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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醫學院與我(下)

文、圖 /馬大勳

台北市馬大勳婦產科診所

在國防醫學院讀書的日子

五年級公元1963年3月至1964年2月(民國52
年3月至53年2月)，這一年雖有上下學期，但無
寒暑假，因已進入見習醫師(clerker)的階段，官
階已升為准尉，每月有200多元之薪俸。

見習醫院是設立在台北市小南門的801總醫
院，有院長及各行政系統，也有國防醫學院教育

訓練系統，院區雖不大(圖1)，但為了教學各種
設備都有，在醫學院工作的醫師也是老師，設備

有門診部、急診室、病房、藥局、X光科(放射
科)、檢驗室、病理室(包括解剖室)、大外科部、
大內科部、婦產科、眼科、耳鼻喉科、牙科、護

理部、手術室、麻醉科等，在當年也算台灣非常

先進的醫院。醫師教育訓練的階層有；見習醫

師、實習醫師、住院醫師、住院總醫師、主治醫

師、科主任、大內外科主任等六個層級，見習醫

師是將課堂上所得到的知識學習如何運用在臨床

上而成為一個醫師。

為了方便進出醫院，學校在801總醫院外教
職員宿舍區建立了一棟二層樓的見習學生宿舍，

也是四人一間，隊長、輔導長也來管理，也是照

顧同學的安全。從後門進出醫院非常方便，而且

在巷內，沒有汽機車，走路約10分鐘可達醫院。
伙食就在801總醫院搭伙，很方便。

見習生可著軍服，也可穿便服，夏季穿的

是圓領短袖白色見習生服，冬天穿白色醫師袍，

上面小口袋放筆、小電筒，每人有一本英文的 
Physician handbook放在大口袋裡，脖子上掛一
副聽診器，初次著裝，攬鏡自照，頗感滿意。

醫院內也有階梯教室，為教學、討論會之

用，婦產科學在五年級上課，產科由李士偉老師

授課(圖2)，他也是協和出身，對台灣婦產科醫
學界也有貢獻，於民國50年(公元1961年)2月26
日與婦產科前輩徐千田、邱仕榮、孫祖森…等成

立了中華民國婦產科醫學會(圖3)，後改為台灣
婦產科醫學會。婦產教授由王寶翠老師授課，上

下學期4+3個學分。
國防醫學院也是最新將外科以次專科分開

授課，如神經外科，由協和畢業的王師揆老師授

課，他手下高手有施純仁、吳志呈等。

胸腔外科由盧光舜老師(圖4)授課，湖南湘
雅醫學院出身，是台灣當時頗具權威的胸腔外科

專家，上課時嚴格認真，若發現同學打瞌睡，他

會將粉筆丟到你的臉上，乾光宇老師、陳良善老

師都是他的手下。

泌尿外科由鄭不非 (圖5 )老師授課，他以
「嚴」出名，呂曄彬老師，張正揚老師也都是泌

尿外科高手。五年級上學期上有2.5學分的牙醫
概論，只是講授，沒有實習。

五年級上下學期有5+4個學分的公共衛生課
程，可見對公共衛生的重視，並安排同學分組赴

木柵衛生所一週，樂生療養院一週，台北市自來

水廠，北投垃圾處理場，九份煤礦坑等地參訪，

實地觀察。

五上亦有分組到眼科、耳鼻喉科見習。神

經精神科在四年上下學期四學分是授課，五年

級2+1學分是在病房實習。精神科醫院設在新北
投新民路往陽明山方向的半山坡上，原來是日

軍在此設立的一個療養院，我們接收後改為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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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科醫院，在新民路上山路上的左側建立了三棟

