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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撥穗典禮流程】 

14:20 師長及畢業生於大廳集合完畢 

14:30-15:00 畢業師生團體攝影 

15:00-15:10 師長及畢業生入場(校園巡禮) 

15:10   典禮開始 

15:10-15:20 院長致辭 

15:20-15:35 貴賓致辭 

15:35-15:50 頒發傑出校友獎、傑出校友致辭 

15:50-16:00 頒發傑出畢業生獎 

16:00-16:05 大學部畢業生致謝辭 

16:05-16:10 研究所畢業生致謝辭 

16:10-16:15 畢業生宣讀「公共衛生精神誓辭」 

16:15-17:20 撥穗正冠儀式 

17:20-17:30 唱校歌、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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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致辭】 

公共衛生的信念，帶領我們到最需要的地方 

公共衛生學院 陳為堅 院長 

各位貴賓、各位家長、各位師長以及所有畢業同學，大家好！ 

今年我們推出公衛系第一支招生影片。在片尾，我說： 

「如果你認為自己喜歡關懷人，也很勇敢追求自己的真我，也
喜歡跟人家團隊合作，也相信眾生平等，那你就是我們臺大公衛系
想要找的人！」 

各位畢業生，我相信你們都知道我在片中講的關懷 
(compassion)、求真 (integrity)、團隊  (teamwork) 、與平等 
(teamwork)，就是在講臺大公共衛生的核心價值。 

今天，各位即將畢業。我要說，期望各位繼續保持這些核心價
值。公共衛生可以是一種工作，但同時也是一種信念，一種可以終
生致力的志業。 

經過這些年的努力，你們將分別獲頒學士、碩士、博士學位。
今天的撥穗儀式，是畢業的前奏。但是畢業的英文，
commencement，另一個涵義是開始。所以，這也代表另一段程
的開啟。 

當我們教育出來的學生，即將踏上新的旅程，我們很榮幸邀請
到之前的畢業生，也是今年的傑出校友陳志成院長，以及同樣具有
臨床醫師與公共衛生訓練的貴賓，侯勝茂院長，來跟大家分享他們
的經驗。 

陳志成院長的背景，代表了公衛學院學生的多元背景。他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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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醫學系畢業後，選擇先到當時的公衛所進修碩士。在完成小兒科
專科醫師訓練、到非洲服務後，他又到職衛所完成博士學位。 

他的臨床專業，加上公共衛生的訓練，當他感受到了宗教信仰
上的呼喚，他與家人一同去到醫療資源貧乏的非洲馬拉威。 

他為馬拉威做的，不只是醫療照護。他帶了一個團隊，還結合
台灣的 IT 技術，幫馬拉威建立一套身份辨識系統，解決醫療院所没
有固定病歷的困擾。這樣的投入，正是公衛信念的體現。 

回國後，約是二年前，他又因為恆春基督教醫院亟需醫療人員，
而到恆基擔任院長。他對公衛信念的身體力行，可說是我們最好的
典範。 

同樣難得的是，今年的貴賓，侯勝茂院長。他曾擔任了三年多
的衛生署署長。在他任內，他將健保與國際衛生外交視為最重要的
兩大任務。我記得他一上任，就遇到 WHA 通過國際衛生條例(IHR)
修正案，以及 WHO 當時幹事長與中國簽下秘密 MOU，成為今日
臺灣想成為 WHA 觀察員的機會與障礙。而他本人也受惠於當年研
讀 Johns Hopkins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的公共衛生碩士學位。
現在，他擔任新光醫院院長，一樣努力發展新光醫院的全球衛生事
務。比如，新光醫院對於帛琉的國民健康照護，就是一個有名例子。 

各位畢業生，陳志成院長與侯勝茂院長兩人，當年分別自臺大
與 Johns Hopkins 獲得的公共衛生學位，今年很快就要有另一項共
通之處。 

因為，在今年 6 月即召開的美國公共衛生教育委員會 (CEPH) 
的理事會中，預期將通過對臺大公衛學院的評鑑。屆時，臺大公衛
學院也將成為亞洲第一個 ASPPH 的正式會員。在全世界想要申請
到北美洲就讀公共衛生的各種學位時，只要進入 SOPHAS，就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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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Bloomber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與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ollege of Public Health。
同一套申請書，也可以考慮來臺大唸書。而其他 ASPPH 學校的畢
業證書有的效力，臺大的畢業證書也一樣有。 

很可能在你們踏出校門之前，有機會見證這個里程碑。 

那時候，大家更可以有信心地說，我們是「立足臺灣，胸懷世
界」。只要各位保持公共衛生的核心價值，抱持公共衛生的信念，
就像侯勝茂院長與陳志成院長，勇敢迎上前去，未來的社會就是你
們的天下！ 

期望你們都能達成心中的目標。 

祝大家 健康快樂 鵬程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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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賓簡介】 

