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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校院育才 無縫接軌
培育各領域傑出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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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院接軌 長庚培育傑出醫師
育才體系一條龍 不同領域各領風騷
▼長庚體系每年培養許多醫療人才，更有不少傑出醫師。

趙盈凱醫師

陳品元醫師
郭昶甫醫師

▲長庚體系培育醫療人才院校無縫接軌，一條龍模式培育出不少優秀人才。

記者陳依淇、邱玉珍、蔣仁人／專題報導
與國內很多具有悠久歷史的醫學系相比，長
庚大學醫學系的成立時間相對較晚，臨床服務的
醫師人數也較少，然而不少早期校友如今已是醫
界的中流砥柱，有些畢業後選擇續留長庚醫院服
務，成為道地的長庚人。雖然長庚並不在乎血統
純正與否，讓這些長庚醫學系畢業的醫師未能占
有優勢，但他們卻很喜歡長庚多元共融的氛圍。

趙盈凱 年輕醫師的role model
林口長庚胸腔及心臟血管外科系主任趙盈凱醫
師被不少年輕醫師視為role model，亦獲得前輩的
肯定。他直言，當時選擇長庚醫學系，純粹只是
分數到了。雖然當時長庚醫學系是很新的系所，
但心想是王永慶先生辦的學校，應該不會太差。
由於打定主意走外科系，畢業後他選擇繼續留
在長庚服務，他表示長庚外科一向相當熱門，病
人很多，對於想要學習新技術的他而言，是最好
不過的選擇。
即使是長庚醫學系畢業，再到長庚醫院服務，
但趙盈凱醫師從未感受過特殊之處。他表示，長
庚將多元共融的理念發揮到極緻，根本不在乎醫
師畢業的學校，能力與積極度才是最重要的。長
庚醫院提供公平的機會，讓大家得以各自發展。

長庚無門戶之見 陳品元喜歡這個氛圍
基隆長庚醫院外科部副部主任陳品元醫師自
長庚醫學系畢業後即長期於長庚體系服務。他認
為，長庚並不會依醫師的畢業學校而有門戶之
見，畢竟進入醫院的執業場域與學校全然不同。
雖笑稱自己並未占到便宜，但他個人倒很喜歡此
氛圍，不論畢業學校，大家以身為長庚醫院一份
子，共同工作。

裴育晟醫師

吳紹群醫師

蕭勝文醫師

從求學到執業，長期處於同一體系，他直言這
應該是個缺點。國外多數優秀的老師至少都經歷
過幾個中心，因此有機會從林口長庚調往基隆長
庚服務，對陳品元醫師而言，正好可以彌補沒有
轉換醫療體系的缺憾。

事物，老師用「不安於室」形容總是創意十足的
他，但不論住院或是專科考試，郭昶甫醫師也都
是名列前茅。住院醫師期間就開始參與臨床醫學
研究所課程，最後為延續研究之路，成為當屆少
數留在醫學中心的學生。

長庚多元文化 解放裴育晟醫學魂

學生期擔任病患轉送員 吳紹群最難忘

長庚醫學系畢業的中生代醫師擔任部門主管
中，復健部部主任裴育晟醫師不論臨床或研究領
域都有傑出表現，帶領陣容龐大的復健部不斷超
越自己。裴育晟醫師說，長庚體系讓他感覺非常
自由，也感謝長庚體系的栽培，他希望延續長庚
體系優良傳統，為培育下一代醫師持續努力。
裴育晟醫師是長庚醫學系第二屆學生，當初其
實只差五分即可進入台大醫學系，原本可填其它
醫學系，但當時考慮自己崇尚自由。他說自己不
是典型的學生，就讀醫學系壓力非常大，進入醫
院實習時馬上體會長庚融合多元文化的氣氛，讓
他體驗到成為醫師的快樂，心中的醫學魂也徹底
被解放。

在國內麻醉科領域表現相當亮眼的高雄長庚麻
醉部主任吳紹群醫師笑稱自己井底之蛙，除了長
庚之外，沒有見過其它的世界。當年選擇長庚醫
學系純粹只是因為分數無法上其它醫學院，他與
成大醫學院僅差0.125分。
吳紹群醫師覺得長庚醫學系很多制度非常好，
讓學生可以朝多元發展。其中有一個制度讓他至
今仍相當受用，每位醫學系學生在大學六年級
前，有兩個月時間要進入醫院擔任病患轉送員的
工作，平均一天推15~20床的病人。在這過程中
可以學習到很多東西，接觸到不同的人事物，有
助於日後的臨床工作。