平房的精神科病院，右側還是日式房舍作為行政

及醫護人員宿舍，去病房只過一條馬路即可，病

房區有輕症、中症、重症區，重症病人要關在病

房內，當時醫院院長是郭紓為老師，主治醫師有

莊明敏，其他人記不太清楚了，住院醫師有李剛

等，我們還見習到「電休克治療」用在治療嚴重

精神分裂病人，所有病人都害怕，記得先靜脈

注射pentothal使其睡著，然後用凹型電擊板放在
病人額頭，然後通電幾秒，病人抽搐，放鬆，

昏睡….稍微安靜後推回病房，病人口耳相傳這
是「過電」，但一個月的觀察，很多病人大有

改善，也有病人出院歸回部隊。記得見習時正值

夏天，住在日本和風式宿舍，週邊都是大樹，清

涼舒適，每晚都到乳白色的磺泉洗溫泉浴。住同

宿舍中有李剛學長，他是精神科住院醫師，還有

沈力揚學長是外科派赴北投的住院醫師，日久熟

了無話不談，李剛學長向我們炫耀他的華僑女朋

友漂亮，當時我因穿鞋不當導致左腳大拇趾「嵌

甲發炎」走路不便，沈力揚說拔掉指甲就可以

了，我怕痛經他多次勸說，打了局部麻醉，前後

不到5分鐘手術完成，痛苦立解，這一招也被我
學會，日後再自行開業的日子裏也為相同的病人

解除痛苦，很高興在北投一個月有如此豐厚的收

穫。

當時在801總醫院的外科很強，外科學系主
任是張先林，也是四年級時的授課教授，次專科

亦出現雛形；如一般外科、胸腔外科、泌尿外

科、神經外科、心臟外科、骨科、整形外科、直

腸外科、婦產科、眼科、麻醉科亦在大外科學系

內，一般外科主任是文忠傑老師（圖6），主治
醫師有李新超，俞邵基，楊樹滋(小兒外科)等。
胸腔外科主任是盧光舜，泌尿外科主任是鄭不

非，主治醫師有呂曄彬，賈易中，張正陽。神經

外科王師揆主任(圖7)，主治醫師有施純仁（圖
8），吳志呈等。心臟外科俞瑞璋，骨科主任鄧
述微，主治醫師有馬擢，楊大中，許萬宜等。整

形外科有洪楚深主任，主治醫師有章圖松，張中

序。直腸外科主任是杜聖楷，主治醫師有周良

祺，賈易中等。婦產科主任王自芳，主治醫師有

孫祖森，張逢源、閔振華、李家琨，王雄榮等。

眼科主任林和鳴教授，主治醫師有周道香等，麻

醉科由王學仕（圖9）老師主持。
外科見習是4人一組輪流派到各次專科見習

一星期，一般狀況是；一清早到病房看實習醫

師，為新住院病人的探視，B.U.S.的檢查(當時血
液、尿液、糞便的基本檢查由實習醫師操作)，
生化檢驗，X光檢查的申請，追查住院病人的檢
查報告，以供住院醫師，總醫師，主治醫師，科

主任查房時用，查房時可相互討論學習。科主任

或資深主治醫師也安排各組同學到小教室作小組

教學(圖10)，記得文忠傑老師對我們講受傷口縫
合的道理，他說：「一個新手術新切的傷口縫合

一定要先止血完全，縫合要層次分明，肌膜要縫

緊，皮下脂肪組織用細腸線以八分的緊度對齊縫

合即可，這樣病人疼痛少，傷口癒合快」。此一

圖1 位於小南門的801
總醫院 (取自民
國54年畢業紀念
冊)。

圖2 婦產科李士偉教
授(取自民國54年
畢業紀念冊)。

圖4 胸腔外科盧光
舜老師(取自民
國54年畢業紀
念冊)。

圖3 中華民國婦產科醫學會初設(取自台灣
婦產科醫學會百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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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內外科小組教學(取自民國54
年畢業紀念冊)。

