分
享給其他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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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劇：
1. 費加洛婚禮
2. 唐喬凡尼
3. 女人皆如此
4. 魔笛
5. 後宮誘逃
交響曲：
1. Symphony in g minor, K. 183
2. Symphony in D major, K. 385
3. Symphony in C major, K. 551
協奏曲：
1. Violin Concerto in G major, K. 216
2. Piano Concerto in A major, K. 488
3. Clarinet Concerto in A major, K. 622
指定媒體：
1. 阿瑪迪斯，1984。
（多媒體圖書館以及外語中心館藏編號：(VV) PN1997 A411z 2002b）
2. 啟蒙運動＜序＞，彼得.蓋伊(Peter Gay)。
（台大人文庫索書號：1040 004-3 v.1 或總圖 B1 指定考書區索書號：世界
史三(AH-29) v.1）
延伸閱讀：
1. Solomon, Maynard. Mozart: a life. New York: HarperPerennial, 1996.
（總圖索書號：ML410.M9 S65 1995）
2. Gay, Peter. 我不是阿瑪迪斯：莫札特傳。
（總圖索書號：910.99441 4420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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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負責助教

課程一

藝術史小組討論
林坤鎮
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班
r01141009@ntu.edu.tw
課程名稱：漫遊在基醫大樓的繪畫世界
課程簡介：
平時就在基醫大樓上課的你是否留意在基醫大樓裏四周懸挂了許許多多的繪畫作
品呢？你是否曾佇足停留欣賞這些畫作呢？其實，基醫大樓可説是一座規模不小
的臺灣現代繪畫的畫廊呢，最具特色的是它有許多醫師的繪畫作品。本教案與其
它教案不同之處，就在於可以直接就近面對畫作真跡進行欣賞與評論，而且是同
學們平時生活中隨時可見的繪畫作品。
課程目標：
1. 認識與欣賞校園中臺灣現代繪畫作品
2.

同學們一起面對真跡進行繪畫的評論與鑑賞

課程進行方式：
1. 在上課前一禮拜，每位同學要挑選一幅在基醫大樓中你最喜歡的繪畫作品，
不可重復，並對作品的資訊進行搜集。
2.
3.
4.

5.
6.

每位同學告知組長所挑選作品的樓層位置，組長根據樓層高低位置遠近，事
先安排好參觀動線，並告知醫師、助教同學選了那些作品。
上課當天 15:30 在討論教室集合。
離開教室出發，按照參觀動線的順序，由第一位報告的同學帶領大家前往他
所選繪畫作品的地點，討論結束後，就由第二位同學帶領大家去他所挑選的
畫作地點，接下來的同學比照上述方式。
抵達畫作地點，由挑選的同學分析講解該幅作品，分享對作品的感受：3-5
分鐘（不可超過 5 分鐘），同學們、醫師和助教的回應與討論：5 分鐘。
參觀作品完畢後，討論課就結束。

指定閲讀：無，同學須在課前對所挑選的作品進行資料搜尋和分析,但不必寫成作
業,只要當天向同學報告即可：
1. 基本資訊：畫家是誰、畫家的繪畫特色、創作年代進行了解
2. 分析畫作的風格：構圖、色彩、綫條（用筆）、造型（寫實或抽象等）
3. 分享感受：你爲什麽喜歡這幅畫？若你覺得不夠完美，什麽地方需要修正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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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二

課程名稱：伊藤若沖與達文西—天才藝術家與藝術傳統的東西比較
課程簡介：請先看這兩件作品，並猜猜看

伊藤若沖梅花皓月圖宮內廳三の丸尚藏館 (上圖)

Leonardo da Vinci, The Virgin and Child with Saint Anne, Musée du Louvre,
Paris (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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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件分屬東西方的繪畫作品，一繪梅花、一繪耶穌復活的聖經故事。兩者看似
完全不同，但請試著想想看，它們在所繪物象的意義上，有什麼相同之處？
接下來，說說看你喜歡這些畫作嗎？為什麼？再者，你認識這些畫家嗎？多數人
都知道達文西，但恐怕少有人知曉伊藤若沖，而更直接的問題是，正在閱讀漢字
的你，知道幾個漢字文化圈裡的畫家及他們的藝術成就呢？
伊藤若沖，是ㄧ位十八世紀的日本江戶時代畫家。他強大的創造力、些許誇張的
怪異性、與極度的美感追求，使其藝術成就，即使在整個日本美術史中也是「空
前絕後」的。這種特殊性，不得不歸因於若沖本人的「天才」。他在藝術上的創
造和各位所熟知的達文西足可媲美。而接下來的問題是，我們究竟該怎麼說明他
們的天才性到底是什麼？換句話說，我們該怎麼說明，其藝術作品到底「好在哪
裡」？如何才能夠具體的明瞭，其不同凡響的創造力如何表現？為何被稱為
「masterpiece」?
接著，藝術史家會注意到，達文西和若沖，東西萬里之遙，時代也有差距，但他
們均對於描繪自然物象有著極高度的興趣。達文西那迷人的寫生冊，自行進行解
剖只為了學習人類肌肉紋理等諸軼事，均極引人入勝，請看以下圖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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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著猜猜看，這四幅圖繪中，有哪幾幅是達文西的手稿呢？又有哪幾幅是醫生兼
解剖學家所繪製的呢？為什麼？這個問題，實際上想讓大家思考的是，為什麼達
文西的寫生冊被認知為「藝術品」，但解剖學教科書上的插圖卻不是？兩者間的
本質差異為何？
如達文西這種鬼才型的人物，既非真正的科學家，也不完全是解剖學家，更似乎
沒有實行醫術的企圖，為什麼要繪畫這些近似精密解剖圖繪的手稿呢？有些人認
為，那是肇因於西方藝術傳統中強大的「逼真地描繪自然之傳統」的追求。事實
上，伊藤若沖令人讚嘆的數十幅「動植綵繪」等豐富材料足以說明，不是只有西
方畫家喜愛描繪自然，如這件「群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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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若沖

群魚圖

宮內廳三の丸尚藏館 (上圖)

這件群魚圖，出現在日本繪畫史上是一個相當奇特的情形。十七種不同的水生動
物，朝同一方向層疊般分布在畫面上，每一隻均細緻地表現出其特質，如鯛魚豐
滿橘紅的體部和堅硬帶刺的鰭部；比較烏賊白色柔軟的胴體與體周近似透明的部
份，可以充分感受到畫家描畫多種不同物象、質地而趨向逼真的高超功力。從而，
何以多數學生們認為西方繪畫特別擅長「寫生」？究竟東西方對於繪畫的「觀念」
與「技法」有著什麼樣的不同？作為東方人，我們該如何理解，並從而進一步能
夠真正學會「欣賞」東方的藝術？
課程目標：
1. 利用風格分析的比較方法，來讓同學們透過親身感受與觀察；並以理性的思考
與敘述模式，來學習藝術史「觀看的方式」。這樣，學生們未來的生涯中，無
論見到任何藝術品甚或廣泛的「視覺現象」
，均能夠初步地知道該從哪裡下手，
去認識一件 master piece，以及最重要的，它「究竟好在哪裡」？透過這樣
的學習，期望培養學生們敏銳的視覺觀察力，增進美感訓練，並認識藝術的世
界，豐富自己的人生。
2. 透過有著些許跳躍性、創意性的比較，經由團體的討論，來精煉出東、西方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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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的不同特質，期望學生們可以認識一些東方（包含中國或日本）優秀藝術家
及藝術品，並基本地認知其特色。
討論議題：
1. 請同學們先行觀察前面四張解剖圖作品的圖版，比較並在課堂上報告它們的相
同與不同之處，以及你/妳個人欣不欣賞這些圖像？
2. 同學們應先行閱讀指定參考文章，並思考上述所提出的問題。
3. 請二位同學，分別簡單報告伊藤若沖與達文西其人之生平與藝術。
4. 接著請同學們觀看畫面，並就課程簡介中所論述的議題進行討論。即，東方和
西方的藝術品有哪些異同？藝術品和解剖插圖，有何本質上不同？東方藝術有
哪些特質？我們該如何理解並欣賞之？
指定閱讀：
1. Money L. Hickman, Yasuhiro Satō, The paintings of Jakuchū, New York :
Asia Society Galleries, 1989.
2. E. H. Gombrich 著；雨云譯，《藝術的故事》，臺北市：聯經 1997
3. 楊新、班宗華等著，《中國繪畫三千年》，臺北市：聯經 1999
4. 謝爾溫.奴蘭德(Sherwin B. Nuland)著，曾麗文譯，《達文西：科學與藝術
的先行者》，台北縣新店市：左岸文化出版：遠足文化發行，2007
5.
課程三

PDF 09_02_01, PDF 09_02_02

課程名稱：梵谷的美麗與哀愁－從星夜看起
(原始教案由耳鼻喉部許巍鐘老師提供)
課程簡介：
梵谷真正繪畫的時間只有十年，十年間他畫了一千七百幅油畫、水彩及素描，比
很多畫家數十年的畫作還多。即使已經過世將近 120 年，但梵谷無疑是從 20 世紀
到 21 世紀，全球最熱門的藝術家之一。充滿傳奇色彩的一生，讓科學家和藝術學
者對他充滿好奇。此主題從《星夜》這系列特殊的風格出發，一方面關注醫界對
於他是否患有顳葉癲癇或者梅尼爾氏症的討論，以及畫面與病徵的關係。另一方
面透過不同風格畫作之比較，從當時的環境來考慮文化環境、畫家的專業素養在
創作上的呈現。
而少為人知的是，許多藝術史學者，均嚴肅地探討過梵谷畫作受到當時日本浮世
繪影響的現象，此幅《星夜》，在用色和技法上，均與著名的葛飾北齋《神奈川
沖浪裡》密切相關，當中詳情是否引起了您的好奇？本課程將有所探討。
課程目標：
1. 熟悉梵谷的生平、畫作風格。
2. 從疾病對感官的影響、文化環境、畫家專業素養的角度認識藝術家的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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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議題：
1. 請舉出梵谷被認為受疾病影響的作品實例，其風格有何特質？如何為病徵的反
應？
2. 當時的文化環境是怎麼樣？對他的創作有何影響？
3. 疾病對視覺的影響，是否會反映在繪畫風格上？受疾病影響下的作品是否純粹
是畫家感官的投射呢？如果不是，還會有哪些作用的因素？
4. PDF 09_03_01, PDF 09_03_02, PDF 09_03_03
指定閱讀：
1. 《梵谷傳》，多媒體服務中心 (VV) 987.83 4482。(總圖)
2. 丘彥明，《追尋梵谷的足跡》，臺北市：藝術家出版臺北縣中和市 : 時報文
化總經銷，2009。(總圖)
3.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輯，《生命二重奏：旅法畫家侯錦郎紀念展》，
臺北市 : 國立歷史博物館，2009。(總圖)
延伸閱讀：
1. 羅伯˙休斯等，《梵谷名畫500選》，臺北市：藝術家，2009。
2. 艾文史東編，雨雲譯，《梵谷書簡全集》，臺北市：藝術家，1997。
3.

臺北市立美術館展覽組編輯，《重構失憶家園：侯錦郎個展》，臺北市：臺
北市立美術館，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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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負責助教

課程一

西方戲劇小組討論
許芃
國立台灣大學戲劇研究所碩士班
r03129001@ntu.edu.tw
課程名稱：當代戲劇演出賞析
課程目標：透過戲劇演出欣賞，使同學體驗表演的當下性，並透過小組討論認識
戲劇美學。
課程簡介：劇場（theatre）是一門古老的藝術。即便影視媒介已蔚為當代主流，
劇場並未消亡，它仍然提供一種「觀看的方式」來表現人類的活動。本課程
安排同學於討論課前共同觀賞一場戲劇演出，並經由小組討論，認識劇場的
藝術特徵。
討論議題：
1. 請討論劇場與電視、電影表現手法的不同。
2. 你認為劇場是否是一種更具親和力的藝術？它的限制、優勢又為何？
3. 請翻翻《劇場人類學辭典》，說說看自己最喜歡的詞條並解釋它吸引你
的原因。
4. 戲劇演出是一門綜合藝術，包含表導演、舞台、燈光、服裝、音效等元
素，其中你最感到興趣的是那一部分？說明此一部門對演出的幫助為何。
5. 運用剛剛每個人提出來的詞條，想想看這些概念，可以如何幫助我們理
解表演與劇場？
6. 除了討論題目，助教會視觀賞劇目的不同，於討論課前另行補充議題給
該組同學與導師。
指定閱讀：
1. 請參考課程一附錄的節目簡介，小組需事先和助教協調好觀賞的劇目，
並選擇討論課前可以觀賞的劇目。
2. 翻翻《劇場人類學辭典》（台北市：書林，2012），找一個自己最喜歡
的詞條，在課堂上與大家介紹。
延伸閱讀：
1. 李立亨：《Theatre：我的看戲隨身書》（台北：天下遠見，2000）。
2. Richard Schechner, Performance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3. 其他延伸選讀將視觀賞劇目提供。

課程二

課程名稱：為生命定罪或脫罪──閱讀德國當代劇本《無辜》
課程目標：如果說戲劇是流動的空間，那劇本便是流動空間的草圖。本課程選錄
一齣結構層次豐富的劇本，希望同學發揮想像、觀察、分析能力，於其中探
索並建構戲劇的點、線、面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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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簡介：
《無辜》是德國當代劇作家黛亞•洛兒（Dea Loher）的著名作品之一，首
演於 2003 年。故事交錯於眾多人物之間，她／他們在生命的謎題面前左右
張望，試圖在罪惡中找尋解答，期望能放過自己。《無辜》裡頭有兩位非洲
來的非法移民，他們目睹了一個女人往海裡走，卻沒有阻止她。盲人少女在
脫衣酒吧跳舞。樊太太到處認罪，希望被原諒。法蘭茲人生最大的滿足是做
殯葬業，照料往生者的大體。艾拉燒了自己所有的作品，對丈夫和政論節目
大喊著這世界不可信任。看似一個一個獨立在劇本中流竄的生命，卻被「誰
是有罪的（換言之，誰是無辜的）」這個大旋渦拉在一起。
討論議題：
1. 《無辜》共有幾個故事？故事由誰述說？請依出現的先後順序排列篇名。
2. 請討論劇本中敘事方式有什麼改變？為什麼作者要使用這種變來變去的
敘事方式呢？
3. 你最喜歡裡面哪一組情節線？它又如何影響其他組情節線？
4. 他們之中誰有罪、誰無辜？請解釋你的判斷基準。
5. 你認為《無辜》到底要說什麼？
6. 對你來說，劇場和社會的距離，是遠還是近呢？在你的想像裡，劇場可
以回應社會議題嗎？
指定閱讀：
黛亞•洛兒著，陳佾均譯，〈無辜〉，收入《個人之夢
（台北市：書林，2012）。