侯勝茂 教授  

 現職：  
o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院長 
o 國立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o 輔仁大學特聘教授 
o 台大醫學工程研究所兼任教授 
o 台北醫學大學兼任教授 
o 中華民國醫用雷射光電學會常務理事 
o 國際外科學會中華民國總會監事  
o 中華民國骨質疏鬆醫學會理事 
o 台灣醫學會理事  
o 中華民國運動醫學學會理事 
o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在台校友會理事 
o 台灣醫院協會理事 
o 台灣實證醫學學會理事 
o 行政院生技產業策略諮議委員 
o 國科會新竹生物醫學園區「生醫科技與產品研發中心」諮詢委

員會 
o 國科會「醫療器材跨部會發展方案」諮詢委員 
o 國際骨折內固定研究學會(AO)董事 
o 社團法人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常務理事 
o 血液基金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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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歷： 
o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醫學士(1968~1975)  
o 國立台灣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1985~1988)  
o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衛碩士(1998) 
 

 經歷： 
o 台大醫院住院醫師, 民國66年至69年 
o 中沙醫療團吉達醫院骨科主治醫師, 民國69年至71年 
o 台大醫院主治醫師, 民國71年至73年 
o 美國杜克大學研究員, 民國73年至74年 
o 台大醫院骨科講師, 民國74年至78年 
o 台大醫學院骨科副教授, 民國78年至82年 
o 台大醫學院骨科教授, 民國82年至99年 
o 省立台北醫院院長, 民國82年至84年 
o 中華民國手外科醫學會理事長, 民國83年至85年 
o 台大醫院副院長, 民國84年至89年 
o 台大醫學院教務分處主任, 民國84年至90年 
o 中華民國骨科研究學會理事長, 民國87年至89年 
o 台大醫學院醫學系主任, 民國84年至93年 
o 台大醫院骨科主任, 民國89年至93年 
o 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理事長, 民國91年至93年 
o 中華民國關節重建醫學會理事長, 民國93年至95年 
o 行政院衛生署副署長, 民國93年至94年 
o 行政院衛生署署長, 民國94年至97年 
o 台灣實證醫學學會理事長, 民國98年至100年 
o 台灣再生醫學會理事長, 民國99年至101年 
o 台灣骨折內固定研究學會(AO)會長, 民國100年至1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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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賓致辭】 

不能偷看的人生劇本，努力就對了！ 

侯勝茂 教授 

校長、院長、各位師長、各位家長、及即將畢業的公衛學院同
學們，大家好！ 

首先，讓我們一起用最熱烈的掌聲--祝福全體畢業生，即將開
啟人生新頁、展翅翱翔！ 

我的人生道路，一路走來其實跟大多數的人一樣，只是我的本
性很認真、踏實，凡事都要全力以赴，求學如此，行醫亦是如此，
這是我一貫的堅持。民國 57 年我從嘉義中學第一名畢業後，就以
全國第七名的成績考上台大醫學系，而當年度嘉義中學共有 9 位成
為台大的同班同學，可見當時嘉義鄉下學校讀書風氣之盛。記得開
學第一天，班上 20 多位女生都穿著北一女的綠制服，當時剛從南
部和尚學校(男校)畢業的我，感到非常驚訝！內人劉秀雯醫師是其
中的一位，我的學號是 007，她的是 012。由於學號很近，我們經
常一起唸書，升上大二後便開始交往，大學時期我非常用功唸書，
由於我住宿舍離學校較近，而女朋友住在板橋，上課比較會遲到，
所以每次上課都要幫她佔位子，還要幫她上課抄筆記，一開始我使
用複寫紙，並將筆記正本給她，後來發現複寫的部分經常不夠清楚，
所以我就會再重新寫一份，因此每一次課程我都會比其他同學多讀
一次，結果七年中拿了很多次書卷獎，這要歸功並感謝這位好同學，
也是我人生的好伴侶。 

第一年當外科住院醫師時，每天下班後都很晚了，我經常累得
連站在公車上也會睡著，睡過站再坐回來是常有的事。連回到家洗
澡，一不小心又睡著，睡到水都涼了才醒過來，非常非常的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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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卻累得非常開心，因為學到許多新的事物。我相當喜歡開刀，
值班時甚至去急診處等病人，想多磨練自己，記得當實習醫師時，
有一次是林凱信同學值外科急診班，但我剛好在院內，而林醫師有
事處理才剛離開一會兒，開刀房便來電請求支援，於是我在桌上留
了字條，便先進入刀房幫忙，那一夜病人狀況很緊急，大家一起急
救，分工合作讓我學了很多，開始立志要往重症的科別服務。還記
得在內科急救加護病房值班時，遇到一位心臟瓣膜的病人發生心源
性哮喘(Paroxysmal nocturnal dyspnea)，內科 R2 值班醫師與我使用
各種方法，就是無法讓病人安頓下來，到了晚上 12 點，當時外科
洪啟仁教授來看病人，聽一聽心音，摸一摸脈搏，然後握著病人的
手說：「慢慢呼吸不要急！明天我幫您開刀，就會變成好心了，所
以請您放心！」聽完這番話，病人竟然也緩和下來不喘了，並安心
入睡，讓我深感洪教授的大將之風，心中便想：「我要以洪啟仁教
授做為榜樣，我要當一位外科醫師，我要成為一位有大將之風的醫
師！」此外我也會利用中午短暫的休息時間到病房查看每一位病人
的心電圖，並自己寫下診斷後再核對檢查報告來培訓自己的能力，
因為當我感受到今天比昨天進步那就是件最值得高興的事，或許是
因為我的個性很主動去學習，所以在醫師的養成過程中，我遇到許
多師長願意給我更多機會去學習，也拿到七年級實習成績第一名
(Best Intern)。 