圖12 丁農老師帶學生合影(取自
民國54年畢業紀念冊)。

說法法記在我腦中，等我做了婦產科醫師，在接

生做會陰切開縫合手術時即用此法，結果病人很

少喊疼，可快速下床行動，可見一個基本觀念的

傳授造福多少病患。

當時的外科總醫師是鍾鈞盛老師，他手術

乾淨俐落，號稱「鍾一刀」，唯個性急躁，會罵

人，但他有一句話是：「從病人身上取得的任何

組織，即便是明知的異物，一律要送病理化驗，

這樣才能達成完整的整治療程」。一年外科見習

上下學期要修完3+6個學分。
當然內科學系的見習亦是重大的學習過程，

內科學系已有次專科的規劃，如心臟科、胸腔

科、胃腸科、新陳代謝科、血液科、神經內科、

甚至皮膚科、小兒科也規劃在內。

神經內科由朱復禮(圖11)、楊雲官兩位老師
授課，講授神經系統所產生之疾病。

心臟科是最強的一科，除了丁農老師也在

醫院看診帶學生外(圖12)，也主持最精彩的內科
CPC（臨床病理討論會），其他有沈彥、姜必
寧、李有炳老師帶我們示範教學。

胃腸科也是大科，病人多，老師有酆特曾

(圖13)、李承泌、羅光瑞及程東照老師等，程老
師和氣待人，看病仔細，病人最多，有時由上午

看到下午。胸腔科有陳耀翰、潘樹人(圖14)、婁
雲田諸位老師。新陳代謝科由田可高老師授課，

現今百歲(圖15)，健康長壽，還參與一些會議。
譚柱光老師較嚴格，也帶實習見習學生。血液科

由黃雲飛、黃天賜兩位老師帶我們見習，亦為小

組教學。皮膚科由李彩庭、翁華民老師教帶我們

小組見習。小兒科由吳文錦、皮德輝、方晃老師

教導見習，曾經看到一個家庭生有三個小腦症的

孩童，頭尖尖的，很硬，小朋友硬撞牆壁也不怕

圖6 一般外科主任文
忠傑教授 (取自
民國5 4年畢業
紀念冊)。

圖11 神經內科朱復
禮老師 (取自
民國 5 4年畢
業紀念冊)。

圖13 胃腸科酆特
增老師(取自
民國54年畢
業紀念冊)。

圖7 神經外科王師揆
主任 (取自民國
5 4年畢業紀念
冊)。

圖8 神經外科施純
仁老師 (取自
民國5 4年畢
業紀念冊)。

圖9 麻醉科王學仕老
師(取自民國54年
畢業紀念冊)。

圖5 泌尿外科鄭不非老
師(取自民國54年
畢業紀念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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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