當代德國劇作選》

延伸閱讀：
上網搜尋譯者陳佾均，她是現在非常重要的德國劇場譯介者，網路上有很多
她寫的短文章，內容也有直接介紹洛兒和其作品，或許可以幫助同學更進入
《無辜》的多層次世界觀。
課程三

課程名稱：經典翻船──羅茱、梁祝「踏青去」
課程目標：
本課程將閱讀莎士比亞名著《羅密歐與茱麗葉》與台灣導演徐堰鈴的《踏青
去》，探討經典作品的意義與翻轉的可能。
課程簡介：
《羅密歐與茱麗葉》(Romeo and Juliet)是莎士比亞膾炙人口的劇作之一，
《梁祝》也是我們熟悉無比的壯烈愛情故事，兩相對照，都是年輕戀人雙雙
對對為情迷醉。為情癡傻的四位經典男女主角們，其實一定程度上服務了社
會對於壯烈愛情的想像，才能成其經典性，似乎也不斷指導、影響我們看待
愛情、看待性別的方式。台灣的《踏青去》，把經典「搞歪」，讓本來是男
男女女的故事，變成了女女愛戀的搞笑浪漫劇，讓較邊緣的性向也有故事可
說。本課程將透過讓同學們親自演演劇中片段，看看我們如何「做」出某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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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該有的樣子。同時，更進一步回應課程二的討論：劇場該如何跟社會對
話呢？劇場和社會共同面臨了怎麼樣的限制，而劇場又能如何拓展我們的想
像寬度？另外，希望也可以加入同學們的專業，討論看看性別、身體、醫學
之間的對話與可能，換句話說：我們的身體，與我們是女生樣、還是男生樣、
還是不男不女樣，這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呢？
討論議題：
1. 羅茱與梁祝的愛情為何如此濃烈？他們為什麼是悲劇？
2. 羅茱和梁祝的愛情跟我們現在的愛情觀像嗎？有什麼一樣或不同的地
方？
3. 對你來說，《踏青去》到底在說甚麼樣的故事？你喜歡她說故事的方法
嗎？你哪邊看得懂？哪邊又霧煞煞？
4. 《踏青去》給你的感覺是什麼？你喜歡嗎？
5. 《踏青去》想開這兩個經典故事什麼玩笑？為什麼劇作家想要這樣？
6. 《踏青去》讓女同志去演本來異性戀的經典故事，對你來說，這造成了
什麼效果？
7. 《踏青去》裡面有各種奇怪的角色，為什麼要這樣安排？你覺得這跟莎
士比亞的名言「整個世界就是一舞台(All the world’s a stage)」有
什麼相關？
8. 請同學親自演演看羅茱與梁祝的浪漫片段，想想看，到底男生該怎麼演、
女生又該怎麼演才像？為什麼？
9. 你會怎麼看待身體與性別表現的落差呢？
10.性別議題如何影響醫學研究呢？
指定閱讀：
1. 莎士比亞著，方平譯，《羅密歐與茱麗葉》（台北市：木馬，2001）
或任一譯本。
2. 徐堰鈴著，〈踏青去劇本〉，收入蔡雨辰、陳韋臻編《踏青：蜿蜒的
女同創作足跡》（台北市：女書，2015）。
延伸閱讀：
1. 蔡雨辰、陳韋臻編《踏青：蜿蜒的女同創作足跡》（台北市：女書，
2015）。
2. 艾蜜莉•馬汀（Emily Martin）著，顧彩璇譯，〈卵子與精子 科學
如何建構了一部以男女刻版性別角色為本的羅曼史〉，收入吳嘉苓等
編《科技渴望性別》（台北市：群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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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四

課程名稱：戲劇與醫學──《巴爾地摩華爾滋》或《美國天使》
課程目標：
本課程以人文領域視角切入相關醫學議題，使同學在探討劇中的疾病、醫
療、社會問題的同時，亦能認識不同的戲劇美學。
課程簡介：
《巴爾的摩華爾滋》(The Baltimore Waltz，1992)劇情圍繞著一對兄妹出
發。故事一開頭，妹妹安娜被醫生宣判罹患莫名的新型傳染病「ATD」
（Acquired Toilet Disease），身兼小學老師的安娜因使用小孩馬桶而染
病。哥哥卡爾決定邀請沮喪的安娜一同到巴黎、德國等地旅行，並尋訪泌尿
科密醫。隨著旅程的行進安娜的行為愈趨狂放，在幻想與現實的界線也逐漸
模糊。安娜與卡爾的旅行將粉碎在何方？《巴爾地摩華爾滋》宛如一首荒誕
戲謔的狂想曲，然而它的創作背後卻有一段真實的小插曲。而當狂想追憶的
旅程來到盡頭，我們該如何擁抱摯愛的死亡？
《美國天使》
（Angels in America）為美國當代劇作家東尼．庫許納（Tony
Kushner）1993 年的普立茲獎劇作。2003 年由 HBO 改編為電視影集，邀請艾
爾帕西諾、梅莉史翠普等影星出演，廣受矚目。《美國天使》由 HIV 帶原者
普萊爾及他的戀人路易出發，路易因無法承受普萊爾的病情而離去，另外結
識了摩門教徒皮特……。此劇穿越過去與現在、現實與虛構，以史詩般的格
局重探 1980 年代風起雲湧的美國社會局勢，含括如同性戀、愛滋病、用藥
成癮、保守/自由、政治、種族、宗教等社會問題。本課程選錄由舞台劇本
改編而成的電視影集，在探討醫學與社會議題時，亦針對該劇特殊的表現形
式提出探討。
討論議題：
《巴爾地摩華爾滋》
1. 罹患疾病的是誰？什麼病？可針對該疾病做相關補充。
2. 哪些場景出現醫生？這些醫生的形象為何？請討論劇中醫生與病患的互
動模式。
3. 請討論卡爾與安娜的性格、習慣等差異。
4. 劇中出現哪些特殊「語言」形式，在劇中有何功能？
5. 你如何想像劇中的場景空間，舞台指示給了哪些提示？有沒有別種呈現
方式？
6. 虛實的界線如何建構？並討論「第三人」(the third man)這個角色。
7. 「華爾滋」以哪些方式出現，你認為「華爾滋」可以指什麼？
8. 《巴爾地摩華爾滋》創作於 1992 年，你認為劇中牽涉的疾病描寫是否過
時？此劇如何結合醫學與戲劇？對你有何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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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天使》第一部「千禧年近了」
I. 劇中哪個角色你較感興趣？為什麼？請分析該角色的性格、與他人的互
動關係。
II. 請試著了解你選擇角色的「社會身分」(種族、政治、宗教等等)。如果
你選擇的角色出自真實人物，亦可用真人實事的介紹替代（簡短介紹即
可，不須超過 2 分鐘）。
III.羅伊（Roy）與亨利醫生一段談話中，展演了什麼樣的醫病關係？你贊
同羅伊的觀點嗎？
IV. 請討論路易（Louis）與貝里斯（Belize）在咖啡廳的一段談話，路易
的長篇大論是什麼意思？他們的對話與哪個場景交錯？貝里斯的反應
是什麼意思？
V. 請討論普萊爾（Prior）與他的兩個先祖，他們分別罹患什麼疾病？普
萊爾為何被天使選中？你認為天使的出現在劇中有何意義？
VI. 除前述問題之外，同學亦可針對劇中其他醫療、疾病、藥癮、心理問題
的相關情節提出討論。
VII.《美國天使》以 1980 年代的紐約為場景，與今日情況映照，你認為劇
中牽涉的疾病描寫是否過時？請思考此劇如何探討醫學與社會議題，對
你有何啟發？
VIII.
劇中出現哪些現實與非現實交錯的表現手法？你觀看的當下是否
感覺突兀？為什麼？
指定閱讀：請二選一，全組須選擇同一教材。
1. 劇本（英語）：Paula Vogel, The Baltimore Waltz in The Baltimore
Waltz and Other Plays (New York, NY: 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 2005), pp. 1-58. (PDF 11_04_01)
2. 影集：《美國天使》DVD，第一部「千禧年近了」(片長約 178 分鐘)
（備註：本劇分為二部，推薦看完整部作品，課前至少須看完第一部。）
請洽共教及師培中心曹英俐小姐借上述 DVD 片
延伸閱讀：劇本：東尼・庫許納：《千禧年近了》，《美國天使》。(PDF 11_04_02)

課程一附錄：當代戲劇演出賞析 節目簡介
※部分劇目由於尚未上票，所列資訊不全。有意願選擇此課程的小組，可至兩廳院售票系
統網頁查詢購票方式及售票情況，或上 PTT ticket 板找票，也可以來信詢問助教。
※今年的台南藝術節十分精彩，雖然演出地點較遠，依然選擇了幾齣很有意思、值得期待
的劇團或作品，請同學特別注意地點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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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TIFA 台灣國際藝術節



時間：2/25-2/28
地點：國家戲劇院（台北市中山南路 21-1 號）
票價：500-3000（學生憑證 9 折）
故事工廠《男言之隱》



時間：3/4-3/6
地點：新北市藝文中心演藝廳（新北市板橋區莊敬路 62 號）
票價：500-2500（學生憑證 9 折）
2016TIFA 台灣國際藝術節 克里斯汀•赫佐《依據真實》

台灣優人神鼓、柏林廣播電台合唱團《愛人》

時間：3/5-3/6



地點：國家戲劇院（台北市中山南路 21-1 號）
票價：500-2500（學生憑證 9 折）
2016TIFA 台灣國際藝術節 人力飛行劇團《公司感謝你》
時間：3/10-3/13



地點：國家戲劇院實驗劇場（台北市中山南路 21-1 號）
票價：600（學生憑證 9 折）
2016TIFA 台灣國際藝術節 雲門 2《十三聲》
時間：3/11-3/13
地點：國家戲劇院（台北市中山南路 21-1 號）



票價：500-2000（學生憑證 9 折）
台南人劇團《無差別日常》



時間：3/11-3/27
地點：水源劇場（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92 號 10 樓）
票價：800-1500（學生憑證 9 折）
2016TIFA 台灣國際藝術節 羅蘭•奧澤&阿露西•穆耿《印 X 法交鋒》



時間：3/18-3/20
地點：國家戲劇院實驗劇場（台北市中山南路 21-1 號）
票價：800（學生憑證 9 折）
2016TIFA 台灣國際藝術節 歐利維耶•畢《李爾王》



時間：3/18-3/20
地點：國家戲劇院（台北市中山南路 21-1 號）
票價：500-3000（學生憑證 9 折）
蘇志翔 X 娩娩工作室《媽，晚安》



時間：3/18-3/20
地點：牯嶺街小劇場 1 樓實驗劇場（台北市牯嶺街 5 巷 2 號）
票價：600-800（學生憑證 9 折）
同黨劇團《24 小時 40 人團體創作》
時間：3/19-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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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牯嶺街小劇場 2 樓藝文空間（台北市牯嶺街 5 巷 2 號）
票價：350（學生憑證 9 折）
台南人劇團《刺殺！團團圓圓之通往權力之路》



時間：3/19-3/27
地點：新北市藝文中心演藝廳（新北市板橋區莊敬路 62 號）
票價：800-1500（學生憑證 9 折）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 2016 春季公演《尋找男子漢&漫長的聖誕晚餐》



時間：3/25-3/30
地點：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展演藝術中心戲劇廳(台北市學園路 1 號)
票價：350（學生憑證 9 折）
李清照私人劇團感傷動作派《燕青》



時間：3/26-3/27
地點：大稻埕戲苑（臺北市迪化街一段 21 號 9 樓）
票價：300-800（學生憑證 9 折）
2016 台南藝術節 秀琴歌劇團《番婆弄昭君》



時間：4/2
地點：億載金城（台南市安平區光州路 3 號）
票價：200（學生憑證 9 折）
2016TIFA 台灣國際藝術節 楊輝《邊界》



時間：4/8-4/10
地點：國家戲劇院實驗劇場（台北市中山南路 21-1 號）
票價：800（學生憑證 9 折）
2016TIFA 台灣國際藝術節 羅伯•勒帕吉 X 機器神《癮•迷》



時間：4/15-4/17
地點：國家戲劇院（台北市中山南路 21-1 號）
票價：600-2500（學生憑證 9 折）
四把椅子劇團《全國最多賓士車的小鎮住著三姐妹（和她們的 Brother）》
時間：4/16



地點：臺南文化中心原生劇場(台南市中華東路 3 段 332 號)
票價：600（學生憑證 9 折）
唐美雲歌仔戲團《冥河幻想曲》



時間：4/21-4/24
地點： 國家戲劇院 (台北市中山南路 21-1 號)
票價：600-3600（學生憑證 9 折）
蔡明亮 x 李康生 x 高俊宏《玄奘》
時間：4/22-4/24
地點：淡水雲門劇場（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 1 段 6 巷 36 號）
票價：1500（學生憑證 9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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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獨有偶工作室劇團《雪王子》



時間：4/22-4/23
地點：臺南文化中心原生劇場(台南市中華東路 3 段 332 號)
票價：350-1000（學生憑證 9 折）
第六屆海派文化藝術節—當代崑曲《春江花月夜》



時間：4/29-5/01
地點：國家戲劇院 (台北市中山南路 21-1 號
票價：500-4200（學生憑證 9 折）
流山兒★事務所＋樂塾《女人的和平》
時間：4/29-5/01



地點：國家戲劇院 (台北市中山南路 21-1 號)
票價：800（學生憑證 9 折）
莎妹劇團《百年孤寂》
時間：6/2-6/5



地點：台南七股鹽山廣場（台南市七股區鹽埕里 66 號）
票價：1000-1500（學生憑證 9 折）
末路小花《水管人》
時間：6/10-6/12
地點：臺南市吳園藝文中心公會堂表演廳(台南市民權路 2 段 30 號)
票價：600（學生憑證 9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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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負責助教