郭昶甫學研並進 練就紮實的基本功
林口長庚醫院近年不斷投入AI領域，醫研部
主任郭昶甫醫師是主要靈魂人物，從研究領域跨
足至AI，他相當感謝醫學院與醫院端的訓練與協
助，期許自己能在AI領域貢獻所長，引導AI領域
知識走向，縮短台灣與國際間的差距。
回想起自己在長庚醫學院的學生生涯，郭昶甫
醫師說，長庚醫學院教育制度非常臨床導向，大
二就開始接觸醫院體系，所以長庚醫學院訓練的
學生，進入到臨床很快就能上手。除了臨床訓練
外，學校也安排許多必修的研究導論課程，讓從
無研究基礎的他，練就一身紮實的基本功。
喜歡做研究的郭昶甫醫師總是喜歡接觸新的

蕭勝文身處長庚大家庭 備感溫馨
原本可以唸成大醫學院的台北長庚婦產部產科
主任蕭勝文醫師則表示，當年選擇長庚醫學系純
粹只是因為不想離鄉背井。蕭勝文醫師是長庚醫
學系七年制第五屆，從大學到實習、到醫院當住
院醫師一直到現在，覺得長庚醫院非常親切、溫
馨，因為各科都有認識的學長姐或是學弟妹。
至於教學方面，蕭勝文醫師認為，長庚醫學系
與國內其它醫學系一樣採取問題導向式的教學，
希望學生具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外界以為長庚醫
學系學生到長庚體系服務定可以受到禮遇，如果
外界這麼認為就錯了，長庚並不在乎醫師畢業於
哪裡，能力與學習態度才是最重要關鍵。

（圖／長庚醫療體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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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盈凱醫師帶領胸腔外科團隊發
▼
展 iVATS
手術有成，吸引西門子醫
療合作成立全球首座影像導引式胸
腔鏡手術示範中心。

長庚醫學系傑出醫師

領域

趙盈凱醫師帶領團隊，堅持不忘
▲
榮耀與益處共享，並形成一個正向
的文化。

趙盈凱 iVATS手術 權威
長庚強大行政體系支援 盡情發揮專業創新基因

林口長庚胸腔及心臟血管外科系主任趙盈凱
醫師是被公認具創新典範的中生代醫師，不少
年輕醫師視他為role model，資深醫師對於他的
表現亦深感讚嘆。他認為，長年在長庚多元共
融的環境下成長，是讓他得以有今日樣貌的重
要條件。
趙盈凱醫師在胸腔外科的表現無需多贅，並
力求再往前跨一步。以達文西機械手臂手術為
例，他率先取得美國原廠認證，具有「手術觀
摩中心」指導醫師資格，可接受國內外醫師申
請前來觀摩手術操作，並將達文西機械手臂手
術運用於交感神經重建。

吸引業者與長庚設立iVATS示範中心
他帶領胸腔外科團隊發展iVATS手術有成，成
為西門子指定合作單位，於長庚設立iVATS示範
中心。除了專業表現亮眼，近年更經常受非醫
學專業團體的邀請，請他分享關於創新或是身
為意見領袖的心得。
醫學專業期刊一向刊登的是醫學研究，
Journal of Thoracic Disease 曾特別以人物報導的
方式，分享趙盈凱醫師的養成過程。
報導中開宗明義即指出 Prof. Yin-Kai Chao is
a board-certified surgeon pioneering in minimal
invasive esophagectomy. His innovative surgical
methods as well as his experienced techniques have
gained him recognition and many awards both
home and aboard.......。
這篇文章是於2017年發表，大陸騰訊並製做
為視頻廣為傳播。近年他開始受邀於國內進行
相關分享，他笑說，感覺自己好像是先於國外
獲得認可，再受到台灣的肯定。
對於自己的表現，趙盈凱醫師相當感謝長庚
的栽培。自長庚大學畢業後，他即進入長庚醫
院服務，數十年來只在長庚一家醫院服務。當
然他亦曾多次因擔任訪問學者而有機會至其它
國外醫院觀摩，感受不同醫院間的差異。

長庚醫師多 醫學生養成具多樣性
他表示，長庚的醫師很多，具有極高的多樣
性，且相互尊重，不論想要學什麼，都可以找
到學習的老師。從醫學生的養成過程中即可看
到不同的role model，並將這些role model的形象
融合在一起，成為自己期待的樣子。
長庚固然保有外科體系的師徒制，卻保留長
庚人血液中的創新基因，只要對病患有益，都
可以嘗試。
保有專業的創新基因，而醫師的想法又可