大內科學系最精彩的是臨床病理討論會

(CPC)，由丁農主任，Professor David Bar (圖16)
主持，全體內科醫師、實習醫師、見習醫師出

席。是將國內外一個完整的病例的診治過程，最

後病理確診做一個完整的討論，在總醫院的階梯

教室舉行(圖17)，先由實習醫師以大字報的形式
將病歷分析說明，診斷治療過程，再由住院醫

師、總醫師、各主治醫師發表意見，最後匯聚一

個診斷，再由病理科醫師報告病理化驗確診結

果，這也是考驗各位醫師的思辨診斷能力，實習

醫師表現最好的是王榮樞、沈楚文。還有臨床病

例教學是將住院病人對學生做示範教學(圖18)。
因當時規定新住院病人的B.U.S.（血、尿、

糞便）檢查由實習醫師作，有時病人多也有忙不

過來之時，有次王榮樞學長(M52)是實習生就小
聲說，現今有三份糞便檢查讓你們做，給你們一

個實際操作學習機會，我們這些菜鳥也顧不得

臭，將檢查做好，向他報告，還要謝謝他的恩

賜。

當時的內科總醫師是身材瘦瘦高高的林克炤

老師，是醫科52期(M52)學長，精力過人，在他
手下的住院醫師、實習醫師、見習醫師被他管得

服服帖帖。見習醫師要學習寫英文病歷，例如分

配到腸胃科見習時，要找一位病患，作望、聞、

問、切的歷程寫成一份病歷，繳給林總醫師批

審，因為住院有些老病人，被輪番不斷的見習生

問煩了，他們會胡亂回答。有位同學問病人「吃

飯正常嗎？」他說「正常」，多久沒大便了，病

人說「有一個月了」，這位同學如實寫在病歷

上，繳到林總醫師手中。等他看完病歷將我們叫

去，他指著病例說，你們自己想想看，病人能吃

能喝，一個月不大便，肚子漲多大啦？！於是將

病例摔回，喝令將病情再問清楚，將病歷寫好，

繳給他看。現今想想，這才是嚴師，教我們會思

考、判斷、認真。內科學系見習上下學期共3+7
個學分。

眼科也是輪流小組見習，由林和鳴教授、周

稻香老師教學，有1學分。耳鼻喉科由榮寶峯老
師授課，主治醫師有蘇文勇老師，現在還在中心

診所執業。

另外放射科歸於當時的物理醫學系，也是醫

院很吃重的科系，查房前先到X光科借片子（X
光片），並請放射科老師講解，CPC及科際級的
討論會也請放射科老師出席，當時有張遵、江澤

春、徐道昌、盧建泰、陳光耀老師最常見到。病

理科有朱康初、杜炎昌等老師參加CPC討論會。
五年級最後一個月所有醫科學生又集中在一

起赴位於芝山岩的衛勤學校接受一個月的軍陣醫

學訓練(圖19)，訓練學生在戰場上的醫學運用和
檢傷分類，填寫傷票等基本訓練，這項訓練在我

於金門遇到地雷區爆炸，十幾位士兵受傷，分輕

重緩急與以分類處置，可見任何一種訓練都有其

目的，不知一般醫學院是否有此課程。

在五年級做見習醫師的一年是將過去從課堂

上的教學實際應用在臨床上的運用，而且更由在

圖15 田可高老師百歲時作者與
他合影(作者提供)。

圖16 客座教授Professor
David Bar(取自民
國54年畢業紀念
冊)。

圖17 臨床病理討論會CPC(取
自民國 5 4年畢業紀念
冊)。

圖14 胸腔內科潘樹
人老師(取自民
國54年畢業紀
念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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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內科教授臨床示範教學(取自民國
54年畢業紀念冊)。

圖19 軍陣醫學在芝山嚴衛勤學校(取自民國54
年畢業紀念冊)。

臨床上各科不同階層的師長學到如何去診斷、治

療，完善的照顧病人，各階層老師親自教學，從

理論進入實際醫療，一步一步踏踏實實地學習。

在這一年中尤不可忘的是學校對公共衛生的重

視，上下學期包括見習共修5+4個學分。身為為
軍醫一個月的衛勤訓練，大量傷患分類，處置，

填寫傷票也是這一年學習的重點，五年級的一年

也是一個多元充實的一年。

第六學年1964年3月至1965年2月(民國53年3
月至54年2月)是實習醫師的一年，沒有寒暑假。

為了讓同學有充分實習機會，將醫學系同學

按比例分派到台北801、台中803、台南804、高
雄802、台北空軍總醫院、左營海軍總醫院，自
費僑生全部到台北榮民總醫院實習。

醫院分派由公開抽籤決定，我與張永安、黃

宗文、林憲宗及一位專科五期的周德共5人，到
台北的空軍總醫院實習。

當時空軍總醫院位於健康路與光復北路交叉

處，屬於台北市的松山區，醫院建地面積很大，

周邊還是稻田，離松山機場很近。

醫院坐北朝南，主建築為整齊的四排平房，

成「韭」字型，有寬大的南北中央走廊，第一

棟前亦有寬敞的東西向走廊，可供病人侯診，每

棟建築都有前後走廊，病人、醫護人員進出都不

會受到日曬、雨淋。從中央大門入院是寬大的前

廳，第一棟房進門左側一排是掛號室、藥局、眼

科診間、耳鼻喉科診間、內外科診間、小兒科診

間，最靠外是急診室很寬大，離實習醫師和住院

醫師的宿舍最近，不到100步，急診室的大胖子

王班長人還不到寢室就會大喊「馬醫官有急診」

真是方便。第一棟右側為檢驗室，X光室，院長
室及飯廳等。第二棟中央走廊左側為外科病房，

以開放式簡單玻璃牆分格，簡單明亮，僅有少數

單人房收治重症或特殊病人，以一般外科，骨

科，泌尿外科病患較多。右側為手術室，麻醉

科，有大小手術室五間。第三棟中央走廊左側為

產房、婦科小手術室、產科病房、嬰兒房。右側

為小兒科及其他科病房。第四棟左側為內科病

房，結構如外科，右側為飛官特別病房。

一年的實習分別為大內、外科各為三個半

月，各14學分，婦產科、小兒科、皮膚科、耳鼻
喉科、眼科各實習一個月，每科4學分。B.U.S.常
規檢查改由檢驗科做，實習醫師可在住院或主治

醫師監督下開處方，外科上刀為第三「拉勾」

手，在病房可為病人換藥、拆線、寫病歷。內、

外科每週一由大主任查房，實習醫師要準備各科

檢查報告，借X光片以供主任查閱，主任或主治
醫師也會對病況說明討論教學等。

當時大內科主任為戴文鑫老師，是醫科28期
(M28)大學長，主治醫師有王廷輔、易理宗、王
晏青、汪叔遊、劉春銘、戴志剛、支援醫師陳錦

源、住院總醫師為王祚年，當時軍人及軍眷多在

中年以下，老年病人很少，內科病人最常見的是

肝病，胃腸潰瘍，癌症較少，惟有肝癌卻很多，

胃出血是在急診疾病房最可怕最常見的，遇到時

立即打上IV並輸血、止血，當時我們都在第一
線。

內科每週一大查房(grand round)，戴老師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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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科各階層醫師檢查所有住院病人，一方面檢