課程介紹

台大兒童醫院藝術裝置導覽小組討論
黃舜祺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研究所碩士班三年級
simultaneous70@gmail.com
本課的目標在於透過與醫學系同學互動式地導覽台大兒童醫院中的各種藝術
作品，激發同學思考這些藝術裝置對病人、家屬、甚至醫護人員有何意義？進而
從中領會所謂的人文關懷與人文精神。課程進行的重點將放在觀察與思考的層面
上，並結合經驗與感受，呼應「醫學與人文」中「醫院中的空間藝術」一課，期
許同學將知識轉化為活生生、具體真實自己的對話與感悟。
比起單向的知識介紹導覽，本課希望讓同學置身其中，因此設計由同學透過
自己的理解、觀察來向大家介紹藝術作品。為避免介紹流於空泛隨意，各藝術作
品會搭配指定模擬情境與講解必須含括重點設置。課前將先把同學分成四個組
別，每組指定負責介紹兩個藝術裝置設計。課中將給同學十到十五分鐘自由參觀
以了解指定主題，之後各組輪流於十分鐘內向所有人講解。課程一開始就會讓同
學帶著問題進行本課：為什麼醫院需要藝術人文的設計？這些設計對病人、家屬、
甚至醫生有什麼意義？接著正式開始課程，簡介台大兒童醫院的成立背景沿革，
導覽動線與重點解說。然後讓同學分組參觀輪流講解。接下來，帶領同學至十二
樓、十三樓兒童病房的遊戲室參觀，並回到討論室進行總討論並分享一些藝術哲
學的觀點來回饋總結。
當帶入了一些美，醫院不再只是冰冷的建築，醫院中的藝術作品與空間設計
甚至具有治療的成份。當醫院的空間中有了藝術設計，有互動式活動，加上各種
色彩、線條的潤飾，似乎就像是以溫暖的光照進了這個總是上演著生老病死的舞
台。也許我們能從中思考叔本華所說過的：「美，使我們人生中的痛苦有了短暫
止痛的可能。」

注意事項

1. 慮及行程緊湊，各組務必在課前一週，事先聯絡助教分好組內組別。
2. 請避免遲到，若遲到會延後下課時間。
3. 請攜帶名牌以及識別證。（名牌當天助教會發）

細部說明

課前：將同學分成 4 組，每組約 2-3 人，決定各組負責主題。
第一部分：十五分鐘
週一 15:30 於台大兒童醫院一樓志工櫃台集合，助教解釋本課程進行方式。先從
外觀開始講起，介紹兒醫成立的背景與歷史，以及「天空之城」的設計理念。帶
各位同學實際走一次動線，談談兒醫的藝術空間：八個空間設計、十七件公共藝
術、零散的兩百五十幅畫作。並挑選幾個重點著重介紹，諸如門口「愛的彩色城
堡」雕塑，各層樓從森林到太空的主題設計，二層樓的銅鑄作品「健康•快樂」，
以及三樓的影音互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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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十到十五分鐘
同學各自就其組別進行參訪。
第三部分：四十分鐘
每組同學依序向大家介紹討論所抽到的主題。每組十分鐘，共四十分鐘。
第四部份：十分鐘
帶領同學參觀：
12 樓 玩具遊戲室、玩具窩、藝術遊戲室、彩色天洞
13 樓 感覺統合遊戲室、感動共和國、青少年休憩室、青春部落格
第五部份：二十分鐘
綜合討論分享：學生、助教與小組導師，回到台大兒童醫院的討論室
請討論最開始讓大家帶著的問題：你認為醫院中為什麼需要藝術設計？對病人、
家屬、甚至醫護人員有什麼意義？
其他延伸討論：一個為孩子打造的醫院和其他醫院有什麼不同？
這部分也希望同學能就此深刻地去思考生命與人文關懷精神，醫院所提供的服務
如果只單純看到治療患者的生理病痛，那麼就限縮了醫院這個空間場域具備的可
能性，甚至醫院治療的能力。多一點溫柔、體貼、想像與創意，醫院這個場所可
以更全面地去照顧與服務人們，使空間中的人們可以過得更好，尤其是對那些抱
著不安害怕心情的病患及家屬。
抽籤主題與討論問題
台大兒童醫院共有八大主題遊戲室與候診空間：
1F 6-8 診候診區 奇樂森林
2F 21-23 診候診區 動物嘉年華
2F 健康體驗區 奇幻旅行
3F 醫療體驗區 巴弟歷險記
12F 玩具遊戲室 玩具窩 、藝術遊戲室 彩色天洞
13F 感覺統合遊戲室 感動共和國、青少年休憩室 青春部落格
本次參訪討論行程主要集中於前四空間設計：1.奇樂森林 2.動物嘉年華 3.比比與
米米的奇幻旅行 4.巴弟歷險記，另外再加上 5.滾球樂園和 6.我是莊士多共六項
空間藝術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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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針對抽到的主題必須進行以下工作與問題討論及分享：
Part A
模擬情境：你會怎麼跟孩子介紹這個作品？
第一組：奇樂森林＋我是莊士多
你看到小朋友正在候診耳鼻喉科聯合門診／身心障礙科，不太舒服又不想看醫
生，你會怎麼跟他介紹這個作品和這邊的空間設計？
第二組：滾球樂園＋動物嘉年華
小朋友的父母去掛號／拿藥，他或者是很焦慮準備藥看病，或是剛看完病，正等
著他們的親人，你會怎麼跟他介紹這個作品和這邊的空間設計？
第三組：比比與米米的奇幻旅行
你會怎麼跟受不了長時間候診的無聊和等待的小朋友們介紹這個作品和這邊的空
間設計？
第四組：巴弟歷險記
有個小朋友等一下要做核磁共振掃描檢查，他感覺很焦慮不安，你會怎麼跟他介
紹這個作品和這邊的空間設計？
要求同學了解與介紹所抽到的裝置藝術的實際內容：透過自己去了解與向他人介
紹，加深印象。其他同學與助教假裝成孩子，增加互動與活潑度。
請同學介紹完之後，注意回答以下問題：
1.藝術作品分析：你認為這個藝術裝置為什麼在此、這樣設計？有什麼樣的設計
理念？
2.客觀觀察互動：觀察小朋友的情緒反應、與裝置藝術品的互動，以及和空間設
計的關係，就你的觀察，實際上有什麼作用？
3.主觀感受詮釋：你最喜歡這個藝術裝置的哪個部分？ (可以是概念、藝術表現、
實際功效等等，或是比較自己兒時就醫經驗。
4. 批判思考：你認為這個設計有什麼可以改進的地方？又，如果你覺得它可能對
孩童而言是不親切、難以親近的，試著想想為什麼？你認為它的障礙可能是什麼？
5.其他分享與補充
指定閱讀

台大兒醫相關新聞 (PDF 13_01_01)
健康森林 (PDF 13_01_02)
台大兒醫藝術裝置地圖(PDF 13_01_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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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日期

兒醫可使用之討論教室

3/7

兒醫 B1 第二會議室

3/14

兒醫 B1 第二會議室

3/21

兒醫 B1 第二會議室

3/28

兒醫 B1 第二會議室

4/11

兒醫 B1 第二會議室

4/18

兒醫 B1 第二會議室

4/25

兒醫 4 樓早療中心討論室

5/2

兒醫 B1 第二會議室

5/9

兒醫 B1 第二會議室

5/16

兒醫 B1 第二會議室

5/23
5/30
6/6
6/13

※教室未定，共教及師培中心曹英俐將會再另外 mail 通知上課組別。
（23123456 轉分機 88037）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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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負責助教

課程介紹

課程進行
方式：

英文小組討論
蘇俞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碩士班三年級
sophiesu2008@hotmail.com
有感於語文能力對一位明日醫師的重要性，希望透過本課程小組討論的方式，
以多元的議題為教材，訓練醫學系二年級學生英文的聽、說、讀、寫的能力，
培養以英文發表短篇口頭報告的能力，並藉由豐富的討論議題激發同學的批判
思考與互動交流。
本課程設計包括英文文章選讀及精選演說影片觀賞討論，內容結合生活時
事與醫療倫理、語言學習等相關議題，希望讓同學從課程中接觸到有益的英語
學習資源，並且能鼓勵同學們多練習用英文思考與表述。學生上課的前一周，
必須由小組導師與學生共同決定上課討論的單元。
各單元課程報告均以 power point (PPT) 英文口頭報告方式進行，搭配英文
口頭討論。上課進行方式首先由負責摘要者對當周主題進行英文口頭摘要報告
(PPT)後再由負責題目者依序報告。每一位報告者結束報告後，負責回應該題
目者需針對報告給予回應或提問(comments /questions), 之後其他同學可以
對於其討論自由回應，結束後再換下一題目。每一人皆有兩個角色，亦即發言
者與回應者，全課用英文報告與回應，藉此促進全班同學共同參與討論，並鼓
勵同學練習用英文表達想法且互動交流。
＊請各組至少提早一周，事先分配好各小組成員負責與回應題目，以利上課能
順利進行，也鼓勵同學對於彼此的報告給予回應與討論。

課程一

課程名稱：“Don’t Insist on English!” (別如此堅持英文)
課程簡介：
在阿拉伯國家教英語超過 30 個年頭的資深老師派翠西亞•雷恩
(Patricia Ryan)，在杜拜的一場演講中，提出發人思考的想法：如果將智能
和英語能力劃上等號；如果僅用英語能力來判斷學生是否夠資格，很可能會錯
失優秀的人才和想法。身處英語全球化的時代，我們一方面因共通語言得以溝
通和交換想法，但另一方面，許多其他語言似乎面臨式微的威脅。講者以英語
教師的身分，提出英語全球化下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並提供一個新的思考可
能。
課程目標：
希望透過影片英語教師派翠西亞•雷恩 (Patricia Ryan) 對英語宰制全
球這一現象的反思觀點，引導同學討論學習英語真正的意義所在。
討論問題：
Discussion questions：
1.

According to the speaker, what is the main reason and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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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for the globalization of English? Why is “language loss” an
important issue?
The speaker has given two examples to illustrate the benefits of
language diversity. Please discuss the two examples and express your
opinion on
language diversity.
According to the speaker, what is the main problem concerning
English
ability tests or exams? Do you judge a person base on
the language (written or spoken) s/he use? Evaluate how language
affects identity-formation and self-esteem.
What does the speaker want to point out as she uses the metaphor

of “light” to make her conclusion? Taking English and Chinese for
instances, how do languages play parts in forming cultural hegemony?
5. What is your experience in learning English or other foreign
languages? For example, what motivate you in learning those
languages? How do you deal with the frustrating situation when you
cannot fully express yourself in another language?
題目分配：影片摘要一人，題目 1、2 各一人，題目 3-5 各 2-3 人回答，每題
至少一人回答。
指定閱讀：
“Don’t insist on English!” 演講影片
http://www.ted.com/talks/lang/en/patricia_ryan_ideas_in_all_languag
es_not_
just_english.html
延伸閱讀：
韋德•大衛斯談論瀕危文化 (Dreams from endangered cultures)
http://www.ted.com/talks/wade_davis_on_endangered_cultures.html
課程二

課程名稱：“A Doctor’s Touch” (醫生的觸診) 影片欣賞與討論
課程簡介：
史丹佛大學感染科醫師兼暢銷作家亞伯拉罕•佛吉斯 (Abraham Verghese)
在 TED 的 18 分鐘演說中，呼籲重視醫師的「手」與傳統理學檢查的意義。
在過去，醫生透過觀察、觸診、聽診來作出臨床判斷，隨著醫療科技日益進步，
過分仰賴科技與先進儀器來診斷病人，可能造成不必要的遺憾。亞伯拉罕相
信，醫師透過詢問病人病史及觸診的「儀式」所建立情感上的連結，能進而達
到人道關懷，對於診療有不可忽視的益處。講者透過夾敘夾議、不疾不徐、誠
懇而生動的演說方式，提出對現代醫學的一種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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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
希望藉由身兼作家的醫師亞伯拉罕•佛吉斯 (Abraham Verghese) 的演
講，思考醫師與病人間的互動關係對診療的影響，並能針對影片中的觀點，提
出自己的看法與大家分享。
討論議題：
Discussion questions:
1. “If you come to one of our hospitals missing a limb, no one will
believe you till they get a CAT scan, MRI or orthopedic consult.”
What problem does the speaker try to point out in his joke? Can the
speaker’s proposition be applied in the medical environment in Taiwan
and why?
2. What does the concept of “difficult patient” and “iPatient” stand
for in this talk? Based on your past experience, either as the patient
yourself or the family of a patient, what’s your expectation for a
doctor and why?
3.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ounds when the speaker was under
training and the rounds nowadays? What’s your opinion on this change?
4. Why does the speaker emphasis on the importance of “ritual” in
medical treatment? Please elaborate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power and
rituals, and share your insights with us.
5. What kinds of contribution do rituals bring to the physician-patient
relationship? How rituals help when the speaker says he feels a sense
of failure in medical treatment?
6. Why do you choose to study in medicine? How does this speech affect
(either positively or negatively) your expectation in becoming a
doctor?
題目分配：影片摘要一人，題目 1-6 各 1-2 人回答，每題至少一人回答。
指定閱讀：
A Doctor’s Touch (醫生的觸診) 演講影片(中/英文字幕)
http://www.ted.com/talks/abraham_verghese_a_doctor_s_touch.html
延伸閱讀：《Cutting for Stone》by Abraham Verghese
課程三

課程名稱︰“The Cohabitation Effect” 文章討論
課程簡介:
“The Cohabitation Effect” (同居是方便還是承諾?) 為臨床心理學家
梅格．潔伊博士 (Meg Jay, PhD) 於其著作《20 世代，你的人生是不是卡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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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fining Decade) ＜愛情篇＞所收錄的其中一篇文章。潔伊主張 20 至
29 歲為人生發展歷程中的關鍵時期，雖然現在的年輕人看似比起上一代有更多
的選擇和自由，無論是在物質或是擇偶的面向，但事實上卻容易在眾多的選擇
中迷失，導致無助與孤獨感。在此選文中，透過心理學家與社會學家的研究佐
證，並以她輔導過的個案為例，潔伊對於普遍年輕人認為同居做為試婚一說提
出質疑與反思。
課程目標:
希望透過對於此議題的探討，刺激同學對於生活中沒有給予確切答案或是
非對錯的議題進行反思，甚至是再次檢視既有的價值系統，進而培養獨立思考
並對自身行為負責的能力。
討論議題:
1.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please explain what is the “cohabitation
2.