獲得長庚強大行政體系的支援。長庚行政效率
極高，對於醫師的創新想法，都可迅速準備妥
當，在新科技設備的引進上，長庚經常領先其
它醫院。醫療與行政各司其職，發揮1+1大於2
的效果，提供醫師肥沃的養成土壤。
年輕醫師要取得首次研究補助有一定的難
度，長庚體系對於年輕醫師提供保護機制，讓
年輕醫師可以順利跨入研究領域。
他表示，長庚組織扁平化，溝通更為順暢。
以外科為例，外科部下的各科保有極高的自由
度。長庚提供多元環境，且強調Diversity and
Inclusion（多元共融），尊重個人的獨特性。
現今強調跨領域結合，這點是長庚深具的優
勢。趙盈凱醫師表示，長庚有各領域的專家，
很容易找到合作對象。
即使趙盈凱醫師得以因長庚提供的種種優勢
條件，跨出單純的胸腔外科醫學領域，但本身
的人格特質必然也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對此，
他想了一下說，可能是自己比較要求完美。
要求完美的特質讓他不斷思考如何再往前
一步。他將每日執行的事務詳細記錄、分類，
並加以修正、簡化，讓事情的執行得以愈來愈
快、愈來愈順。他強調，改善流程並嘗試新的
方式，可以讓自己每天都進步一點。

不吝於與團隊或合作夥伴 共享成果
另外，他絕不吝於與團隊成員或合作夥伴共
享成果。他表示，成事需要團隊共同努力，必
須提供成員適當的回饋，一起拉升共同合作的
醫師。他與很多國外醫院合作，這些醫院都知
道趙盈凱醫師團隊的好名聲，了解與其合作可
以獲得很好的結果，而所擁有的成果可讓大家
受益。
他強調團隊的重要性，唯有大家都好，團隊
才可繼續向前。組建團隊，找人是重要任務，
趙盈凱醫師帶領的團隊已締造出好名聲，亦有
助於吸引真正想做事的人才。他強調，一群人
走的遠，且千萬不要讓成員覺得自己被拗。他
的團隊被暱稱為「凱哥老鼠會」，因為形塑正
向文化，讓成員一個引進一個進入這支隊伍。
企業經營有所謂「人無我有」、「人有我
優」，這亦是趙盈凱醫師追求的目標，做別人
做不出來的事情，開創他人難以複製的領域。
臨床、研究等事務已經很繁重，但趙盈凱醫
師善用網路媒介、投入影片製作等。他表示，
這些事情很久之前就已經想做，且設定每個環
節所需要的人才，只要人一到位即可開啟。對
他而言，很多事情都非一蹴可幾，需要慢慢醞
釀，西門子捨其它國家，而選擇在台設立iVATS
示範中心即是基於多年的溝通與信賴。

從事教學工作 年的趙盈凱醫師，甫獲頒「優良
▼
教師」，將教學與臨床經驗傳承給學弟妹。

記者陳依淇／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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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盈凱

小檔案

學歷：
．長庚大學醫學系
．長庚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

現職：
．長庚醫院胸腔及心臟血管外科系主任兼任胸腔
外科主任
．長庚醫院國際醫療中心主任
．長庚醫院達文西機器人手術中心／癌症中心副
主任
．長庚大學醫學系教授

經歷：
．日本東京癌症中心臨床研究員
．紐約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芝加哥大學醫學中
心／匹茲堡大學醫學中心／伯明罕大學醫學中
心訪問學者
趙盈凱醫師的表現讓他成為不少年輕醫師的
role model，他也將力量擴及長庚體系外，建構
台灣胸外創業贏家平台，讓一些深具潛力的提
案能夠獲得資源，進一步推進。他直言，並非
所有醫院都可以像長庚一樣大力支持年輕人，
能量的整合相當重要。
他強調，自己也曾獲得他人很多協助，是被
帶出來的，自己也有責任帶出下一批人，並從
事更多任務。且只要將創新基因植入每位年輕
醫師的血液中，不需驅使即可自然往前。

（圖／趙盈凱醫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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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品元 轉任基隆長庚 跨院區歷練
腦神外專家 臨床研究一肩扛

基隆長庚醫院外科部副部主任陳品元醫師是
腦神經外科專家，且投入研究頗深。多年於林
口長庚服務後，幾年前轉任基隆長庚，讓從求
學至執業都處於長庚體系的他，有機會因到不
同院區服務，而有不一樣的經歷。
2017年陳品元醫師接任基隆長庚腦神經外科
主任與醫研部主任兩大重任，臨床、研究都得
兼顧。
他表示，與林口長庚相比，基隆長庚的規模
相對較小，即使並非屬大型醫院，但仍以北海
岸醫學中心自許，各項規劃皆已達準醫學中心
的標準。以外科部為例，各項服務皆已完備，
光神經外科即有八位主治醫師，陣容堅強，相
關設備亦與林口等同，亦即醫學中心可以執行
的手術，基隆長庚皆具執行能力，除非健保有
特別的限制。
除了服務當地民眾之外，基隆長庚亦期望提
供高品質醫療，讓其它區域的病人亦能受惠。