查診治是否妥當，一方面也是教學，考核實習醫

師的能力。當時檢查儀器少，望、聞、問、切

的臨床經驗不可小看，有一次大查房一位新住院

病人，我們就請教戴主任病人的職業，他全身檢

查，最後看看病人舌頭、牙齒、拉拉病人的腮幫

子，立即說出他是軍樂隊吹小喇叭的，結果一

問，果然，老師就是厲害。

當時的台北醫學院成立不久，尚無自己的實

習醫院，有幾位北醫的見習醫師到空軍總醫院做

見習生，還記得有劉茂和、阮正雄等。

外科部主任是我們學校醫科33期(M33)的大
學長張俊賢主任，瘦瘦高高講話溫文儒雅，沒有

外科醫師的霸氣，他是負責一般外科，以胃、

腸、肝、膽手術為主，跟他開刀像上課，細節條

理分明，真是好老師。

骨科是何享基主任，秘尿外科劉主任，主

治醫師有周玉璋、周玉麟、朱建慶、郝訪渭、邱

慶源等，總醫師巫明任、實習醫師負責各項手術

前檢查報告，X光片準備，刷手跟刀，拉勾，病
房照料病人，換藥，拆線…等等，因實習生比較

客氣，病人都很合作，我們也頗有成就感，畢竟

能病患信任的眼神中感受到。早年並無禁菸的規

定，見面送一支煙是一種社交方式，有次接受吸

了一口差點嗆到，辣辣的，並無愉快的感覺，再

者醫院使用氧氣的地方很多，怕生火災，還有穿

了醫師袍，口中刁根菸也不太合適，所以拒絕吸

菸，一生沒有吸過。

在外科實習時曾見到一次大量燒傷病患，原

來在基隆路的44兵工廠工人在填裝火藥時爆炸，
有十幾位工人大面積燒傷，有的超過50%的體表
面積，到院時「檢傷分類」的工作有了功能，先

分輕重再予以治療，大面積傷者初到醫院時除了

喊痛之外神智清楚，雖經救治，但在兩三天以後

就漸漸失去意識而死亡，內心也十分難過，可見

人禍、軍火之可怕。

婦產科實習1個月，主任名叫蔣嘉蕃，主治
醫師王世民，住院總醫師為袁樹化，劉卓凡，婦

科手術幾乎由蔣主任主持，我們上刀只能是第四

手，只有刷手站在手術臺上觀看，蔣主任甚至於

換藥、拆線都親自做，我們能學的不多，惟兩位

人告，主要由他帶我們，也是日後共同創業的夥

伴。眼科亦是實習一個月，主任名字已記不得，

惟主治醫師涂世琳帶領我們的時間多。小兒科實

習一個月，已無多大印像，惟有一位六歲多患有

氣喘的小朋友不時發病急診就醫。

因為空總住院醫師少，實習醫師被當住院

醫師使用，有較大的處理權如開處方，簽收住

院等，這一年按學校課表修滿48個學分，沒有假
期，日夜忙，但也因此學到一些基本技能和知

識，對待病人方法，實際的臨床能力，空總所有

師長的教導非常的好。

個人而言在學習中期，結交近三年的女友

在民國53年6月底(1964年)於台大外文系畢業(圖
20)，這些年交往順利，預計於畢業後結婚。

1965年2月(民國54年2月)底在空軍總醫院一
年的實習醫師，又回到學校準備畢業，等待到各

軍種的分發等。

民國54年3月25日(1965年)畢業典禮，肩上
掛上了兩條槓的中華民國中尉軍醫官的肩章(圖
21)，領有畢業證書(圖22、23)，並獲醫學學士學
位，在校成績送考試院檢覈及格，畢業四個月即