3.

4.

5.

effect”? Why is it confusing for the sociologists?
How “sliding, not deciding” and “lock-in” result in the
cohabitation effect?
Can you perceive these two behavioral
tendencies in other situations (for example, addictions)?
Please share your observation and point of view in terms of
cohabitation in Taiwan. Do you agree with the statement that
“Living together is a good test for marriage” (91)?
How social media or public opinions affect our taking of this issue?
What is your opinion on cohabitation before reading this article?
What impress you after reading?
What parts of the article change or strengthen your personal values
in dealing with romantic relationships? In relation to romantic
relationships, is there any principle that you stick to? What are
the other ways to figure out whether two people are in love?

題目分配：文章摘要一人，題目 1、2 各一人，題目 3-5 各 2-3 人回答，每題
至少一人回答。
指定閱讀：
Jay, Meg. The Cohabitation Effect.” The Defining Decade: Why your
twenties matter and how to make the most of them now. New York: Twelve,
2012. (p.89-99) (PDF 15_03_01 及 PDF 15_03_02)
延伸閱讀：
Jay, Meg. The Defining Decade: Why your twenties matter and how to make

the most of them now. New York: Twelve,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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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負責教師

醫學人文博物館小組討論
各小組老師
導覽員：醫學人文博物館 蔡佩穎 23123456 轉分機 88039
Mail：pytsai@ntu.edu.tw

課程介紹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人文博物館建築物，是日治時期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的校
舍，該館最早的建築始於 1907 年，由當時著名的日本建築師近藤十郎所設計，
主體建築則完工於 1913 年。經歷近百年，經過多次修復，然原建築的風貌仍
大部份保留；建築體的功能卻逐漸演變，由教室、行政中心、全台醫學學術活
動據點、醫學教育改革基地、醫學人文教育場所，直到最近成立醫學人文博物
館。以醫學人文博物館內的特展與常設展，體驗學習古往今來的藝術與歷史。

進行方式
建議

每周一下午 3:30 請準時於醫學人文博物館一樓大廳集合，參訪時間為 1 小時
（3:30-4:30），參訪結束後由老師帶領小組討論。
請各組最晚於一週前與導覽員聯絡（email: pytsai@ntu.edu.tw），告知貴組
欲參訪之展間，原則上請選擇 2-3 個展示內容。

博物館位置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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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醫學人文博物館展示內容
專題展
本館專題展內容如下文所述，但第一、二展示室有時會因特展之故，以新的展示取而代之，
待新特展的展示時間截止，再重新恢復原來的展覽內容。本年度尚未規劃新特展。

第一展示室~第二展示室：早期西方醫學引進者
台灣的現代醫學，在大部分人的認知中，始
於日治時期。然而，在此之前，西方醫學隨著西
歐帝國主義擴張，由一群年輕的醫師遠渡重洋，
因肩負基督教教義使命或受到冒險精神的驅使，
深入台灣各地。他們出於對台灣人民的關懷以及
對風土的好奇，留下許多令人緬懷和激賞之事
蹟。
這批在近一個半世紀來，遠渡重洋到「美麗
之島」的宣教醫師，深入台灣社會，看顧台灣人
民身心靈的健康，也豐富了臺灣的醫學與人文。期待透過這群將人生精華歲月奉獻於台灣醫學
的早期人物，使醫學生和行醫者，自省選擇進入醫療領域的初衷；也期望醫界能藉此反思醫學
教育在醫療專業分工及醫療政策變遷中，是否遺漏醫學最重要之人本精神。
建議討論:
1. 本展示所介紹的人物或事蹟，你對哪一位或哪一項印象最為深刻？為什麼？
2. 這群早期來台的西方醫者為台灣的醫療、社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或改變？透過此展示可以
對當前的醫療環境或醫病關係有什麼樣的連結或反思？

第三展示室：台大醫學院的寄生蟲與蛇毒研究：
人體的寄生蟲就像『異型』一樣，開始時
人並沒有任何的感覺，直到這些蟲子成熟之後，
才開始有各種奇怪的症狀產生。人體成為它們
食物養分的來源，又提供庇護所，讓它們繁殖
更多的後代。這些不容易發現的小生物，看似
無害，但卻是最可怕的殺手，輕者造成宿主營
養不良，重者操控人體，破壞免疫系統及各器
官，甚至造成死亡。二十世紀的前二十五年可
以說是寄生蟲學的黃金時代，台灣及台大醫學
院適逢其時，很多對世界醫學有重大的貢獻是
在這裏發現的。
自古以來，毒蛇致命的噬咬讓人充滿恐懼和神祕，然而解開蛇毒的毒性作用也不過是一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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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以來的事情。台灣處亞熱帶，蛇類出沒頻繁，對毒蛇的研究始於日治時代，終戰後，本土科
學家利用台灣毒蛇的毒液，分離出多種蛇毒蛋白，解開蛇毒致命的「密結」，享譽世界，而這
些成果也在醫療應用上提供寶貴的資料。本展示將台大醫學院的蛇毒研究分為三個時期，呈現
各時期研究的背景和成果，以顯示台灣本土研究材料的豐富性。
建議討論：
1. 臺大醫學院的寄生蟲與蛇毒研究堪稱為過去本院最為輝煌之研究成果的一部分，除了這兩
項研究外，關於本院其他重要研究成果你是否有所認識或了解？
2. 台灣寄生蟲與蛇毒研究始於當時人民生活環境面臨這兩項威脅，在目前寄生蟲與毒蛇漸少
且鮮少危急台灣人生活的時代，你知道這兩種研究在當前社會有什麼樣的延續發展或應用？
對於現代人的生活又有什麼樣的影響或改變呢？

第四展示室：郵票上的醫療照護：
郵票，是一種特
殊印刷與設計的藝術，
它可以猶如一頁圖像
醫藥文化史，讓參觀
者能從方寸間看醫療
照護的發展。在信息
傳播不易的時代，發
行特殊主題的郵票，
是一種紀念性的加值。世界各國政府暨衛生組織，秉承疾病救助，愛護生命的宗旨，透過郵務
發行，宣導與紀念醫藥事典，無遠弗屆地將重要的醫藥發明與觀念，散佈到全世界。
2000 年四月，台大藥學系孫雲焘教授將個人多年珍藏與藥學相關文物及郵票集錦，捐贈
給台大醫學院。欣逢 2011 年本院院慶，台大醫學人文博物館特別挑選整理該批收藏中，深具
意義與價值的郵票和首日封集錦，以新的角度詮釋，新的形式展示，透過精美的郵票圖像與故
事，讓更多人跨越時空了解世界藥學、醫療和公共衛生的發展史，以及傑出人士的特殊貢獻。
建議討論：
1. 過去透過郵票來紀念或提醒人類生活史上的重要醫療發現及重大疾病，你認為現今有哪些
疾病、醫藥學及公共衛生大事件也值得我們銘記在心？可以透過什麼樣的媒介或方式讓一
般民眾也能對這些事情有基本的認識與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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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設展/主題展
演化與人：
內含三個展示-從演化的視角認識疾病與心智(第五展示室)、從人類演化歷程認識臺灣人（第
六展示室）、應用現代科技所進行的人類體質研究（第七展示室），各展示室的小標題亦可看
做獨立的標題。

第五展示室：從演化的視角認識疾病與心智—
影響人的健康和發展的關鍵
如達爾文所說，新物種如枝椏般不斷從舊物種分支
出來，大部分的分支後來都滅絕，像樹枝遭到剪除。但
在滅絕之前，它們已做出貢獻：創造了後起的生命，形
成現今地球上的繁華多變的物種。生命的力量如此雄偉
壯觀，能從一種生命蛻變成另一種形式。儘管地球依照
固定的重力運轉，但生命卻能從最簡單的起源，演化成
為無數美麗而令人驚嘆的形式。各類生命在不斷的演化
中，不管是何種關係，對於環境的刺激反應，以及逐漸
改變的生活模式，造成人之所以為人，而非其他物種的
緣由，大腦的演化絕對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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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展示室：從人類演化歷程認識臺灣人--臺灣人哪裡來（之一）
人類和猿類的共同祖先在非洲生活了很長的時間後，於 700 萬年前開始朝向現代人演化。
台灣地處亞太之樞紐，來自四面八方的人群先後到來，有的短暫停留，有的在此定居。時間上
可追溯至兩萬年前的史前時期，後來新移民不斷加入，使「台灣人」的面貌更趨多樣多元。
體質人類學為人類學中的一大分支，透過人類生理構造，追溯起源與演化的過程，以及現代社
會中不同人群間的變異，討論生理構造與環境適應間的關係，以及過去生活方式、行為、生業
型態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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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展示室：應用現代科技所進行的人類體質研究--臺灣人哪裡來（之二）
判斷考古遺跡的年代，與其生活的點點滴滴，經過現代科技的協助，已經有很大的進步。
調查骨骼中的化學成分，可以更進一步推測骨骼主人生活的年代及平日的飲食習慣，稱為「骨
化學（Bone chemistry）」，近年廣泛的被應用。
科學家及考古學家千辛萬苦收集到許多化石骨骼和石器等工具，希望能對這歷程有比較深
入的認識，但古代遺物太少，族群遺傳學家的研究方法填補了這些空白。仔細分析各族群的粒
線體 DNA 和 Y 染色體 DNA，可以得到幾百個遺傳標記，提升了區辨不同族群的能力。
為了支持遺傳證據，研究人員開始探尋在人類身上的微生物，包括細菌、病毒甚至蝨子，
檢查它們的基因是否呈現類似的遷移模式，試圖綜合各種證據來提供更多可以討論的基礎，以
復原過去人類的擴散遷徙路徑。

以粒腺體 DNA 所描繪的現代人母系族群關係圖

金關丈夫教授與台大醫學院體質人類學研究
這個次標題是第七展示室中四分之一大的展示空間，目的
是為了感念金關丈夫建立的台大醫學院體質人類學研究。
台北帝大醫學部解剖學科成立後，有系統且大規模的展開
體質人類學研究。領導這方面研究的是金關丈夫教授以及其門
生數十人，研究成果輝煌。戰後 1949 年金關教授返回日本，
但其學生余錦泉名譽教授、蔡滋浬教授與蔡錫圭教授繼承其志，
繼續研究金關教授尚未解決的課題，並陸續發表多篇期刊論
文。
建議討論:
1. 本主體展示涵蓋三個展示內容，你對哪個部分最為印象深刻？為什麼？有沒有什麼內容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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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你的生活經驗相連結？
2. 你認為人與其他動物最大的不同在哪裡?人之所以為人的關鍵點為何?
3. 你認為了解人的本質與特性對於未來投入醫療服務工作有何幫助?

第八展示室：臺灣近代衛生醫療發展歷程：
本展示係以編年史、圖片及文物典藏品來呈
現臺灣百餘年來醫療衛生發展的軌跡，以及
公共衛生、臨床醫學、基礎醫學各領域的前
輩先賢，在對抗臺灣本土疾病所做的努力與
獲得的成果。
建議討論：
1. 台灣的醫療及公共衛生發展歷程歷經許多重大變革，你覺得哪些政策或發展最為重要？對
台灣居民的生活有何影響？
2. 除了本展示介紹的衛生醫療發展大事記，是否有其他你印象深刻或與你的生活經驗相關之
公衛醫療事件？

第九展示室：高齡化社會健康藍圖
台灣自 1993 年進入「高齡化社會」後，隨著公共衛生與醫療保健的進步，人口結構的老
化對社會的衝擊與影響是全面的。
人口老化是危機也是轉機。每個人都會經歷生、老、病、死的過程，衰老是正常現象。
「老」
是一體兩面的，在家庭功能衰微的現代社會，應正視老化帶來的改變，並善用老年的智慧和經
驗，面對銀髮海嘯湧現的未來需要及早準備，化危機為轉機。
藉「高齡化社會健康藍圖」的展示，提醒每個人在完成傳宗接代的使命之際，為迎向老年
安養的人生階段，重新認識與充實自己；同樣地，我們的社會應為老化人口早做準備，為老人
族群建構健康友善的照護體系、安全無礙的生活環境。

建議討論：
1. 你對於台灣邁入高齡化社會，有什麼想法或相關生活經驗可以分享？
2.當前的醫療環境在面臨老年人口增加，可以有什麼樣的因應措施或做法能提供老人族群健康
友善且安全的生活環境？
64

5個人文學相關議題單元：
課程名稱
負責老師
總課程介紹

課程一

人文議題主題一：醫學與歷史（教案由姚建安醫師、賴台軒醫師修訂）
小組導師
很多疾病的流行改變了我們的歷史，而人類對抗疾病的經過更是我們行醫
者應該要知道的。現在的醫學是如何演進而逐漸成熟的，哪些重要的人物
的發明與發現影響了人類醫學的發展。臺灣邁向現代醫學的經過又是如
何？
課程名稱︰疾病的歷史（教案由吳允升醫師修訂）
許多疾病對人類歷史的發展有十分重大的影響，例如：流感、天花、梅毒、
黑死病、霍亂、斑疹傷寒等等，乃至於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透
過小組討論，史料上有曾經大流行過什麼疾病，怎麼開始又是怎麼結束？
甚至這些疾病的肆虐對人類的歷史，產生了何種影響？
歷史與疾病:以流感為例
介紹：流感不僅是全球性的疾病，它也是橫跨人類歷史的古老疾病，伴隨
著疾病的肆虐，也會改寫著歷史的痕跡。
目標：在交通發達的現代，四海一家的地球村儼然形成。隨著交通的便利
縮短了人們的距離，但是病毒和細菌的交流和傳播也更迅速了。遠古時代
就有流感的記載，隨著人類歷史的演進，常見它對人類的威脅。近代的1918
年西班牙流感造成全球約2千萬到4千萬人的死亡，且每隔二十多年，就會
因為流感病毒的突變造成全球的大流行。近來因為禽流感可能造成人類之
間大流行的疑懼，又更添加它的恐怖色彩。本堂課在使同學藉由流感的探
討，了解病毒的突變造成全球性疾病的肆虐與健康的剝奪，如何正視此古
老疾病的演進?
建議討論議題
1. 如何認識病毒？流感有哪些種類?
2. 相較於不同時代的接觸與交流，流感傳播的特質為何？會造成何種影響?
3. 探討史料所記載的流感大流行的危害與可能的證據?
4. 從醫學與人文的觀點， 流感有哪些臨床和人群健康的問題？
5. 如何避免未來新型流感(包括禽流感)的大流行?
6. 疾病的流行如何改變人類文明史？