認清醫療極限 暖心陪病人走完最後一程
當年因緣際會選擇神經外科，更鑽研腦瘤領
域。他表示，腦瘤治療方式有限，但換個方式
想，只要有所突破就賺到了。雖然如此，但這
麼多年下來，惡性腦瘤的治療仍然突破有限，
雖然困難度極高，但他笑說，頭已經洗了，要
後悔也來不及。
認清醫療的極限，除了採取可行的醫療處
置，陳品元醫師會抱持陪病人走一段的態度，
如果能讓病人舒服平順的走完人生最後一程，
也算是件好事。當病人明知自己時日不多，卻
還百般感謝他，讓他覺得即使醫療不成功，但
做人還算成功。
雖然過程難免挫敗，但他認為，困難的事
情還是得有人做，即使是笨蛋也只能認了。他
很清楚，自己的專長賺不了什麼錢，但卻可以
積德。他常形容自己，行醫是興趣、積德、交
朋友。每當病人病情有一點點改善，或是開心
的拿自己種的農產品與他分享，他都會非常開
心。
臨床之外，陳品元醫師亦接下醫研部主任的
重任，負責醫研的發展方向。他表示，醫研與
臨床有相當的差距，必須多投入一點心力。即
使如此，但對於醫學研究具有相當熱忱的他，

陳品元醫師兼顧臨床與研究，轉任基隆長庚，珍惜在不同
▼
院區歷練的機會。

記者陳依淇／專題報導

對於有機會接下此任務還是頗具使命感。
他認為，醫學研究是醫學發展相當重要的一
環，他也希望分享自己的經驗，就自己對研究
的了解，回饋一些想法。他表示，自己有機會
投入研究，是受到醫院的栽培與師長的協助，
如今有機會回饋，帶領團隊讓研究能量向上提
升。
長庚體系對於研究的投入一向不手軟，醫
師可選擇臨床與研究兼顧，成為研究型主治醫
師，或是臨床與教學並重，成為教學型主治醫
師。不論研究或是教學都必須投入很多時間與
心力，院方也會提供相對應的補助。
他特別藉機對於外界常將長庚視為血汗醫院
嚴加平反。他強調，長庚絕非血汗醫院，以研
究為例，研究並不賺錢，長庚不但不會要求醫
師衝臨床服務量，更讓醫師有時間從事研究，
且提供經費予以支持，讓長庚體系得以維持相
當的研究能量。

了解臨床需求 轉入轉譯研究領域
陳品元醫師與研究的接觸，源於大學時期曾
到實驗室打工。雖然當時做的是非常瑣碎的工
作，例如洗器皿、洗燒杯或是放試劑等，但卻
讓他有機會接觸研究環境，燃起他對研究的興
趣。執業後，臨床工作讓他知道臨床的需求，
與研究正好可以橋接，轉入轉譯研究的領域。
外科訓練紮實，住院醫師階段的生活可說是
沒日沒夜，在進入主治醫師階段，有較高的時
間自主性後，他再攻讀臨床醫學研究所，同樣
也是在長庚醫學院。
從求學到執業，長期處於同一體系，他直
言，這應該是個缺點。他表示，國外多數優秀
的老師至少都經歷過幾個中心，在住院醫院、
總醫師、主治醫師、主任等不同階段都會有所
調動，經此多學習，擁有不同的經歷。
曾經他也動過轉換體系的想法，但評估後認
為，其它體系絕對無法提供足以與長庚比擬的
研究資源。他不願意評論其它體系的做法，只
強調不同體系與要求各不同，現在他所處的位
置剛剛好。
陳品元醫師表示，長庚不存在門戶之見，完
全是人才取向，醫院與學校的結構不同，在長
庚醫院不會有人在乎你是哪裡畢業的。正因為
長庚醫院的氛圍如此，他笑說，自己從長庚醫
學系畢業，在長庚醫院服務，但絲毫沒有占到

▲長庚腦神經外科團隊以「清醒開顱手術
▲陳品元醫師專攻腦瘤，即使醫學有其極限，但他把 智慧醫療系統」奪下2019第十六屆國家新
創獎臨床新創獎的肯定。
握陪病人走一段的情誼。