參加中沙醫療團也是難得的經驗。當時一開始包括我在內總共
有四個同學被派去沙烏地阿拉伯服務兩年，過程就像當兵一樣。我
們是國內第一批去沙烏地阿拉伯吉達的醫療人員，等於是開疆闢土。
從病房整理、手術室啟用到醫院開幕，所有事情都得ㄧ手包辦，沒
有人教導，全新的體驗，遇到不懂的東西只好看書自修自學，大家
ㄧ起討論或者寫信回台灣請教。學習歷程縱然艱辛，卻也進而培養
自己獨立自主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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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內人是同班同學，而我畢業後必須馬上去當兵，所以我們
慎重討論後，決定畢業前先結婚，因此當兵時仍處於新婚階段。在
軍隊裡一有機會，就很想回家看太太。當兵時有兩種方式可以離營，
一種是放榮譽假，所以我當兵非常認真，連掃廁所都一馬當先，退
伍時已拿過三張獎狀；另一種是請國家考試假，所以我凡試必報考，
老實說考試對從小就用功讀書的我而言不算難事，我的運氣也不錯，
每項考試都考上，像是醫事檢驗師、普考、高考等資格我都有，所
以我有擔任公務人員公共衛生醫師的資格，但一直沒有用到這個項
目。直到民國 82 年我升為台大醫學院教授，當時李登輝總統頒布
了公務人員任用條例，若要擔任公職都需要通過高考取得任用資格，
當時省立醫院的院長也需要有高階公務人員的資格，所以那年我 42
歲就被台大醫院戴東原院長派去擔任省立台北醫院 (現衛生福利部
台北醫院) 院長，而比我早一年升教授的柯滄銘同學，則被派去擔
任規模更大的省立桃園醫院 (現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院長。當兵
時的無心之舉，沒想到在 18年後成為我跨足管理領域的重要契機。
這也給了我一個啟示，我們一定要盡其可能充實自己並善待別人，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機會是給已準備好的人的。 

剛就任院長時沒經驗，赫然瞭解骨科專長和醫院管理是不一樣
的的專業，我覺得自己管理方面的學問仍不足，需要加強，於是當
時宋楚瑜省長選派了 40 位醫院、衛生處主管前往美國著名的約翰
霍普金斯大學公衛學院學習醫院管理時，我也是其中的一位，讓我
對於醫院管理有更深入的了解，也拿到公衛碩士的學位，畢業時還
獲得成績優異的榮譽獎章。 

我在省北擔任兩年院長後，民國 84 年醫學院院長謝博生教授
把我召回台大醫院擔任副院長，兼台大醫學院的教務主任及台大醫
學系主任，那年我 44 歲，我所服務的同事大部分都比我年長。儘
管如此，基於對教育工作的熱愛，我們還是勇敢的進行醫學教育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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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像是利用教學評量提昇教學品質，全面實施小組教學，施行
Problem based learning等，花費 6 年終於完成初步成果。而後又擔
任骨科主任 4 年 4 個月又 16 天，這段歲月就像打轉的陀螺，終日
在行政、教學、研究、為病患服務中繞著。 