課程二

課程名稱︰西方的醫學史
醫學史上有許多重要人物，他們的發現或是理論深深地影響了西方醫學史
的演進，透過該小組討論課，介紹你覺得醫學史上重要的人物，例如：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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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penicillin 以對抗細菌感染的 Alexander Fleming、流行病學之
父—John Snow、葉克膜發明人—John Gibbon、體外心臟按摩
(extra-corporeal cardiac massage)—William Kouwenhoven、生理學之
父—William Harvey 等，並討論他們對人類的貢獻。

課程三

課程名稱︰台灣的醫學史（教案由蘇大成醫師修訂）
在西班牙人,荷蘭人佔領台灣的時期, 西方醫學初步引進。在西元1860年
後，清朝被迫開放港口，西方的傳教士得以進入台灣。包括英國基督教長
老教會宣教師馬雅各醫師，加拿大人馬偕牧師，英國人蘭大衛醫師等。西
元1895年當時台灣總督府總督官房下設衛生事務所主管台灣衛生事務。同
年,台大醫院的前身大日本台灣病院成立，1938年正式成為台北帝國大學附
設醫院。西元1922年，杜聰明獲得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博士，台灣才有
第一位醫學博士。
台灣的醫療史歷經多個不同的時期，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代表性人物。你
想進一步瞭解上述人物的歷史？
杜聰明將台灣醫學分成五個時期，然就可考究的歷史，僅嘗試將之分
成三個時期來探討：(一)日據以前的瘴氣醫學時代，(二)日治醫學時代，
(三)光復以後的醫學建設時代。台灣的醫療史歷經多個不同的時期，每個
階段都有不同的重要疾病，及代表性人物。你想進一步瞭解台灣近代史上，
重大的醫療與疾病變遷，及重要人物的歷史?
小兒麻痺本來在台灣已經絕跡，為何 1982 年又爆發大流行? 近 30 年
來，登革熱在台灣南部大流行，且越來越嚴重，氣候變遷及暖化被歸為重
要原因，還有哪些原因？為何局限於南部？
學習目標：
1. 台灣近代史的重大疾病有哪些?
2. 台灣近代醫療史中重要人物的歷史？
3. 台灣為什麼要重視熱帶醫學?氣候與疾病的關係?
4. 為什麼登革熱在台灣南部大流行?
5. 小兒麻痺為何 1982 年在台灣大流行？
參考資料:
1. 蘇大成 李源德 「台灣重大疾病型態變遷」 台灣近代自然環境與人文
變遷探討研討會論文集 台大全球變遷研究中心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五月三十日
2. 郁永河：裨海紀遊（台灣叢書第一種）
，台灣：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50。
3. 杜聰明：中西醫學史略，台北精華，1959，頁 486-505。
4. 陳勝崑：中國疾病史，台北環華，1981，頁 143-153。
5. 台灣撲瘧紀實：行政院衛生署，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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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戴文鋒：＜海關醫報＞與清末台灣開港地區的疾病 思與言，第 33 卷
第 2 期，1995 年 6 月，頁 157-213。
7. 杜聰明：杜聰明言論集第二輯。台北精華，1955 及 1962。
8.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台灣省通志，卷三：政事志衛生篇，1972。
9. 小田俊郎著，洪有錫譯：台灣醫學 50 年，台北前衛，1995。
10. 范燕秋：日治前期台灣公共衛生之形成(1895~1920)－一種制度面的觀
察 思與言，第 33 卷第 2 期，1995 年 6 月。
11. 楊思標：台灣醫療之回顧與前瞻，當代醫學，第九卷第二期。
12. Wang SF, Wang WH, Chang K, et al. Severe dengue fever outbreak
in Taiwan. Am J Trop Med Hyg. 2016 Jan 6;94(1):193-7.
13. 蘇慧貞等 氣候變遷對公共衛生的衝擊 科學發展 2008;421:12-17.
14. 小兒痲痺流行震盪之後－檢討與反省－蘇大成 (原文載於台大醫訊
1982 年)
課程名稱
負責老師
總課程介紹

人文議題主題二：醫師地位的變遷─社會與專業團體
小組導師
由於日本殖民統治的特殊規定，台灣人民在台灣能夠接受的高等教育種類
有限，而醫學是其中可以修習的課目。因此，醫師在台灣社會中，享有崇
高的地位，同時也是台灣社會裡少數的高級知識份子。
1945 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台灣經歷了種種的政治社會經濟的變革，
同時也因為教育普及，人才培養也不再侷限於少數學科，醫師漸漸地不再
是社會中少數引領風騷的高級知識份子。在民智大開之後，輔之以網際網
路搜尋引擎，醫師的知識與地位，因此受到大眾的挑戰。除此之外，醫療
保險制度，大型醫療機構的出現，改變了醫療生態，醫師的工作負荷增加，
但收入卻大不如前，而且醫療資源分布不均，偏鄉欠缺醫師人力，針對以
上問題，衛福部制定住院醫師工時保障政策，提出配套措施，並在 2016 年
重啟公費醫學生制度。
同時隨著醫學的進步，醫學的範疇擴大，發展出更多的次專科和次次專科，
許多醫療業務，無法全部由醫師一人執行，變成必須在醫療團隊的輔助之
下，才能完成。各種醫學專業的分工，以及專業本身的提升，除了有專業
課程，還有專業的學會與公會。非醫師，非牙醫師的醫學專業人員，不再
只是接受醫師命令的助理，而是紮紮實實的專業技術人員，也影響到醫師
在醫療團隊的領導地位。本課程希望藉由討論，探討醫師地位的變化，進
而帶領同學更進一步了解醫師在社群中的角色定位，從自我的生涯發展出
發，連結到符合社會期待的新時代醫療團隊。

課程一

課程名稱：醫師合理工時規範與納入勞基法之探討（教案由吳冠彣醫師提
供;蔡宏斌醫師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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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簡介：從各種觀點探討將醫師工作時數納入勞動基準法，對於醫療體
系運作的影響。
課程介紹：近年醫事人員過勞的新聞不斷，嚴重影響病患的照顧品質及護
理人員高流動率，主管機關已推動全面將護理人員納入勞基法的保障。因
此，也有醫師團體鼓吹應該讓醫師的工作時間，也納入勞基法的規範。但
是，醫界人士也有質疑此一主張的聲音。
美國在 2013 年與 2015 年發布全美主治醫師生活型態報告，發現主治
醫師自覺過勞的比率逐漸上升，由 39.8%上升到 46%。2013 年以第一線照
顧病人的急診科和一般內科主治醫師的自覺過勞比例最高，在 2015 年則以
重症醫學和急診科的比例最高。內科系次專科以腎臟科（4.3 分）和心臟
科（4.29 分）的過勞程度最高（圖 2）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主治醫師過勞
的比例高於男性（51% vs. 43%）
，可能反映出女性有較高的家庭責任負擔，
再以年齡分布來看，36~45 歲與 46~55 歲的主治醫師自覺過勞比例最高（51%
vs. 53%），反而 66 歲以上的過勞比例降至 22%。此與國內青壯年醫師容易
過勞死的情況不謀而合。在 2013 年的報告中，造成主治醫師過勞的前三大
原因，由高至低依序為：太多行政業務、臨床工作時間過長、美國推動平
價醫療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後的衝擊。若就工作相關壓力的來源
分析：40%來自於文書作業、33%來自工時太長、28%來自內部衝突、26%來
自值班待命、20%則是由於醫療糾紛(Medscape, 2013)。對主治醫師來說，
「值班」所帶來的負荷，包含工時延長與被要求待命，至少佔醫師工作壓
力與過勞來源的 50%以上，是必須正視與解決的問題。
在美國，專責主治醫師值大夜班，已是 90%的都會型醫院和 60%的鄉村
型醫院的常態，由於值班醫師的年紀橫跨 30~60 歲，夜間工作負荷與解決
過勞問題也變得非常重要。在梅約醫療體系(Mayo Clinic)比較 2011 年和
2014 年的專責主治醫師自覺過勞評估，發現情況由 19.2%上升至 54.4%，
因此採取一系列措施，也將過勞防治的系列措施，提到美國醫院整合醫學
學會中，尋求全國性的監測與解決之道。
在台灣討論到醫護過勞的問題，屢屢出現「血汗醫院」現象，為人所
詬病。行政院勞委會2年來邀集相關機關及勞雇團體，檢討勞基法第84條之
1責任制，確定「醫療保健服務業」分階段回歸正常工時：除急診室、產房、
手術室、麻醉恢復室、燒傷及中重度病房、加護病房、器官移植小組等緊
急部門醫事及技術人員到民國103年元旦起排除責任制以外，其餘工作者在
101年3月30日起，就已回歸勞基法一般工時規定。至此，醫療機構護理人
員已全面回歸法定工時，每天最多只能上8個小時的班，若要加班應給付加
班費。且一天不得工作超過12小時，遇緊急狀況不能超過14小時。出勤間
隔應至少12小時；每月工時不超過240小時。勞委會說明，醫療院所上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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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雖不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84條之1之規定，但仍可經工會或勞資會議之
程序，依據2週、4週或8週彈性工時之規定，依其營運特性及需求，與勞工
妥適安排工作時間及出勤方式。
此外，每位護理人員照顧多少個病人，其比例直接影響病人的安全。
衛生福利部 102 年開始推動醫院試評鑑「護病比」
，評鑑三班白天、小夜、
大夜的護病比例。過去統計台灣「護病比」為 1:13，居全球之冠。自 103
年起，衛生主管機關已針對各層級醫療院所的三班「護病比例」有所規範，
並列入醫院評鑑項目。目前國內所有醫事人員中，僅有醫師仍未納入勞基
法，因醫療服務的特殊性，無法適用醫師照護病人及緊急情況的「值班」、
「待命」的工作常態。且若按已修改教學醫院的評鑑基準，住院醫師每周
不得工作超過八十八小時，則目前醫院人力短缺將達三成。如果進一步比
照勞基法一般勞工的兩周八十四小時標準，除了人力短缺情形更加劇外，
住院醫師的專科訓練年限也得延長。
對於醫師而言，過去的研究很少探討醫師的工時保障課題，但在衛福
部從 2015 年明定教學醫院住院醫師，其每週工時不得超過 88 小時之後，
醫院的庶務工作還是要有人做，且專科護理師的執業範圍也有明文規定，
因此各醫院的年輕主治醫師，大都要扛起夜間值班的辛苦工作，如長庚醫
院規定在年資十五年以下的主治醫師，也要輪值大夜班。
台灣的醫院整合醫學制度從 2009 年 10 月在台大醫院由柯文哲教授創
立，這群主治醫師的年紀由 30 多歲到 50 多歲的世代，在開始創立這個制
度的時候，小夜班是由專責主治醫師三人值到 23:00，在大夜班交由創傷
外科加護病房的第二年外科住院醫師值大夜班(23:00-08:00)。後來在 2012
年 4 月開始，專責主治醫師的人數增加到六人，柯教授決定開始試行由主
治醫師值第一線大夜班的制度，這也是台灣光復後台大醫院內的特殊狀
況，迄今僅有急診醫學部、婦產部困難姙娠接生，和創傷醫學部整合醫療
照護病房迄今仍繼續由主治醫師值大夜班。在 2012 年 4 月至 2014 年 1 月
的十個月期間，在週一到週五的大夜班由專責主治醫師扛起，柯教授包辦
週六和週日的大夜班。由於專責主治醫師一週僅有一節門診，大部分時間
專注於病房事務，因此值完大夜班的隔天，仍要在病房內照顧病人到 18:00
下班，計算上班日的工時長達 34 小時，如果碰到病人狀況不好，要繼續照
顧或進行急救，工作時間有長達 40 小時的紀錄。要如何保障年輕主治醫師
兼顧夜間值班與白天看病人的高強度工作壓力，是目前值得重視的課題。
2015 年衛福部開始推動專責一般醫療主治醫師計畫，作為住院醫師納
入勞基法的配套措施，全國有 19 家醫院加入，在專責主治醫師病房(或稱
整合醫療照護病房)內，有主治醫師搭配專科護理師負責照顧病人，沒有住
院醫師或是實習醫師。而且專責主治醫師一週的門診時數在兩節以內，要
有 90%的時間花在病房內。在目前不同層級醫院的運作模式中，主要有三
種:第一種是「整合醫學急診後送病房」，協助急診照顧複雜重症，或有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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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安寧緩和需求的病人，配套病人出院後個案管理，期能改善急診壅
塞; 第二種是由專責主治醫師負責夜間值班工作，或稱為「夜班主治醫
師」
，值班的病房不限於內科系病房，在地區醫院內也要處理夜間外科系病
房病人的內科問題。第三種是開刀後病人共同照顧模式，這是在非都會區
非教學型的區域醫院和地區醫院正在推廣的模式，常和第二種模式混搭使
用，以解決鄉下第一線照顧住院病人的人力不足問題。
課程目標：
1. 了解勞動基準法的立法精神，與對於工作者的保障的相關規定。
2. 分別探究目前醫護人員日常工作的內容，分辨當中各種模式與其他行業
工作型態的差異。
3. 醫師工作若依照勞基法規定來執行，對醫療行業的可能衝擊。
4. 探討社會大眾對於醫師納入勞基法的觀感。

建議討論議題：
1. 當醫師比照勞工一般工作型態，對現有的醫療工作環境將有什麼衝擊?
2. 國內因醫師尚未納入勞基法，若於工作期間發生職業災害時會面臨什
麼困境 ?
3. 醫勞盟主張「受雇醫師」應該納入勞基法保障，可行性如何？ 以衛生
主管機關、醫院協會、及醫師公會三者為出發點，來討論醫師是否該
納入勞基法?
4. 美國是如何解決住院醫師工時過長的問題？
5. 若是在非都會區非教學型醫院的主治醫師要輪值夜間值班，可以值班
到幾歲?有無配套措施可以幫助解決醫師過勞問題?
6.