陳品元

小檔案

學歷：
．長庚大學醫學系
．長庚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

現職：
．基隆長庚醫院外科部副部主任
．基隆長庚醫院腦神經外科主任／教授

經歷：
．林口長庚醫院腦神經外科副教授／助理教授
．舊金山加利福尼亞大學腦瘤研究中心研究員
好處。

長庚不重血統純正 只看醫師實力
即使如此，他非常喜歡長庚這種不問哪裡畢
業的氛圍。他認為，如果在乎血統純不純正，
對其它同儕並不公平，而是需要就事論事，端
視自己在醫院的表現，否則有如早已是美國
人，卻一直被視為黃種人一般。唯有不刻意區
別，才可吸引人才。
他認為，注重血統純正與否的優勢在於有較
高的榮譽感與動力，但只要夠優秀，從哪個學
校畢業與在哪裡服務都不是重點，重要的是讓
單位以自己為榮。
當年選擇長庚醫學系，陳品元醫師並沒有
特別想法，純粹只是分數到了，而學校位置荒
涼，在爸媽眼中是最適合唸書的環境。當然，
爸媽的想法是一回事，環境可是限制不住這群
大學生愛玩的心。
幾年前陳品元醫師由林口長庚轉往基隆長
庚服務，對他而言，轉換院區正好可以彌補未
曾轉換醫療體系的缺憾。他表示，基隆長庚規
模較小，但人情味強，在符合規定下，很多事
情都可先行溝通，大家的互動非常密切。他強
調，每個地方都可做想做的事，端視自己的想
法，「沒有最好只有更好」，這是他深刻的體
會。

（圖／陳品元醫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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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昶甫 長庚AI化靈魂人物
引導AI領域知識走向 接軌國際縮小差距
記者蔣仁人／專題報導
AI是新一代科技重要的DNA，醫療科技當然
無法置身事外，林口長庚醫院近年不斷投入AI領
域，醫研部主任郭昶甫醫師是主要靈魂人物，從
研究領域跨足至AI，郭昶甫醫師相當感謝醫學院
與醫院端的訓練與協助，他期許自己能在AI領域
貢獻所長，引導AI領域知識走向，縮短台灣與國
際間的差距。
對動物深感興趣的郭昶甫醫師，原先想攻讀生
物領域，大學聯考時學科方面表現優異，進而考
取長庚醫學系，讓他的生物家之路轉向醫學家，
所幸兩者均重視研究，讓原本對基礎研究就深感
興趣的他，在學生階段就充分展露出對研究的熱
忱。

大二接觸醫院體系 基本功訓練紮實

▲郭昶甫醫師不僅是臨床醫師，更是國內
少數精通大數據、AI領域的學者，目前領
導長庚AI智能核心實驗室。

郭昶甫

小檔案

學歷：
．PhD of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長庚大學醫學系
．長庚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

現職：
．林口長庚醫院醫研部主任
．林口長庚醫院風濕過敏科主任／主治醫師

經歷：
．長庚醫院內科部住院醫師
．長庚醫院風濕過敏免疫科總醫師

專長：
．氣喘及過敏、紅斑性狼瘡、痛風關節炎、
高尿酸、類風濕性關節炎、僵直性脊椎炎
▼郭昶甫醫師擔任醫研部主管，管理長庚
體系所有醫學研究計畫，同時也擔任AI智
能核心實驗室主持人，涉略領域廣泛。

回想起自己在長庚醫學院的學生生涯，郭昶甫
醫師說，長庚醫學院教育制度非常臨床導向，大
二就開始接觸醫院體系，所以長庚醫學院訓練的
學生，進入到臨床很快就能上手。除了臨床訓練
外，學校也安排許多必修的研究導論課程，讓從
無研究基礎的他，練就一身紮實的基本功。
就讀醫學系，郭昶甫醫師很早就打定要走內
科，當時長庚醫學系所在位置較為偏僻，加上院
區集中，大家幾乎都生活在一起，所以前後屆的
學長學弟感情非常融洽。他認為，長庚就讀環境
讓學生培養較佳的默契，所以長庚醫學院畢業的
學生對長庚向心力十足。
喜歡做研究的郭昶甫醫師總是喜歡接觸新的
事物，老師用「不安於室」形容總是創意十足的
他，但不論住院或是專科考試，郭昶甫醫師也都
是名列前茅。住院醫師期間就開始參與臨床醫學
研究所課程，最後為延續研究之路，成為當屆少
數留在醫學中心的學生。
郭昶甫醫師認為，醫學系最重要目的就是培
養醫師，而醫學中心醫師角色就是透過教學與研
究，引導新的科學方向。他個人喜歡挑戰新的事
物，留在醫學中心是最好的選擇，特別是長庚體
系非常鼓勵醫師自由發展，並願意給予最大資源
與協助，讓他無後顧之憂成為一位研究型醫師。

赴英進修大數據分析 看好AI醫學合作
總是喜歡新挑戰的個性，讓郭昶甫醫師在擔任
主治醫師四年後，申請前往英國諾丁漢大學進修
大數據分析領域，從流行病學、家族遺傳角度研
究痛風，開啟以大數據分析健保資料庫風潮。
2017年底JAMA發表第一篇與AI有關的眼底鏡
研究，吹起科學界對AI研究的號角，當時看到這