民國 93 年 10 月，我的好友陳建仁教授從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
院借調擔任衛生署長公職期滿，必須回到學校教書，他也是約翰霍
普金斯公衛學院的學長，就把我推薦到衛生署服務，我任副署長 2
個月後，在 94 年 2 月正式接任中華民國第 10 任衛生署長，直到 97
年 5 月政黨輪替才又回到學校服務。3 年半的時間使我成為開放總
統民選以來任期最長的衛生署長。我的身分從教授到政務官的過程，
最困難的是心態的改變，不但要推動政策，還要有隨時被民代謾罵、
攻擊及下台準備。但好處是能把過去從專業角度為國家社會所做的
思考，具體化為行動，讓自己有機會實現對這塊土地、對台灣的貢
獻。所以只要想到臺灣的人民及土地可能因為我們的努力而有更好
的未來，就會感覺辛苦都是值得的。我常說在政務官的生涯中，每
一項政策的規劃，都要當作自己會永遠留在這個位子，眼光才能放
得遠；而每一項政策的實踐，都要當作自己明天就會離開，才能如
期執行完成(Plan as you will stay forever, Act as you will leave 
tomorrow)。因為有較長時間擔任署長，所以找了一群精英替國家訂
定 2020 衛生政策白皮書，我們希望臺灣的人民能夠活得長久，活
得健康，活得舒服。在民國 97 年 5 月 20 日政黨輪替後，同日我飛
到美國華盛頓 DC，一方面接受母校的傑出校友獎；另一方面在美國
國會演講，並回答許多美國眾議員、報章媒體人士的問題，分享
Single payer and universal coverage of health care in Taiwan 的經驗。 

我常常與人分享溝通的重要，例如要使用連您的祖母都可以聽
得懂的語言來與民眾溝通，所以在我擔任主管時很多重要政策會利
用各種管道，不斷地重申與提醒，大家都封我為講七遍署長/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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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呢?第一，因為人都是健忘的，沒有多講幾次很容易會忘記。
第二，各單位常有人事異動，今天您對甲說了，不表示下一個接任
的乙就能照單全收。所以我也常和同仁說，每天回家記得要跟太太
說七遍〝我愛你〞，當您說到第七遍太太我愛妳時，連您自己也更
相信了。那會不會太囉嗦呢？不會的，因為古有名訓”三令五申”總
共八遍，我只講七遍，比八遍還少，所以這要求一點也不過分。 

民國 98 年由於新光醫院院長洪啟仁教授的推薦，和新光集團
吳東進董事長的賞識，我在經過半年的考慮及準備之後，於 99 年 2
月正式接下恩師洪啟仁院長的棒子，擔任新光醫院第二任院長，再
次回到我所喜愛且擅長的醫療服務領域。新光醫院大約有一千床，
雖然不是非常大，但我期許新光成為精緻的醫學中心——有活力、
有效率，且落實三項核心價值包括醫療品質、社會公益及幸福企業。
而且經過多年的研究，以及對骨科手術的貢獻，我被美國骨科學院
遴選為院士，2014 年又獲選為全球骨折內固定協會(AO)任命董事(臺
灣唯一)，加深我對骨科研究的責任。 

我經常告訴自己，要帶著一顆感恩的心、歡喜地工作。天下沒
有一個行業比得上醫療工作，只要把所學、所受的訓練用出來，就
已經算是在做善事了。醫生只要盡自己本分工作，就形同行善，能
擁有這樣的工作，真的是一種福報，怎麼會不快樂呢。當大家在討
論將住院醫師工時納入勞基法，強調 88 工時，雖然立意很好，目
的是希望讓住院醫師快樂學習、避免過勞。然而醫療是一種責任，
病人病情的改變往往是無預警的，而病人就是我們最好的老師，受
訓唯有時時在「老師」身邊學習才能有更多的進步。一個成功者會
期許自己能夠做到「貢獻大於別人預期」，猶如美國作家曼帝諾（O. 
Mandino）所說：「無論你的工作是什麼，成功唯一的方法是在別人
期望之外，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務。」在別人的期望之外，多做一
些貢獻，沒有任何人可以阻止你。醫療是書本上學習到的知識，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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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師長的教誨，以及自己實際摸索經驗的累積，記得當年錄取我成
為外科住院醫師的許書劍主任教授，告訴我「要會開刀，就要先愛
開刀」，每一位師長都喜歡主動學習不計較工作的學生或學弟妹。
〝主動學習〞才是脫穎而出的力量！與學弟妹共勉之。 

也再次祝福各位畢業生，振翼翱翔、鵬程萬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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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校友簡介】 

陳志成 院長 

 現職：  
o 恆春基督教醫院院長 

 
 學歷：  

o 臺灣大學醫學院醫學士(1984~1991) 
o 臺灣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碩士(1991~1993) 
o 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博士

(2006~2010) 
 

 經歷： 
o 臺大醫院小兒部住院醫師(1995~1999) 
o 屏東基督教醫院小兒胃腸科主治醫師、原住民長期照護室主任

(1999~2002) 
o 首屆衛生署駐非洲代表&馬拉威醫療團顧問(2002~2006) 
o 屏東基督教醫院國際醫療合作中心主任&小兒胃腸科醫師

(2006~2011) 
o 嘉義基督教醫院兒童胃腸科、臨床醫學研究中心、宣教中心主

任(2011~2016) 
 
 獲獎榮譽： 

o 榮獲 2005 年中央通訊社甄選為十大潛力青年(公益類)(2005) 
o 榮獲衛生署頒發三等衛生獎章，表揚醫療服務、人道援助、醫

療外交、國際衛生等方面的卓著績效(2006) 
o 榮獲瑞信兒童醫療基金會第七屆兒童醫療貢獻獎-中流砥柱獎

(2017) 
o 榮獲國際醫療衛生促進協會第二屆國際醫療典範獎-個人獎(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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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校友致辭】 