探討引進外國醫學院畢業醫師(如大陸醫學院畢業的台籍醫學生)當作
夜間值班醫師人力，是否可以作為醫師納入勞基法的配套措施。

參考閱讀：
1. 勞動基準法條文
2. Wikipedia: Libby Zion Law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bby_Zion_Law
3. 謝炎堯「為何從醫？為誰從醫？」2012/4/27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2/new/apr/27/today-o5.htm
4. 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醫師納入勞基法」會議 誰支持？誰反對？」
http://www.thrf.org.tw/Page_Show.asp?Page_ID=1418
5. Debra F. Weinstein et al Residency Training — A Decade of
Duty-Hours Regulations N Engl J Med 2013; 369:e32December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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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p1313677

6.

林煜軒、張立人、郭博昭、楊靜修：您累了嗎？從心身醫學的實證研
究看醫師過勞現象。臺灣醫界 2012；55(4)：51-52。
7. 林煜軒、廖士程、李明濱：醫師工作壓力之文獻回顧。臺灣醫學 2014；
18(6)：723-30。
8. 衛生福利部: 住院醫師勞動權益保障參考指引 2013.
9. 賴鴻緒: 臺灣醫療人員過勞（一）：緒言。臺灣醫學 2015;
19(5):467-8。
10. 余忠仁、蔡宏斌、許甯傑: 內科醫師過勞。臺灣醫學 2015; 19(5)，
469-478。
11.
12.
13.
14.

賴昭翰、李政昌: 內科醫師過勞。臺灣醫學 2015; 19(5)，479-85。
吳美環: 兒科醫生過勞。臺灣醫學 2015;19(5): 486-93。
方震中: 急診醫師過勞。臺灣醫學 2015;19(5): 494-8。
林晉: 八八工時的迷思與詭譎。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

2015;59(12):77-9。
15. 胡佩怡：過勞自我診斷與預防。臺灣勞工季刊 2010；24：61-5。
16. 蔡宏斌: 看台灣青壯年醫師過勞與重症人力短缺的現象。健康世界
2012 年 10 月;8-10。
17. 許甯傑、蔡宏斌、蔡阿惠: 第一章第五節 如何避免過勞? 醫師排班與
工作量初探。醫院整合醫學 2015:37-48。
18. 衛生福利部:一年期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 2015。
19. 呂碧鴻、高美英、陳秀蓉、王長偉: 住院醫師工作疲勞與個人性格及
因應型態的關連。醫學教育 2011;15(1):21-30。

課程名稱：醫學生該如何選擇未來職業科別（教案由蔡宏斌醫師提供）
課程簡介：醫學生從各種管道了解選擇未來職業科別應注意的重點，找到
合乎自我生涯發展與社會需要的科別，長期貢獻醫者良能。
課程介紹：近年來由於人口老化與少子化，民眾醫療自主意識抬頭，醫療
爭議事件與糾紛迭有所聞，醫界五大科(內科、外科、婦產科、兒科、急診)
發展逐漸失衡，有所謂的五大皆空甚至六大皆空(加上麻醉科)的說法，而
家醫科、五官科(皮膚、眼、耳鼻喉科)、精神科、復健科等在最近廿年來
成為熱門執業選擇。
台灣的醫療發展仍舊存在城鄉差距，針對偏鄉醫師人力不足的狀況，
衛生福利部在2016年開辦「重點科別培育公費醫師制度計畫」
，連續五年每
年招收100名公費醫學生，由台大、成大、陽明、高醫等共七校培育共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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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公費醫學生；醫學公費生名額採外加，一般大學醫學系招生名額不受影
響；其中七成採個人申請，不到三成採考試分發。就學期間衛福部補助每
學期13萬元，6年醫學院畢業後，還要2年PGY一般醫療訓練，加上專科醫師
訓練4年，接著可選走次專科，可能6~8年，大約要12~14年才能完成整個服
務義務，以25歲醫學院畢業來算，大約40歲才算服務期滿。
課程二

對於重啟公費醫學生政策，這次衛福部說明公費生要有熱忱跟承諾才
能做這件事，這是一套完整接受訓練，不是畢業後就能馬上服務，如果不
能服務，過去制度只要賠學費，但現在要賠 10 倍(約 1500 萬元)，且賠錢
後還拿不到醫師證書。有鑑於過去衛福部過去推動的公費醫學生制度不算
成功，平均每年八成五的公費生最後都回到都會區，真正留在山地、離島
都不到一成，迄今已經停辦 8 年，醫師勞動條件改善小組，以及公醫時代
的年輕醫師們，皆提出質疑，希望衛福部要有更周延的配套措施。醫師公
會全聯會蔡明忠秘書長指出: 「台灣醫師人數並非不夠而是不均，真正願
意至偏遠地區服務的醫師微乎其微，醫學系公費生制度若能夠落實，確實
能夠改善偏鄉醫療資源缺乏的窘境，至於內外婦兒急診五大皆空問題，公
費生制度無法改善，必須著手修訂整體醫療支付制度，提高五大科醫師的
待遇，才能改善醫療環境。」
課程目標：
1. 了解醫學生選擇未來職業科別應注意的重點。
2. 了解「重點科別培育公費醫師制度計畫」的內容與可能影響
3. 了解社會大眾對於偏鄉地方醫師人力不足的觀感
建議討論議題:
1. 舉出三個自己最想選擇的職業科別，為什麼會想從事這些科別?
2. 從老師和學長姐的經驗中，目前選擇職業科別的因素有那些? 若選不到
自己最理想科別，該如何自我調適?
3. 公費醫學生制度在推動上會碰到的問題有那些? 是否可以改變?
4. 從自己和親友的經驗中，偏遠地區醫師人力不足，已經發生什麼影響?
參考閱讀:
1. Horowitz CR, Suchman AL, Branch WT Jr, Frankel RM. What do doctors
find meaningful about their work? Ann Intern Med 2003 May
6;138(9):772-5.
2.105 學年度「重點科別培育公費醫師制度計畫」於考試分發入學管道公
費生招生訊息。Available at
http://www.uac.edu.tw/105data/1041104_1.pdf.
3. 衛福部醫事司: 改善醫護勞動條件，充實偏遠地區人力。衛生福利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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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 2015 年 10 月 15 日 available at
http://www.mohw.gov.tw/CHT/Ministry/DM2_P.aspx?f_list_no=7&fod
_list_no=5317&doc_no=52491.
4. 衛福部醫事司: 開辦重點科別公費醫師培育，挹注偏遠地區醫師人力。
衛生福利部新聞 2015 年 10 月 21 日 available at
http://www.mohw.gov.tw/news/531752549
5. 衛福部醫事司: 住院醫師工時限縮，多元配套提高保障。衛生福利部新
聞 2015 年 10 月 21 日 available at
http://www.mohw.gov.tw/CHT/Ministry/DM2_P.aspx?f_list_no=7&fod
_list_no=5317&doc_no=52551.
6.衛福部醫事司: 保障偏鄉醫療，訓練完整再服務，公費醫學生新制鼓勵
留任[澄清稿] 2015 年 11 月 06 日 available at
http://www.mohw.gov.tw/news/531852800.
7.GeeYY Yo: 高中生，千萬不要當醫學系的公費生！部落格:菊希醫院怪
談。2015 年 8 月 7 日。Available at:
http://zdvh.blogspot.co.uk/2015/08/blog-post.html.
8.Wleemc:普醫的公費生意識如何? 痞客邦部落格: 人生沒有用不到的經
歷 2015 年 10 月 29 日。Available at:
http://wleemc.pixnet.net/blog/post/112592101-%E6%99%AE%E9%86%A
B%E7%9A%84%E5%85%AC%E8%B2%BB%E7%94%9F%E6%84%8F%E8%AD%98%E7%82%
BA%E4%BD%95%3F9.盧敬文: 留不住的醫師？掩耳盜鈴的公費醫學生政策。公民行動影音紀
錄資料庫 2015 年 11 月 7 日。Available at
http://www.civilmedia.tw/archives/38976.
10.吳醫生: 公費醫師制度受害者說話。自由時報 2015 年 11 月 11 日。
Available at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931428.
11.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 衛福部不願面對醫學系公費生的矛盾，卻總
把公費醫師流失認定成個人道德問題。關鍵評論 2015 年 11 月 16 日。
Available at http://www.thenewslens.com/post/243242/.
12.張哲豪: 公費醫師不能只用都市那套。想想論壇 2015 年 11 月 17 日。
Available at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print/4841.

課程名稱
負責老師

人文議題主題三：時事議題
小組導師
未來的醫師亦當負起公民責任關注社會議題，希望能透過本時事議題的課

總課程介紹

程，以近期熱門的社會議題為教材，讓醫學生能學習思辨與關注社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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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討論過程讓同學交流意見。
課程一

課程名稱︰不同觀點下的多元成家方案
（教案由徐思淳醫師、陸鳳屏醫師、張凱閔醫師修訂）
課程簡介：
藉由回顧討論多元成家方案，提升同學對於時事觀察的能力，並且了解對
於此修正草案，社會上各種不同的態度。
課程介紹：
為解決社會上不符合現行民法規範的婚姻關係，因此有部分公民發起民法
修正案，希望能夠解決目前面臨的問題，此方案被簡稱為多元成家方案。
該草案因為涉及「同性婚姻」「同居關係」等議題，引起社會上的廣泛討
論。贊成與反對的雙方，都曾聚眾集會，表達意見。本課程希望藉由多方
觀點，來探討此方案對社會以及醫療的影響，並從中學習與人互動時，如
何有效溝通及避免衝突的方法。
課程目標：
1. 了解此民法修正案的內容，並與宣傳資料進行比較
2. 探討以伴侶制度替換婚姻制度的爭議點
3. 從觀察各種論戰，探討說服他人的方法，以及應該避免的溝通方式
建議討論問題：
1. 多元成家方案的修正草案，與原有民法的條文有何重大改變?
2. 對於多元成家方案，支持與反對的理由分別是什麼？請同學分別蒐集正
反雙方的文宣，並與草案條文相比較。
檢視重點：
- 對於條文的解釋
- 遭遇相左的意見質疑時，支持者與反對者的回應方式
- 情緒用語與道德判斷
3. 多元成家對於醫病互動的影響為何？未來身為一個臨床醫師，您預想可
能會帶來什麼衝擊？
4. 媒體在整個議題中的角色為何？
5. 是否有更好的方式來實現當初修改法案的初衷？
參考閱讀：
1. 多元成家方案草案 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網站
http://tapcpr.wordpress.com/草案全文/
2. 台灣守護家庭官方網站 https://taiwanfam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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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元成家方案草案之新聞報導、社群媒體、網路論壇、網路懶人包
課程二

課程名稱：食品安全與全民健康
（教案由姜至剛醫師、張凱閔醫師修訂）
課程簡介：
食安風暴席捲台灣，過去不為人知的銅葉綠素，突然之間成了人人喊
打的街頭惡棍，任何食品中，只要被驗出銅葉綠素，一時之間，彷彿成了
全民公敵。但是，銅葉綠素若真是如此十惡不赦，為何添加在口香糖、泡
泡糖中卻是合法？添加在食用油中卻是違法？還有，到底什麼是銅葉綠
素？為何會有這樣的物質出現呢？
簡單來說，原本天然葉綠素中所含的成分是鎂離子，但因為含有鎂離
子的天然葉綠素在環境中不安定，難以廣泛使用，因此利用化學方式將鎂
離子以銅離子來取代，做成銅葉綠素，成為一種人造葉綠素。不少外國人
以此人造葉綠素作為有機食品來補充營養，所以銅葉綠素價格並不便宜，
故即使被添加在食用油裡面，也不會添加太多。按照之前食用油含銅葉綠
素的配方來換算其濃度與劑量，一天必須吃進15萬公升的食用油，才可能
會使含銅量達到危害健康的程度。
從食品添加銅葉綠素這件事情來看，「違法添加」與「危害健康」應
是可以分開解讀的。不管是食用油添加銅葉綠素，或是麵條、冰品添加銅
葉綠素鈉，從法令的角度來看，都是違法添加，主管機關都會處罰。但是
從危害健康的角度來看，食用油與麵條在烹煮過程中會經歷高溫，這時銅
葉綠素是否會對健康產生危害，還有待科學驗證；至於冰品添加銅葉綠素
鈉作為著色劑，以目前的研究來看，並不會危害健康。
因為這次食用油品的事件，讓社會大眾認識了銅葉綠素，但在風聲鶴唳中，
我們希望社會大眾對於銅葉綠素能夠有正確的認識，透過瞭解，來平息不
必要的恐懼，也讓更多人可以一起來為食品安全共同把關。
課程目標：
統計發現自2011年塑化劑事件，與之後的假油事件、香精麵包、劣等米混
充賣、馬鈴薯泥沒馬鈴薯、乳酪餅沒乳酪、食用油混入飼料油等食安風暴，
讓民眾覺得一切實在有夠「假」！該如何找回彼此間的互信，營造你我共
同生活的小確幸，為本課程之內容重點。
討論問題：
1. 以上台灣的食安事件，哪件您最有印象？對您衝擊為何？
2. 食品添加物為食物帶來的生活轉變及新文化形成？
3. 現代食物供給模式改變，社會分工下自給自足已經少見，經由企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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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下，大範圍且集中供應已成主流，單一食安事件將牽動整體國民健
康，甚而國家安全，因此企業能力越大責任也就越大，於是企業道德便
更顯重要，您的看法與反思為何？
4. 以「追求利潤的最大化」作為基礎的企業價值，對於「食品安全與全民
健康」的衝擊為何？
參考閱讀：
1. 國家衛生研究院關於銅葉綠素及銅葉綠素鈉等食用人工色素的說明
http://nehrc.nhri.org.tw/toxic/news.php?cat=news&id=86
2. 油品混充及違法添加銅葉綠素事件Q&A
http://www.fda.gov.tw/tc/siteContent.aspx?sid=3694#.VM-S3GiUdLc
課程名稱
負責老師
課程一

人文議題主題四：醫師的生活
小組導師
課程名稱︰網路成癮（教案由謝明憲醫師、林佩玲醫師修訂）
課程介紹：學習在資訊多元化的時代，適度活用電腦、通訊產品，而不是
反為其所役。
課程目標：在網路資訊發達的現代，各類型資訊的搜尋隨手可得。但是長
期使用電腦所衍生的身心健康問題便油然而生。越來越多的醫學研究報告
顯示，在長期使用電腦下，會導致生理上的不適，例如慢性肌肉疼痛、視
力衰退、失眠和焦慮、免疫力降低等問題，甚至於造成「網路成癮症」
(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IAD)。本堂課希望同學能夠認清網路，
避免成癮。
建議討論議題：
1. 如何界定正常與病態的網路使用？
2.
3.
4.