篇研究，郭昶甫醫師就認為，AI絕對是未來趨
勢，雖然當時台灣還沒有AI領域人才，郭昶甫醫
師便加入第二屆AI學校，與不同領域者相互切磋
討論，確定長庚有足夠的基礎後，開始在體系內
執行專案計畫，更進一步向董事會申請設立專責
AI單位，終於在2018年開全國醫院風氣之先，成
立AI智能核心實驗室。
長庚醫院體系早在2001年開始執行數位化，
2004年已將X光片全面中央化，雖然建構一個很好
的資訊基礎，但是投入AI後郭昶甫醫師才明瞭，
AI與醫療應用間仍有非常大的落差，必須一一克
服。
郭昶甫醫師表示，光是一開始與工程師的溝通
就是雞同鴨講，醫療與工程間由於專業知識截然
不同，幾乎無法溝通，以X光片舉例，工程師思考
模式就是0與1二分法，但醫療端卻必須從X光片蛛
絲馬跡判斷出是發炎、心臟擴張等，兩者必須透
過不斷溝通，才能彼此了解對方專業需求為何。
郭昶甫醫師認為，AI知識本身並不難，但在資
訊系統較為封閉的醫療體系中，整合所有單位成
為一個系統，相對就較為困難，例如長庚體系現
在有超過一千四百萬張的X光片，以AI輔助閱片
已經可行，但要如何去打通行政、資訊、臨床審
核等單位，必須有賴團隊人員一一溝通協調，所
幸在長庚體系支持下，打通這些環節已比其它醫
院更為簡便順利。

AI醫療有效應用 需經臨床實證
外界震天響的在討論AI，郭昶甫醫師坦言，醫
療領域離AI還有一段不小的差距。醫療是非常專
業的領域，做出的AI產品不僅要醫師可以使用、
懂得使用，同時更必須具有臨床實證，才是一個
成功的醫療AI產品，現在許多號稱AI的醫療應
用，其實更偏向披著醫療外皮的工程產品。
郭昶甫醫師舉例，腸胃道內視鏡系統搭載AI，
可以減少醫師未觀察到的瘜肉病變或是早期病灶
機率，但就醫療端而言，真正的臨床證據是必須
看五年後，兩組不同檢查方式病患罹患癌症的機
率，這是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所有應用於醫療
的AI產品都必須以更為嚴謹的審核過程才能生存
下去。
郭昶甫醫師說，透過團隊努力，前面研發階
段並非難事，後半段如何產品化、臨床端醫師甚
至是基層普遍使用、如何快速通過法規審查等，
是目前最具挑戰的關卡，他相信針對問題依序解
決，台灣與國際間的差距應可快速且大幅縮小。
郭昶甫醫師強調，對醫療而言，AI本身並非難
事，而是必須在封閉的醫療環境中，整合所有系
統、法規等問題，才是AI真正能應用於臨床端的
關鍵。應用於醫療的AI產品也必須證明可以優於
現有醫療標準，而非不劣於現有醫療標準。
郭昶甫醫師認為，研究走在科學前面，透過
研究論文發表，可以引導這個學科知識進步的方
向，甚至成為未來治療指引的重要基礎，從研究
中找到方向，是他樂於挑戰新事務的重要動力。
面對種種挑戰，郭昶甫醫師相當感謝長庚體系
的養成與支持，將他從一個完全不懂的高中生，
透過教育、專業、態度的要求，蛻變成為可以獨
當一面處理病人的醫師，同時更支持他走向研究
之路，給他最大的自由度，選擇自己想做的事。

（圖／郭昶甫醫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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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蔣仁人／專題報導
長庚醫學系畢業的中生代醫師擔任部門主管
中，復健部部主任裴育晟醫師不論臨床或研究
領域都有傑出表現，帶領陣容龐大的復健部不
斷超越自己。裴育晟醫師說，長庚體系讓他感
覺非常自由，也感謝長庚體系的持續栽培，他
希望延續長庚體系優良傳統，為培育下一代醫
師持續努力。
裴育晟醫師是長庚醫學系第二屆學生，當初
其實只差五分即可進入台大醫學系，原本可填
其它醫學系，但當時考慮自己崇尚自由，加上
長庚醫學系環境較為單純，重視實力不受其它
因素干擾，讓學生感覺較有未來性，即使到現
在，這些因素仍是其它醫學院畢業生申請前往
長庚接受住院醫師訓練的主要原因。