陳志成 院長 

能獲得母校公共衛生學院傑出校友獎是我個人極大的榮譽，我
相信這是出於上帝的恩典。 

我在讀醫六時，第一次出國就是跟世界展望會到非洲莫三比克
跟馬拉威訪問，當時難民營的景況在我心中埋下公共衛生的種子。
醫科畢業後選擇先讀母校醫學院公衛所碩士，跟金傳春老師學習傳
染流行病學。畢業後當完兵申請到台大小兒科接受住院醫師訓練，
跟張美惠教授學習消化與營養不良。 

2002 年，我接受衛生署徵召舉家到非洲擔任首屆台灣駐非洲衛
生專員，推動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並協助台灣派駐非洲的醫療
團，分別在馬拉威、聖多美普林西比和布吉納法索。我覺得我是很
幸運的人，能有機會把公共衛生的理想付諸實現。2006年我回台灣，
王榮德老師鼓勵我讀博士班。我在公衛學院，跟老師們學習如何做
學問和寫論文，把過去幾年的非洲經驗整理成我的博士論文。發表
幾篇論文報告我們在馬拉威訓練傳統接生婆，有效降低母親和嬰幼
兒死亡率的結果，為發展中國家的婦幼衛生指出可能的方向，我認
為這是我人生最有價值的論文。 

所謂【上醫醫國】，我覺得公共
衛生是以我們醫療與衛生專業來促
進群體的利益。因著信仰上帝，我
特別看重弱勢族群的需要，一直都
是到最有需要的地方去。現在在台
灣尾守護恆春半島的居民，期待建
構一個【老有所終、幼有所養】的居住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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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畢業生獎得獎名單】 

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博士班：江宛霖 
碩士班：吳佾燐、詹書媛 

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 

碩士班：盧恩萱、彭高治 

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 
博士班：謝明儒 
碩士班：楊士佳、施昀汝、蘇育萱、施培艾 

環境衛生研究所 

博士班：商育滿 
碩士班：王嘉璇 

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 

林安民、劉佳美 

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 

碩士班：黃品慈 

公共衛生學系 

 梁凱亭、陳佳蓓、曾靖軒、楊芷其、蘇紫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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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畢業生致謝辭】 

畢業生代表 公共衛生學系 楊芷其 

院長，主任，各位老師，家長，嘉賓，以及畢業生們，大家好。 

首先，謝謝各位來參加這次的撥穗典禮，也許在你們眼裡，我
們都還是小屁孩，很吵很幼稚，然而此刻，我們都已經站在大學的
出口，披上紅色領巾，褪去一層青澀的外皮，以微微成熟的姿態準
備邁向下個人生階段，大概就像外頭唧唧鳴叫的蟬吧，在土裡蟄伏
許久後脫殼上樹高唱著生命之歌。欸，22 歲的我們也在唱著歌啊，
你們聽見了嗎？不是驪歌、不是流行歌，更不是歌詞旋律記的零零
散散的臺大校歌，而是一首關於長大的歌，宣誓著我們這四年在臺
大公衛系所累積起來的成長有多巨大，巨大到我們將有足夠的能力，
用一顆溫柔敦厚的心來面對社會百態，並逐漸成為能在大環境裡自
在自適的大人。 

想了解我們成長的起點，就要回溯到那秋高氣爽的星期三下午，
一堂公衛導論開啟了神秘的大門，我們的生活從此充斥著p-value、
顯著、敏感度…等等名詞，excel、R、和安裝過程十分麻煩的 SAS
是生存的必要良伴，我們試著讓統計數字說話，讓預防勝於治療的
種子散播到各個角落，透過講到喉嚨沙啞的杜鵑花節、熱到昏頭的
服務隊以及小而溫馨的公衛營，我們應用了所學，也更相信自己的
專業。當然我們也沒忘了盡情揮灑滿腔的青春熱血，一起辦了個有
古早味的公衛之夜「玫瑰似霧影」，也一起以大四老人的身分在系
卡唱著經典歌曲「明天會更好」，還意外的得了第二名。這些回憶
滿滿的時光帶給我們的是與人相處、溝通、合作的機會，同時也叮
嚀著我們，「做事柔軟，做人堅定」，才是待人接物的最佳之道。而
在大三暑假，我們都體驗過暫時進入社會當小大人的滋味，不論是
在公家機關或私人單位甚至是遙遠的馬拉威，實習讓我們一夜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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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明白身為公衛人的使命感，也認知到能有這些成長，要感謝的
人真的太多太多，謝謝老師們的悉心指教、系辦職員們的耐心協助，
以及家人們的無限包容，謝謝這一路上陪我們走過來的每個人，謝
謝你們。 