課程二

相較於真實社會互動，網路的特質為何？為何會造成成癮？
何謂 text neck？有哪些臨床的問題？如何避免成為 text neck?
如何避免成為 nomophobia（無手機恐慌症)?

課程名稱︰飲食與健康（教案由王薏茜醫師、簡意玲醫師、林伯儒醫師修
訂）
咖啡
在人類生活文化中，咖啡與茶是兩大最重要的植物萃取飲品，這幾年
來由於西方文化普及，咖啡更成為台灣民眾消耗量最大的飲品之一。試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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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以下問題：咖啡文化是從何地開始發源？如何在人類的歷史上佔有一席
之地？咖啡文化的盛行，對人類的經濟體系以及生態環境體系產生什麼樣
的影響？何謂公平交易咖啡豆？何謂雨林咖啡豆？咖啡中有哪些萃取物
質？咖啡因對人類健康的影響，有哪些正面與負面之論述？咖啡品種、烘
焙方式、萃取方式，對咖啡因的含量有什麼影響？咖啡因除了可在咖啡中
攝取，還有哪些食物可能含有咖啡因？一般人每天的建議攝取量為何？咖
啡對中樞神經有何影響？咖啡成癮會有哪些表現？
茶
茶在中華文化有悠久歷史和文化特色，臺灣茶的品質、種類和飲茶文
化也是非常獨特的。茶和健康，以及醫學上的研究也有許多文獻，國內有
林仁混院士、孫璐西教授、元培科大林志城校長以及中興大學等學者戮力
於此領域的研究，還有更多值得未來探討的地方，建議把茶和咖啡一起探
討或獨立分開一個子題。

素食
素食主義是一種飲食文化，在人類生活文化中，有愈來愈盛行的趨勢，
台灣與印度，是全世界素食人口比例最高的地方，你知道在台灣，大約有
多少人吃素嗎？哪些理由會讓民眾選擇素食的生活（包含宗教、文化、信
念、環保或健康等理由）？素食者的營養攝取和非素食者的營養攝取有何
差別？一般素食者常見的營養成份不足有哪些？又，當素食者罹患癌症，
或因疾病必須接受重大手術時，一般醫生會如何建議素食者進行飲食成份
上的調整？
素食的食物種類搭配和烹調方式有諸多不同，會造成營養和健康效果
的差異，可以請同學試著提出好的素食食譜。美國營養學會對飲食營養的
攝取比例近年來有修正，同學可參考之，並和台灣衛生主管機關及國人的
習慣做比較和提出看法及建議。國內外有一些潮流實行生機飲食和生食，
國外百年來有非主流醫學界有葛森療法和斷食療法，健康者和病人都有不
少人採用這些飲食方式，同學可列入探討其價值和疑問，或可提供葷食和
素食的極端差異的參考改進和應用。目前也有一股風氣在推廣全食物和裸
食，可加入探討。國人有自製ㄧ些食物的習慣，例如泡菜、醃菜和酵素等，
可加入探討。
肥胖、減肥和 BMI:
肥胖與過度減肥都是目前社會上常見的議題，對一般民眾的健康產生
了重大影響。請問，根據醫學報告，醫學上認為健康的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是多少？試討論，一般民眾的審美觀或您的審美觀，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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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最迷人的男性/女性體態 BMI 是多少？BMI 多少會感覺男性/女性過胖？
大部分明星的 BMI 是多少？過胖時對身體健康會有哪些負面影響？過瘦時
又對身體健康有哪些負面影響（包含心臟系統、腸胃系統、內分泌系統、
肌肉系統、骨骼系統以及心理層面疾病，例如厭食症）？在各個不同朝代
與不同國家中，對體型的審美觀也有所不同，請舉一些圖片或例子來猜測
在不同國家或朝代中，其最美體態的 BMI 值大約是多少？體脂率和內臟脂
肪可加入探討。油(含脂食物) 、甜食 (含糖食物食品)是代謝症候群的關
鍵食物，可加入探討。
酒精
物質濫用(substance abuse)包含了咖啡、酒、香煙、檳榔、安眠藥、
鴉片類止痛藥、大麻、毒品…等等。其中，飲酒文化與人類歷史已無法分
離。你知道哪些植物可以用來釀酒嗎？不同釀造、蒸餾、熟成，對酒的風
味有何影響？試舉出一些文學、音樂、美術作品，與飲酒相關？為何藝術
與飲酒息息相關？有很多藝術家喝了酒文思泉源，科學家可以嗎？酒精對
腦部的作用為何？酒精對行為的影響為何？酒精很容易上癮嗎？很容易戒
除嗎？酒量和酒精上癮性，和基因有關嗎？不同酒類對身體的影響為何？
什麼是宿醉？為何很多人會藉酒澆愁？對於媒體上許多精緻的酒類廣告，
您有何看法呢？
國人有喝藥酒、補酒和以酒烹煮食物(燒酒雞、麻油雞和薑母鴨等)的
文化和習慣，對健康和醫療的影響如何? 可加入探討。
物質濫用
糖(甜食)和鹽，就神經心理學機制角度看，和酒精藥品成癮相似，也
是一種成癮，對健康有不良影響，可加入探討。

課程名稱

人文議題主題五：關懷弱勢

負責老師
課程一

小組導師
課程名稱︰遺傳及罕見疾病及療團隊分工
（教案由簡穎秀醫師、李妮鍾醫師修訂）
課程介紹：紀錄片「一首搖滾上月球」主角睏熊霸樂團以「I love you」拿
下第50屆金馬獎「最佳原創電影歌曲」。團長「巫爸」巫錦輝說他們固定練
團演出，除了減壓，也希望藉此為罕病兒家庭打氣，藉著音樂鼓勵更多家有
罕病兒的家長走出悲情，因為生命分享和傳遞訊息，讓社會接納、理解罕見
疾病，才是他們樂團存在的精神。本堂課在使同學藉由電影的探討，了解遺
傳疾病或罕見疾病對家庭的衝擊，並引導學生討論醫護團隊如何照顧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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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及社會能讓如何正接納這些不同的人?
討論議題：
1. 罕見疾病/遺傳疾病比一般疾病更需要支持的特點?
2. 身為爸爸與身為媽媽，會有不一樣的處理方式嗎?
3. 您知道如何宣洩情緒後繼續加油?您知道如何協助患者及家屬宣洩情緒
後繼續加油?
4. 您覺得需要甚麼樣的團隊共同合作，才能協助這樣的家庭?除了醫師之
外，還要哪些醫療專業人員及非醫療專業人員?
參考資料：
1. 紀錄片「一首搖滾上月球」
課程二

課程名稱︰老人長期照顧的人文思索（教案由林坤霈醫師、詹鼎正醫師修訂）
課程介紹：
台灣正在經歷一個快速老化的時代，當健康不再，生命卻未停止的時
候，如何盼到曙光的到來？
在現今的醫療環境下，老人常會遇到「疾病好了，但人沒好」的困境。
這些族群，因為高齡加上失能，常是社會的弱勢族群，雖然在健保的架構下，
急性照護仍可維持運作，但是對於這些失能的老年人，龐大的照護需求卻是
病人及家屬們永遠的痛，同時也是醫療團隊面臨的巨大挑戰。照護是醫療的
延續，當我們還是習慣將家中長輩的照顧責任交給卑微的家庭及無奈的家人
來擔起時，一旦出現重大疾病，那麼「一人生病、全家住院（住在醫院）；
一人出院，全家生病」便是最貼切而諷刺的寫照。
失能的老年人，從苟延殘喘、生不如死，到同歸於盡，不只是銀髮族的
悲歌，是一個家庭的遺憾，更是將來社會不得不面對的嚴肅課題。它不會只
出現在新聞裡，更會在我們的周遭真實而悲哀的上演。
目前對失能的老人有那些照護選擇？有何優缺點？
對於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他們自己的期待與需求如何？
長期照顧是社會福利還是社會保險？
長期照顧資源的使用，其限制與範圍？
我國近年來長期照顧有那些重要的政策推動？(如長照十年，長照服務
網，長照服務法，長照保險法等)
探求長期照顧計劃所可能衍生出來的預期與非預期性的演變。
如何看待高齡長輩最後一程的人身尊嚴？生活品質與生命價值的期待
VS現實生活的妥協
參考資料：長期照顧保險制度之規劃---衛福部李玉春政務次長提供（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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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IBA 下載）
課程三

課程名稱：敘事醫學
(教案由 MED 91 黃馨頤 詹于慧提供、高芷華醫師修訂)
「文字連接了看得見的軌跡與看不見的事物、不在現場的事物、人所欲求
和恐懼的東西，就像一道危急逃生的脆弱橋樑，投擲在深淵之上。…適切地使
用語言，讓我們得以審慎、專注而小心地接近看得見和看不見的事物，並敬重
事物不以文字所作的溝通。」
--Italo Calvino 1923-1985《Six Memos for The Next Millennium》《給下
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
課程目標：
1. 使學生瞭解敘事醫學之內涵，藉由實例瞭解並分析敘事醫學的作者如何自
我反映觀照，並藉由習作，刺激書寫動機，建立自我觀照的書寫模式。
2. 藉由和同儕分享的經驗，將視角再行擴充並自我檢視；透過不同視角的觀
照練習，對常見的事物有新的體會。
課程簡介：
普遍認為，敘事醫學培養了醫療工作者更高的同理心，建立其自我反映觀
照的能力，且贏得社會信任感。個人專業進步之餘，更培養出正面照護病人的
能力。關鍵處即在不停的自我觀照反省。醫生與病人的個人/私人故事，將會
衝擊我們去重新定位自己。「書寫」提供了一種瞭解，透過再次回到記憶中深
刻的生命現場，以多種角度重新面對當時的自己-可能是醫師甚至是病人的角
度-在說故事的過程中，透過執業或疾病經歷的分享，能促使我們對生命和醫
療體系內省-特別是透過「集體」分享的方式。
好的敘事醫學應包含的重點如下：
 好的敘事者「鋪陳」，而非平鋪直述


Good narratives “show”, they don’t tell.
敘事者採用觀察的角度，而非下結論



Narratives make observations, not conclusions.
敘事的內容是有目的性的

Narratives should have purpose.
參考閱讀：
一、〈我誠摯地祈求各位同學們〉，作者 Oxxdxxxx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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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誠摯地祈求各位同學們
不要再說哪個病人是有趣的了
這真的一點也不有趣
＊

＊

＊

接到堂姐的電話，說她一歲的小孩要送來我們醫院的加護病房，似乎是
有個異物卡在肺部，之前在 XX 醫院和 XX 醫院急救過兩次了，想轉來我們醫
院做手術把異物取出。
前天深夜去小兒加護病房見堂姐的時候，正巧見到主治醫師在跟堂姐夫
講話，或許是在解釋病情或是讓家屬安心…許久不見堂姐了，十二年沒見—
爺爺奶奶過世後就從沒在過年時回過老家，父親那邊一堆親戚都是偶爾才見
得到一次面，堂姐結婚時也因故無法出席—接到電話時才想到竟已是好久以
前的事了。
原來堂姐有小孩了呢!
後來在隔天週日時把異物取出，卡在右側氣管，是顆不小的花生米，當
初讓小孩子缺氧了不知多少時間—缺氧耶，那大腦不是可能會有損傷了嗎？
今日聯絡了在小兒加護病房的住院醫師學姐，請她帶我進去看一下小
孩—還蠻可愛的耶，一歲八個月。雖然很可憐地被插了一根管，不過他的眼
珠還轉啊轉的，十足是個可愛樣，讓人很想抓起來玩的那種。
就當我們在床邊想要找病歷時，旁邊一位學長經過，順口說了一句：「你
們有空可以看一下這個病人—這個病人還蠻有趣的。」
學長，你是說一個可愛的一歲八個月的小孩因為 foreign body（異物）
卡在 right bronchus（右側支氣管）讓他 hypoxia（缺氧）可能會造成 CP(腦
性麻痺)，你說這樣子是有趣的？我突然一下子不知道什麼情緒湧上來。
我當然知道，因為他是我的外甥我更會點點點，但是就算他不是我外甥
我也不知道這件事有什麼有趣的。小孩子是不是會腦性麻痺這現在誰也看不
出來，但是這並不有趣我現在就看得出來。
我當然知道，「有趣的」這是一個很神祕的形容詞，講的人並不是有什
麼幸災樂禍的感覺，但是我想講的是這真的是個很爛的形容詞。
我知道當醫師很無聊很苦悶都在做一模一樣的事很煩，但是我真的誠摯
地祈求各位同學們：
「不要再說哪個病人是有趣的了。」

二、Jerome Groopman, M.D., A Great Case. NEJM. 2004;351:2043-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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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reat Case
"It's a really great case," the neurology resident said.
"Gerstmann's syndrome." I was a third-year medical student,
and neurology was my first clinical rotation. The resident
listed the four findings associated with the disorder:
agraphia, right–left disorientation, finger agnosia, and
acalculia. "Due to a tumor in the parietal lobe," he explained.
We entered the patient's room. A disheveled man in a hospital
gown looked at us uncertainly. The resident had the man attempt
a series of tasks and maneuvers demonstrating all the elements
of the syndrome's tetrad.
"What a great case," I said as we left. The resident smiled.
……

(本篇文章為摘錄，全文請自行瀏覽)