獲內政部頒發的醫師證書，六年半時間，以文武

雙修的成績成為一位中尉軍醫官，又是一位國家

的醫師，對國家這些年的培育，師長的教誨深為

感激，感恩。

我們這一班，醫學系58期入學時有128人，
畢業時只有63員，可見讀書的辛苦。

圖20 女友台大外文系畢業
時與作者合影(作者提
供)。

總醫師待我們好，

有次冬天深夜被叫

去接生，行醫第一

次接生是袁樹化老

師教的，一些婦科

小手術劉卓凡老師

教導我們，由實習

認識，日後行醫創

業他們也拉著小學

弟參加，是個老師

也是兄長。

耳鼻喉科主

任名叫李蒼，名氣

很大，總醫師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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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畢業的尚有牙醫學17期，護理系13期，
藥學系47期，醫學專科5期，高級護理班15期(圖
24)，共有226人投入當年陸海空軍的醫療陣容。

在國防醫學院六年半的唸書時間中，對個人

而言有：一是專業知識能力的獲得，包括在鳳山

近五個月的入伍訓練，衛勤學校一個月的軍事訓

練，知行合一的教育，人文課程的修習等，都是

珍貴的學習歷程。二是規律的學校生活，舒適的

學習環境，起居飲食定時，公費生不怕父母的負

擔，可以全部心力念書學習。三是可結交很多好

朋友，相互幫助，在校六年半，生活學習起居在

一起，日夜相處，友情深厚。

畢業以後呢？ 
學校畢業後取得各項證照可在國內執業，

亦可在南非及中國大陸直接換照。通過美國

ECFMG(圖25)考試也可在美國行醫。
畢業後頭兩年在金門戰地的野戰部隊服務，

海峽兩岸單打双停的砲聲依然存在，也參與民

國55年初「國光演習」的前期演訓，知道戰場之
緊張，士兵心裡壓力的展現，個人新婚別離的滋

味。

基層服務兩年後正逢三軍總醫院成立，也是

國防醫學院教學醫院，鄧述微老師擔任院長，歡

迎我們回院接受專科醫師訓練，學教相長，成為

一個能獨當一面的專科醫師(圖26)，臨床教師。
十年軍中服役期滿選擇退伍，選擇自己開業

行醫，好友政大薄慶玖教授力勸我買房，台北銀

行林憲助襄理貸款，好同學陳文賢醫師將他第一

胎寶寶安排在我診所接生，也是診所第一位出生

的嬰兒。日後「日夜接生」持續二十多年，業務

昌盛繁忙。

圖21 授階，由劉安祺上將與盧院長主持(取自民國54
年畢業紀念冊)。

圖22 畢業證書正面(作者提供)。 圖23 畢業證書背面(作者提供)。

圖24 民國54年(1965年)全體畢業學生合影。

圖25 美國ECFMG及
格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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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應聘赴南非行醫一年，遇有空暇遊走
南非各地，看到不同世界的風光，感受不同的風

土人情(圖27)。 
1992年，恩師李家琨(圖28)院長安排我到中

心診所(現今中心綜合醫院)上班，也允許我自設
診所，工作至今。中心診所各科名醫高手如林，

胃腸科陳浩熙主任，高雄醫學院畢業，醫術高

明，他竟然將困擾我近二十年的十二指腸潰瘍併

發多次出血的老毛病，藥物治療完全康復，終生

受惠。

點點滴滴，人生際遇多緣自國防醫學院。

時光飛逝，母校國防醫學院已進入建校120
年，所謂「雙甲子」之年，在這120年間自清朝
末年建校，經過辛亥革命進入民國、軍閥時期、

對日抗戰、國共內戰、兩岸對峙的大時代，學校

歷經天津、北平、南京、貴州安順、上海、台北

水源地、內湖新建校園的搬遷過程等等，學校教

育從未間斷，現今每年六月都有博士、碩士、學

士、醫、牙、藥護、公衛、衛勤等畢業生走出校

園，年輕新血進入學校，匯入源遠長流之中。個

人有幸在母校第一甲子進入第二甲子期間進入母

校讀書，並順利完成學業，成為源遠長流中的一

個小水滴，今將讀書時的時空背景，恩師的無私

教誨，同學手足之情，學習歷程，日後的行醫生

涯等等，僅就記憶所及，以及相關資料寫就此

文，感念母校國防醫學院培育之恩。

最後謹以國防醫學院校歌做結語。

源遠流長，桃李成蔭，偉哉國防醫學中心，

八類六級，日新又新，手腦並用，建國先健軍，

建國健軍，成功有賴力行，惟勤惟奮，精益求

精，親愛精誠，守我院訓努力向前，努力向前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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