說起我們 B02 這一班，真的很不一樣，除了人特別少之外，我
們都還是教育政策更迭下的白老鼠，從小學 9 年一貫的試辦屆到高
中 99 課綱的第一屆，整個求學過程中許多事情都沒有先例可循，
我們一直在被實驗，一直被環境逼著去嘗試、挑戰、突破。是這樣
的背景讓我們既有一點獨特又有一點反骨，所以，親愛的師長、家
人，你們或許會覺得我們很難理解，但請相信我們這個世代，讓我
們作夢，即使現在的我們可能沒有明確的想法，可能還會嚷著說要
開早餐店、要去流浪，以後也可能會從事一個在你們眼裡不是那麼
理想的工作，但無論如何，請你們健康的好好地看著我們去闖，有
你們的目光，加上這四年從大學獲得的成長，在通往未來的路上，
我們會對自己負責，也會把握住每個機會，全力以赴。 

最後給我最喜歡的 B02，四年前我們從馬來西亞、泰國、高雄、
臺中、苗栗、桃園等地來到臺北一塊念書，能夠在這裡相聚是多麼
不容易，謝謝你們出現在我的生命裡，成為我在這裡生活最溫暖的
依靠。也許我們不一定都有個理想的目標要去追尋，但希望在很久
以後我們都還能保有對世界的好奇心，以及為人類付出、奉獻的熱
情，一直如此相信，一直如此追求。 

我是臺大公衛系 B02 畢業生楊芷其，再次感謝在場各位的蒞臨，
也祝福全體畢業生畢業快樂！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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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畢業生致謝辭】 

畢業生代表 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  彭高治 

院長、各位師長、各位來賓及各位畢業生大家午安大家好。我
是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的碩班畢業生彭高治，很榮幸能夠代
表畢業生上台為全體畢業生致詞。 

當年我們剛脫離了大學生的青澀，開心的慶祝結束與期待的另
一個開始，帶著對未來的美好憧憬以及遠大的抱負進入了研究所，
在這短暫的歡愉與輕鬆的氛圍中，我們還不知道這只是踏入另一火
坑開始。在這研究所的幾年時光，或許我們有一半以上的時間在公
衛大樓的裡燃燒著自己，常常看著分析儀器祈禱著；希望這次儀器
能順利跑完分析，看著飼養箱的動物；期望著你們能順利長大然後
不愧對你們的犧牲，看著電腦螢幕上的程式碼和結果；然後一頭霧
水的到處找人求救，而每次的擔憂與困惑在與同學們的互相幫忙與
合作，讓我們逐漸熟識並培養出了革命的情誼，懂得在各路壓力夾
殺下自娛和娛人。除了修完畢業所需學分外，研究生生活中當然不
能少的是在一次次的讓人驚心膽戰的 meeting 和讓人嚇破膽的
seminar；次次的交鋒中，我們學著如何與台下的聽眾進行攻防，
除了教授們猛烈砲火，有時台下看似無害的同學們冷不防刺出的利
刃，往往更是讓人難以招架。在這段過程中；我們艱辛的寫出前言
背景，而後在實驗過程裡；經歷精神上的煎熬與體力上的摧殘，到
最後分析結果討論再次搾乾我們僅剩的腦汁和能量，最後艱難的產
出一篇論文，而過程中每次的進展都讓人感到欣喜和成就，每本論
文背後都藏著各種辛酸血淚，讓我們懂著如何規劃時間、記得備份
資料、及如何設計實驗和何謂做研究。 

經過這幾年火坑內的淬鍊，我們終於能夠一窺【研究】是什麼，
讓我們學會如何合理的批判與懷疑，如何問問題，如何正確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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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這些歸功於每位指導過我們的教授和在求學過程中與我們教
學相長同學戰友們。如今我們終於要畢業離開，感謝各位師長的指
導及同學們的陪伴和奮鬥，而這個世界很大，大到我們所學也只是
其中微小的一部份，因此這個里程碑也只是我們邁向各自下一步的
起點與墊腳石，希望此時大家還記得當初入學時的遠景和抱負。現
今台灣正處於一個混亂時期，充斥著許多讓人匪夷所思的人事物，
其中有許多和人有關議題更是與我們公共衛生息息相關，如食品安
全、環境衛生議題、職場安全與保護、健康政策與流行病學研究等，
期望我們都能在各自的領域中發光發熱，而後脫離學校的保護傘準
備一展長才之際，想必一定會遇到更大的困境與無奈，希望各位畢
業生能帶著謙遜的態度面對挑戰，且不忘當初的理想、抱負和操守，
縱使我們不拯救世界，但也不會愧對自己與社會。最後恭喜大家順
利畢業，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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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衛生精神誓辭】 