討論議題：
一、文本賞析
1. 請閱讀上述兩篇範例，評估上述範例如何自我觀照反省，採用哪些角度「重
回現場」，反覆修正自己在醫學場域中的態度，以及自我定位。並且分析
兩篇範例是否有具備成為「好的敘事文學」之要素？
2. 書寫是扭轉單一思考模式，以第三者角度觀看的機會。請試著模擬並討論
假想自己是上述兩篇文章中不同的人物(可以是主治醫師、住院醫師、醫學
生、病人、家屬等)，分析其視角及心理活動？
3. 請從參考資料中，節錄一段令你觸動的文字，分享這篇文章如何帶給你不
同的觀點與視角，並分享文中所使用的技巧、敘事觀點、結構，和觸動你
的原因。
二、敘事醫學習作
請以醫學相關主題，進行約 200 字之個人書寫，主題形式不拘，與同組組
員誦讀分享。可試以閱讀資料為例，採取某一視角重新詮釋事件現場與書寫，
或是參閱參考資料，練習以不一樣的角度，但有目的地呈現故事的另一風貌；
或可設定為「醫學與我」、「生活偶得」。
參考資料：
1. Charon R. Narrative Medicine, A Model for Empathy, Reflection,
Profession and Trust. JAMA. 2001;286:1897-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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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Program in Narrative Medicine.
http://www.narrativemedicine.org/
3. 敘事醫學 http://med2.cgu.edu.tw/files/11-1006-3724.php
延伸閱讀：
1. Charon R. Narrative Medicine, A Model for Empathy, Reflection,
Profession and Trust. JAMA. 2001;286:1897-1902
2. Interacting with the medical humanities
http://www9.georgetown.edu/faculty/wellberc/imh/main.htm
3. Ellen Lerner Rothman《White Coat: becoming a doctor at Harvard Medical
School》艾倫•羅絲曼，《白袍：一位哈佛醫學生的歷練》(臺北：天下文
化，2004 年)
4. 王溢嘉，《實習醫師手記》(臺北：野鵝出版社，1989 年)
5. 侯文詠，《七年之愛》(臺北：希代出版社，1988 年)
6. 侯文詠，《大醫院小醫師》(臺北：皇冠出版社，1992 年)
7. Jodi Picout，《My sister’s Keeper》
茱迪．皮考特，《我姊姊的守護者》(臺北：臺灣商務，2006 年)
8. http://blog.roodo.com/oj2005/ 吳易澄的部落格
9. Sandeep Jauhar 桑狄普．裘哈爾，《實習醫師》(臺北：天下文化出版社，
2010 年)（可至共教及師培中心借閱）
10.黃瑞仁，《醫者---披上白袍之前的 14 堂課》(臺北：寶瓶出版社，2011
年) （可至共教及師培中心借閱）
11.梁繼權等，《白袍裡的反思》(臺北：城邦出版社，2012 年) （可至共教及
師培中心借閱）
12.Jerome Groopman 傑若．古柏曼，Pamela Hartzband 潘蜜拉．哈茲班德，
《醫療抉擇-醫師和每個人都應該知道的事》(臺北：天下文化出版社，2013
年) （可至共教及師培中心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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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免小組討論教案
* 為避免討論議題重複 ,微免教案 #1 與 #3 建議擇一討論
**因醫二微生物與免疫課程安排之故 , 微免教案於學期中後再討論較理想

微免教案 # 1

黃妙慈醫師 2015.02 新編/ 2016.01

修訂
課程名稱: 疫苗與傳染性疾病的預防
課程簡介：
討論使用疫苗達到預防傳染性疾病的歷史演進與機轉，並從中瞭解人體免疫系統的功
能。
課程介紹：
自 1796 年 Edward Jenner 成功的利用接種牛痘(cowpox)預防天花(smallpox)感染後，
疫苗施打已成功的運用於預防小兒麻痺 (Polio)，狂犬病(Rabies)，日本腦炎(JE)，B
型肝炎(HBV)等高危險性傳染性疾病。疫苗實為現今人類最具經濟效益的傳染性疾病預防
方式。
課程目標：
1.
2.
3.
4.

討論疫苗發展的演進與成效在歷史上及今日予以社經各層面的影響。
瞭解疫苗的種類及現行疫苗施打的概況。
瞭解施打疫苗以產生免疫力的免疫學機制。
思考免疫學如何成功的被運用於各類疾病的預防與治療。

建議討論議題：
1. 施打疫苗以產生抵抗力的免疫機制為何?
2. 接種牛痘(cowpox)為什麼可以產生預防天花(smallpox)感染的免疫力?
3. 活菌減毒疫苗 (live attenuated vaccines) 以及死菌疫苗 (inactivated or killed
vaccines)各有何優劣?
4. 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為何 ? 有什麼重要性 ?
5. 請就這學期學到的微生物與免疫學及醫學人文知識，思考目前政府在防疫政策的制訂與
施行。
參考資料：
1. WHO: Vaccine e-learning
http://vaccine-safety-training.org/h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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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DC Taiwan:

傳染病介紹
http://www.cdc.gov.tw/submenu.aspx?treeid=8d54c504e820735b&nowtreeid=8d54c5
04e820735b

防疫小叮嚀
http://www.cdc.gov.tw/preventtiplIst.aspx?treeid=45DA8E73A81D495D&nowtreeid
=63377200539E3F94

預防接種
http://www.cdc.gov.tw/VaccinationTheme.aspx?treeid=D78DE698C2E70A89&nowtree
id=AAE079470C4424C3
3. 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vaccines
http://www.historyofvaccines.org/content/articles/different-types-vaccines
http://www.historyofvaccines.org/content/articles/future-immunization
4. 李秉穎醫師: GQ 的兒科小棧
http://www.tmn.idv.tw/pinging/index.htm
5. Janeway’s Immunobiology, 8th ed, 2011. Kenneth Murphy. Garland Science, USA
6. Cellular and Molecular Immunology, 8th ed 2014. Abul K. Abbas, Andrew H. Lichtman,
& Shiv Pillai. Elsevier.

微免教案 # 2

黃妙慈醫師 2015.02 新編/ 2016.01 修訂

課程名稱: Solve the Outbreaks
課程介紹：
近年世界各地爆發的各式高危險性傳染病如 SARS，類流感，禽流感以及近期的 Ebola 病
毒等，皆由於病原致病性及變異性等特性，嚴重危害感染者的健康及生命。國際間往來的頻繁，
更使得這些傳染病難以及時且有效的控制。回顧歷史，許多傳染性疾病的發生，如天花、黑死
病及流感等，皆對人類歷史的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經過這學期微生物及免疫學的扎實洗禮，
想必能更體認醫學知識運用於促進生物體健康的精神與奧妙。
學習目標：
1. 瞭解傳染性病原之感染途徑及其傳播
2. 瞭解人體產生對抗外來病原免疫力的機制
3. 有效防疫措施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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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藉由網路防疫模擬情境，參與臨床與實驗室資訊的收集、判斷與討論，以瞭解防疫或相關
工作之進行 (討論議題 3.Solve the problems)
討論議題:
1. SARS，類流感，禽流感和一般的流感在病原及傳播上有何異同？
2. 現今政府及相關衛生單位在上述傳染病的防疫措施有何優劣之處？如何更積極與國際防疫
單位合作？
3. Solve the problems
請由下列網址之選項挑選一傳染性疫情，依其提供之臨床症狀與實驗室數據，提供您對該
傳染性疫情之解決方法:
http://www.cdc.gov/mobile/applications/sto/web-app.html

參考閱讀
1. Updates on current outbreaks from CDC USA:
http://www.cdc.gov/outbreaks/index.html
2. CDC Taiwan:

傳染病介紹



http://www.cdc.gov.tw/submenu.aspx?treeid=8d54c504e820735b&nowtreeid=8d54c5
04e820735b
防疫小叮嚀

http://www.cdc.gov.tw/preventtiplIst.aspx?treeid=45DA8E73A81D495D&nowtreeid
=63377200539E3F94
3. Janeway’s Immunobiology, 8th ed, 2011. Kenneth Murphy. Garland Science, USA
4. Cellular and Molecular Immunology, 8th ed 2014. Abul K. Abbas, Andrew H. Lichtman,
& Shiv Pillai. Elsevier.
Solve the problems （請由下列 12 項擇一/The Village of Gold 與微免無關）
Level 1
Breathless in the Midwest
The Village of Gold
The Queens Killer
Case of the Conference Blues
Sugar Plantation Blues
Hiding in Plain Sight
Deadlier than War
Connect the Sp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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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id Low in the Desert
Birthday Party Gone Bad
Up Sick Creek
Midterm Revenge

微免教案 # 3

黃妙慈醫師 2015.02 新編/ 2016.01 修訂

課程名稱: 疫苗與傳染性疾病的預防-II
課程目的：
藉由討論流行性感冒疫苗的使用，瞭解施打疫苗預防傳染性疾病的功效與其免疫機轉。
學習目標：
1. 瞭解疫苗的種類及現行疫苗施打的概況。
2. 瞭解施打疫苗以產生免疫力的免疫學機制。
3. 瞭解免疫學如何成功的被運用於各類疾病的預防與治療。
臨床個案：
68 歲女性因 fever, shortness of breath (SOB) and productive cough of thick purulent
sputum 來診。回顧其詳細病史,過去並無其他慢性病史。約 10 天前曾因發燒伴隨頭痛及肌肉
關節酸痛在 LMD 診斷為流感並接受治療。發燒等狀況約 3 天後改善, 但逐漸開始出現咳嗽。過
去一星期曾回診,但咳嗽沒有改善。約 2-3 天前又出現發燒, 咳嗽及黃濃痰加劇, 伴隨肋下疼
痛食慾減低。 病人意識清楚但呈虛弱狀。體溫(耳溫) 38.5 度。聽診右肺有囉音 (rales)。
緊急檢查數據 WBC 22190/Ul, Band 2%, Seg 82%, Mono 8%, lym 10%; Hb 11.3g/dL。CxR 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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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問題：
1. 病人的診斷及處置為何? 有何方式可避免?
2. 試就流感 (Influenza) 的發生原因，傳播方式及現今各種防治措施的經濟效益加以討論。
3. 流感和普通感冒 (common cold) 有何不同?
4. 施打疫苗以產生抵抗力的免疫機制為何?
5. 活菌減毒疫苗 (live attenuated vaccines) 以及死菌疫苗 (inactivated or killed
vaccines)各有何優劣?
6. 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為何 ? 有什麼重要性 ?
參考資料：
1. WHO: Vaccine e-learning
http://vaccine-safety-training.org/home.html
2. CDC Taiwan:
傳染病介紹
http://www.cdc.gov.tw/submenu.aspx?treeid=8d54c504e820735b&nowtreeid=8d54c504e
820735b
防疫小叮嚀
http://www.cdc.gov.tw/preventtiplIst.aspx?treeid=45DA8E73A81D495D&nowtreeid=63
377200539E3F94
預防接種
http://www.cdc.gov.tw/VaccinationTheme.aspx?treeid=D78DE698C2E70A89&nowtreeid=
AAE079470C4424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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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vaccines
http://www.historyofvaccines.org/content/articles/different-types-vaccines
http://www.historyofvaccines.org/content/articles/future-immunization
4. 李秉穎醫師: GQ 的兒科小棧
http://www.tmn.idv.tw/pinging/index.htm
5. Janeway’s Immunobiology, 8th ed. 2011. Kenneth Murphy. Garland Science, USA
6. Cellular and Molecular Immunology, 8th ed. 2014. Abul K. Abbas, Andrew H. Lichtman,
& Shiv Pillai. Elsevier.

微免教案 # 4

黃妙慈醫師 2016.01 新編

課程名稱: 先天性免疫缺乏
課程目的：
藉由先天性免疫缺乏之臨床案例，瞭解臨床病史與相關數據之判讀，並思考免疫系統之細胞與
分子運作機制。
學習目標：
1. 瞭解人體對抗細菌與病毒感染的免疫學機制
2. 了解各類免疫缺乏所造成之臨床表徵
3. 瞭解先天性免疫不全的診斷與治療方向
臨床個案：
6歲男童因 fever, shortness of breath (SOB) and fatigue 由急診收住院。在外院因診斷
此男童為肺炎及中耳炎 ,已給予三天 Amoxicillin/clavulanic acid and clarithromycine。
回顧其詳細病史,過去曾5次因肺炎住院治療。過去2年多,也因反覆難癒的中耳炎在耳鼻喉科診
所就診,期間幾乎每個月都會因上呼吸道感染在LMD就診。
病人意識清楚但呈虛弱狀。身高 117 cm (50th-75th %) ,體重 15 kg (< 3rd %),體溫(耳溫) 38.7
度。 聽診兩側肺部皆有囉音 (rales) , 雙耳有滲出液 , 周邊淋巴結及扁桃腺 (tonsil)皆發
育不全。實驗室數據 WBC 5850/uL, Band 3 % ,Seg 77 % ,Mono 8 % ,lymphocytes 12 %; Hb
10.8 g/dL; platelets,357K/uL; ESR, 68 mm/hr; CRP, 11.5 mg/dL。其他生化檢驗正常。
CxR and CT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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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反覆呼吸道感染及身體檢查發現 ,醫師安排了免疫學相關檢查。 其結果顯示 serum IgG 、
IgA 及 IgM 分別為 105 (normal range: 504-1364) 、 20 (27-195) 及 < 18.6 (24-210) mg/dl。
周邊血淋巴球分類結果為：T cell 90 %，B cell 0.2 %，NK cell 7 %，CD4+ cell 58 %，CD8+
cell 39 %，memory cell 20 %，naive cell 38 %。CMV，hepatitis B 及 pneumococcus 抗體
皆為 negative。
討論問題：
1. 此病人的診斷及後續處置應如何?
2. 造成此疾病的原因為何?
3. 此病人還有哪些問診資訊對診斷與處置很重要，但是教案並未提及的?
4. 此病人有可能在更小的年齡確診嗎? 可能的原因與方式為何?
5. 對此男童家族或其父母若懷下一胎有何建議?
參考資料：
1. Immunology: Clinical Case Studies and Disease Pathophysiology. 2009. Warren Strober
& Susan R. Gottesman. Wiley-Blackwell.
2. Janeway’s Immunobiology, 8th ed. 2011. Kenneth Murphy. Garland Science, USA
3. Cellular and Molecular Immunology, 8th ed. 2014. Abul K. Abbas, Andrew H. Lichtman,
& Shiv Pillai. Elsevier.
4.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Immunodeficiency 免疫不全
http://gene.hpa.gov.tw/index.php?mo=DiseasePaper&action=paper1_show&cate=Set1&
csn=67&sn=461
5.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兒童生長曲線
http://www.hpa.gov.tw/BHPNet/Web/HealthTopic/TopicBulletin.aspx?No=20140305000
1&parentid=20071225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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