長庚醫學系臨床訓練嚴格
裴育晟醫師說，長庚醫學系當時屬於新成
立，設定為醫師的訓練單位，因此學校對於學
生成績課業與臨床訓練要求非常嚴格。他說，
紮實程度可從醫師國考成績證明。當時班上共
有48人，僅有兩位未通過，錄取率高達九成以
上，當時醫師國考錄取率平均最多三成出頭，
由此可見當時長庚醫學院訓練嚴格程度。
崇尚自由的裴育晟醫師認為自己不是典型的
學生，就讀醫學系壓力非常大，但進入醫院體
系馬上就海闊天空，他認為，醫院實習時馬上
體會長庚融合多元文化的氣氛，讓他體驗到成
為醫師的快樂，心中的醫學魂也徹底被解放。
裴育晟醫師分析，長庚醫院當時受到美式教
育影響，管理階層將許多科系主任送往國外進
修，作風較為美式，但是臨床環境較受日系文
化影響，而醫院管理則是台式管理，在這樣融
合台、日、美文化的體系中，不會因為是長庚
醫學院畢業就特別栽培，而是以優秀人才做為
留院條件，這個文化已經內化到醫院各主管，
人才培育必須從專業、認真、EQ等各面向進行
多元化考量。
從小就愛看科普書籍的裴育晟醫師，對大
腦非常著迷，最後在神經學相關科系中，選擇
以復健科醫師為職志。他說，復健科在長庚體
系中規模較大，臨床成效頗具口碑，他在各科
輪流實習階段，明顯感受復健科很團結，醫
師氣質、素質、學養兼具，科內氣氛讓人相當
安定，種種因素讓他決定成為復健科大家庭一
員。

▲林口長庚參加國家新創獎的合作團隊，包括整
形外科系主任林有德醫師（左起）、裴育晟醫
師、外傷整形科主任林承弘醫師、研究員黃建嘉
博士。

裴育晟醫師是長庚體系積極培養的主管人才，專精於系統神
▼
經科學、觸覺系統學、心理物理學與復健醫學等領域。

裴育晟 投入復健領域 不斷精進實力
引領台灣復健機器人揚名亞洲
加入復健科讓裴育晟醫師人生提升至另一個
層次，當時桃園長庚前院長黃美涓醫師看出裴
育晟醫師熱衷研究特質，鼓勵他繼續進修，擔
任兩年主治醫師後，裴育晟醫師便申請長庚獎
學金前往美國最頂尖的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就
讀，經過四年苦讀終於獲得神經學博士學位。

赴美鑽研大腦神經領域 生涯轉捩點
在美國進修這段時間，裴育晟醫師看到自
己許多不足之處，以前只會應付考試，對人生
沒有規劃，看到美國學生對於醫學的熱情與衝
勁，讓他深感不足，於是下定決心苦讀，在美
國鑽研大腦神經領域，成為他醫師生涯最大的
轉捩點。
裴育晟醫師在美國研究聚焦靈長類大腦神
經運作臨床研究，解析大腦神經運作模式，並
進行解碼與編碼，希望最後能應用於協助臨床
病人復健。雖然解碼研究尚需要時間累積，但
裴育晟醫師已將相關研究應用於機器人復健領
域，同樣也能讓大腦獲得刺激，協助病患復健
更有效率。
裴育晟醫師歸國後更聚焦於手部觸覺領域，
經由科技部、長庚大學、清華大學、長庚醫院
等經費支持及研究資源，開發機器人復健領
域，發現利用鏡相原理由機器人帶領病患進行
復健，無須透過開刀埋入電極同樣能改變大腦
神經連結，達到治療目的。
透過裴育晟醫師所帶領的研究團隊，相關成
果已經技轉，引領台灣復健機器人領域聞名於
亞洲。他說，未來若能將相關觸覺神經運作解
碼，再進一步進行編碼輸入大腦，即能達到直
接在腦部進行復健，可在病人睡覺時將神經網
絡連結，一覺醒來即可完成上千次的復健。

看好經顱磁刺激術rTMS未來發展
裴育晟醫師說，經顱磁刺激術rTMS目前已經
能達到調控腦細胞作用，透過核磁共振定位精
準度可達一公分以內，雖然這個療法在腦中風
治療的操作模式尚未完全確立，目前美國FDA
尚未核可，但具有非常大的發展性，長庚將投
入高品質研究，持續加深研究力道。
裴育晟醫師認為，在大腦內植入物體多少會
引起免疫反應，未來若能搭配光基因技術，將
改變的蛋白質以雷射方式植入大腦對應區域，
將會徹底改變現代醫學。雖然目前尚未有明確
時程，他相信只要有大量資金持續投入，可望
在十年內看到初步研究成果。