在我踏入公共衛生領域的此刻，謹在此鄭重宣誓： 

將尊重與關懷每一個生命，無關乎貧富貴賤，務必使其免於疾病侵
擾，將善用所學，使人與環境共存共榮，將盡心竭力，為人類健康
謀求未來。健康促進乃是我的首要責任，必將全心全意，力求醫病
於未發之時，必將秉持良知，集眾人之力捍衛民眾的健康，無論受
到多少病源之威脅，不僅溯流而上找出原因，並且矢志將其完善控
管。 

不管身在社會任何角落，我將恪守倫理，依循法紀，認真負責執行
每一項事務，師長的教誨常存心中，絕不因循苟且，散漫怠惰，不
管遭受何種外力脅迫，都不會違背良心，損及社會公平以及正義。 

我將以身為公共衛生界的一份子為榮，並謹記此刻榮光，以我的人
格、尊嚴與自由意願在此立誓。 

 

立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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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畢業生名單】 

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姓  名 指導老師 研究專長 

郭俊東 江東亮 人口學、社會流行病學  

陳麗如 楊銘欽 醫療體系 

聶西平 李  蘭 健康行為、健康傳播 

黃俊哲 楊銘欽 健康服務研究 

王鶴偉 陳端容 
陳雅美 

肥胖、社群網路 

廖芷嫻 楊銘欽 健康科技評估、成本效果分析 

許甯傑 楊銘欽 
張睿詒 

醫院整合醫學  

陳介然 鄭雅文 職業傷病判決分析 

江宛霖 江東亮 兒童貧窮 

陳美芳 林能白 行銷管理、消費者行為、廣告管理、零售
管理、決策科學 

 
  

http://www.cph.ntu.edu.tw/ih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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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畢業生名單】 

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 

姓  名 指導老師 研究專長 

何紀璋 吳章甫 台北都會區大氣細懸浮微粒成份與來源之
空間變異性模式分析 

黃敬淳 郭育良 The role of prenatal exposure to 
ambient air pollution on infantile 
health. 

吳涵涵 吳焜裕 順丁烯二酸於大鼠中之藥物動力學，氧氮化
壓力和代謝體學研究 

楊曜旭 陳保中 B型、C 型肝炎患者藥物使用與病程發展之
關連性 

秦唯珊 郭育良 職業傷害勞工受傷後第六年的心理健康與
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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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畢業生名單】 

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 
 流病組 

姓  名 指導老師 研究專長 

王雅蕙 于明暉 利用轉錄基因體分析探討 B 型肝炎病毒控
制與宿主免疫反應-長期病毒量追蹤研究 

宋豐伃 于明暉 利用 B 型肝炎病毒基因體序列變異資料探
勘來預測肝細胞發展。 

柯卉盈 金傳春 探討台灣第二型登革病毒兩波連續流行中
不同病毒族群替代、傳播維持及動態變異與
流行趨變的關係 

李佳螢 陳為堅 利用全基因體關聯掃描探討與多發性精神
分裂症及其相關之遺傳變異 

林瑞祥 李文宗 流行病學研究之因果機轉交互作用分析 

邱雪婷 程蘊菁 
潘文涵 

素食與代謝風險:糖尿病與非酒精性脂肪肝 

 生統組 

姓  名 指導老師 研究專長 

謝易庭 張淑惠 相依性重複事件與競爭終止事件的間隔時
間資料之聯合模型化 

楊雅閔 陳秀熙 以隨機微分方程模式應用傳染病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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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畢業生名單】 

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 
 預醫組 

姓  名 指導老師 研究專長 

林宇旋 簡國龍 社會經濟地位與發炎指標及心臟血管疾病
與全死因死亡風險-台灣代表性世代追蹤
研究資料分析 

鄭金英 賴美淑 影響台灣癌症登記資料庫的正確性相關因
素之初步研究 

陳人豪 季瑋珠 40 至 55 歲婦女罹患骨質疏少症之風險預
測 

謝明儒 簡國龍 
馬惠明 

派遣員辨識、救護技術員院前檢傷、與院
前中風通報對於急性中風病患照護的整體
評估。 

阮聖元 賴美淑 吸入性一氧化氮治療發生腎衰竭風險之研
究:臨床試驗統合分析及世代研究之證據 

全球組 

姓  名 指導老師 研究專長 

Elias 
Fomunyam 

Onyoh 

林先和 Pre-treatment loss to follow-up of 
tuberculosis patients in Cameroon 

Pongdech 
Sarakarn 

陳秀熙 Colorectal cancer incidence trends of 
Thai people under 45 years in Khon 
Kaen, Thailand(198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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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畢業生名單】 

環境衛生研究所 

姓  名 指導老師 研究專長 

商育滿 王根樹 LED 光源誘發的視網膜病變與傷害、資料
視覺化溝通 

李昇翰 林靖愉 代謝體學、脂質體學、環境毒理學 

丁培修 王根樹 空氣污染防制、環境衛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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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畢業生名單】 

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詹明瑾 劉榕安 黃文助 蕭汎如 張  婷 

林佩萱 徐若萱 詹書媛 陳映璇 羅悅之 

廖思詠 林奕穎 黃詣涵 鄭思妤 吳佾燐 

胡恩禕 王斐慈 陳盈志 盧文龍 胡晨穎 

徐嘉婕 李耿德 陳怡欣 陳至淳 王朝春 

簡怡祥 林雨亭 張巧柔 王純蕙 余典晏 

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 

張哲輔 林亮瑜 林維安 邢化萱 彭高治 

林姵雯 莊  晴 孫稚翔 盧恩萱 黃冠涵 

陳泱如 陳麒年 趙貞婷 顏筠庭 林冠芬 

余  寧 蔡慈庭    

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 

 流病組 

黃怡禎 郭雨庭 施昀汝 陳岱廷 何佩臻 

楊士佳 錢智恆 陳怡婷 任雅文 許家愷 

陳亭方 呂欣璉 林琬庭 蘇家瑩 胡倢君 

鮑婉云 周佑霖    

http://www.cph.ntu.edu.tw/ihpm/


 
27 

 

【碩士班畢業生名單】 

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 
 生統組 

張耀堃 姜冠名 黃意婷 陳雅文 張維容 

林庭瑀 蘇育萱 施雅芝 楊季超 朱翹珮 

王  琳 羅凱威 宋成潔 王威淳  

 預醫組 

黃于恬 李思穎 陳豈㠆 劉耀臨 施培艾 

蔡宜芳 韓登宇 李佳容   

 碩士在職專班(生統組) 

陳淑儀 張瑞珊 王珮樺 陳立旻  

環境衛生研究所 

許軒誌 周宜蓁 洪婉華 王嘉璇 黃祉瑄 

趙冠萍 蕭穗文 席鼎恩 陳則穎 曾韋程 

方暐凱 何舜華 劉祐辰 張容綺 林育柔 

曾紫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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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畢業生名單】 

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 

吳彥葶 柯畊竹 李馥芳 徐玉娟 翁乃瑩 

曾文宏 許瑋庭 湯嘉玲 蘇千玲 廖先啟 

陳穎怡 王文燕 劉佳美 劉晏孜 林虹汝 

蔡宜珊 陳瑋萍 柯昀君 郭純甫 林安民 

田貴蓮 張曜吉 詹東峻   

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 

黃詩茹 李旻融 黃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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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畢業生名單】 

公共衛生學系 

薛盛文 王俊逸 劉  宇 廖子萱 林柔香 

陳冠妤 呂慧珊 陳麒鈞 林純卉 柯王嘉 

梁凱亭 蘇紫嫣 李建霖 黃子銘 邵詩甯 

楊芷其 曾昱霖 陳佳蓓 蔡政哲 詹皓翔 

江冠賢 張嘉真 楊晴雯 曾靖軒 李昱陞 

彭于珊 魏君如 周詩慧 賴致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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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歌 】 

 
沈剛伯 作詞 / 趙元任 作曲 

 
       ． ．．                  ． ．． 
｜５３．４５１｜２１７６５｜５３．４５１｜３１７６５｜ 
  － ＝     －－   － ＝     －－ 
 臺大 的環境 鬱鬱蔥 蔥 臺大 的氣象 勃勃蓬 蓬 
 
      ．． ．．．．．    ． ． ． ．．．． 
｜５５．６１２｜３３２１２．７｜６１５１６３｜３１２１-｜ 
  － ＝   －－－－  － －－－－   －－－－ 
 遠望 那玉山 突出雲 表 正 象徵我們目標  的高崇 
 
   ．．   ＃       ．．．． ．    ． 
｜３６１１７｜６５６０．６｜３．３３３２｜１７６０．１｜ 
    －－ －－   －   － －－ －－   － 
 近看蜿蜒的 淡 水  他 不 捨晝夜地 流 動  正 
 
  ． ． ．  ． ．． ．  ．    ． 
｜６１５１５１｜６１．２３｜２-０１｜７６５１．７｜ 
 －－  －－    －       －－   － 
 顯示我們百折 不撓 的作 風  這 百折不撓 的 
 
  ．  ．  ．  ． ．． ．． ． 
｜６１- ６１｜５１- ５１｜３５．１２｜１-．０｜ 
     －－    －－    － 
作風 定使 我們 一切 事業 都成 功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承辦單位：國立臺灣大學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環境衛生研究所
協辦單位：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
          國立臺灣大學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
          
                      

２０１７年６月３日２０１７年６月３日

105學年度

國立臺灣大學
公共衛生學院

撥穗典禮手冊


	105撥穗典禮手冊封面.pdf
	105撥穗典禮手冊內頁3
	105撥穗典禮手冊封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