▲裴育晟醫師研發的手部復健機器人系統領先
亞洲各國，並在多國成功上市。

裴育晟

小檔案

學歷：
．長庚大學醫學系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神經科學博士

現職：
．林口長庚醫院復健部部主任

經歷：
．林口長庚醫院腦神經外科副教授／助理教授
．長庚醫院復健部住院醫師、主治醫師
．舊金山加利福尼亞大學腦瘤研究中心研究員

專長：
．關節炎及肌內骨骼疼痛治療、超音波導引注
射、腦神經及脊髓損傷復健
一路從長庚醫學院成長，再到長庚體系內茁
壯，裴育晟醫師謙虛的說自己非常幸福，學生
時期累積紮實醫學基礎，進到醫院體系後又獲
得院方賞識，讓他得以有充足資源持續進行研
究，他認為，若是在其它醫院體系，恐怕就沒
有那麼幸運，可以一直做自己有興趣的事。
擔任科部主管，裴育晟醫師也希望將自己的
經驗，持續分享給年輕主治醫師。他說，復健
部的傳統就是希望將優秀的醫師送出國進修，
再將國外汲取的經驗內化到科內，讓科內永遠
有源源不絕的新知識、新觀念，帶動整體的進
步，這幾年復健科的論文經常在院內比賽中脫
穎而出，就是最好的例證。
裴育晟醫師說，出國進修並不是只有學習知
識與技術，而是可以改變一個人看待科學的眼
界，學習與台灣完全不同的方法。他認為，現
在的醫師不僅是醫師科學家，同時也是醫師工
程師。雖然不是所有醫師都適合走研究路線，
但只要能找到人才願意投入，這些關鍵少數就
是改變人類科學的重要動力，他期許自己能夠
持續培養人才，讓科學可以持續進展，為人類
進步做出重要貢獻。

（圖／裴育晟醫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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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紹群 以長庚人為榮 鑽研各種麻醉技術
積極推廣不插管精準麻醉

高雄長庚醫院麻醉部在主任吳紹群醫師領軍
下，在國內麻醉領域表現十分亮眼，尤其在精準
麻醉領域更是領先各家醫學中心，為國內率先將
精準麻醉觀念，推廣至每一位在高雄長庚接受手
術的病患，讓病人在更安全舒適情況下得到完整
的照護。
吳紹群醫師長庚醫學系畢業後就投入麻醉科領
域，鑽研精準麻醉以最安全的方式守護病人。他
坦言，自己並不是特別有天份的人，為了在麻醉
醫學領域闖出一片天，住院醫師及主治醫師時期
比別人更努力鑽研各種麻醉技術及方法，希望病
人可以得到更好的治療。
來自台南縣新市鄉的吳紹群醫師說，國小及國
中時的IQ測驗只有80幾分，不若台北市長柯文哲
IQ157。雖然IQ不如人，從小到大始終堅信，努力
不一定能有收穫，但沒有努力一定不會成功。

研讀大量論文接軌國際 不斷挑戰自我
吳紹群醫師深知必須靠後天努力，才能在麻醉
醫學領域闖出一片天。升任主治醫師後他不斷自
我突破，研讀大量論文及國際最新趨勢，並強迫
自己在晨會時要主動舉手發問，而為了強化研究
及數字分析能力，利用工作之餘到高雄師範大學
進修研習臨床統計研究等相關課程。
今天能在麻醉醫學界稍有成就，除了勤能補拙
的毅力外，一路以來各領域提攜他的恩師也是他
的貴人，例如領他入門的潘恩源醫師、開啟臨床
研究視野的周安國醫師、肝臟移植麻醉先驅姚文
聲教授，以及深耕基礎研究並且一路支持他的高
雄長庚外科部主任謝青華醫師。

突破傳統麻醉觀念 發展獨有特色
因為他們的教導，吳紹群醫師能不斷挑戰自
我，在國內麻醉醫學領域占有一席之地。他表
示，每位恩師在不同階段給予不同養分，督促他
不斷往前，突破傳統麻醉觀念，在臨床、研究及
品管服務三大領域皆發展出獨有的特色，以最安
全、最高品質的麻醉方式守護每位病人。
除此之外，高雄長庚麻醉部特有的訓練方式，
培養出吳紹群醫師的觀察力及敏銳度，可以察覺
到一些細微問題，列為下次改進的空間。他表
示，高長麻醉科住院醫師採取嚴格的一對一訓
練，每位住院醫師同一時間只照顧一位病患，而
且全程沒有麻醉護理師幫忙，必須一人分飾醫師
及護理師的角色。

這種訓練模式在各教學醫院頂多為期一個月至
六個月，之後就離開房間獨立作業，一個人顧守
好幾位病人。吳紹群醫師表示，高雄長庚麻醉部
一對一的訓練時間，比其它醫療院所還長，像他
整整經歷兩年半的時間。

吳紹群醫師以身為長庚人為榮，他表示，今天能有如此亮眼
▼
表現，感謝一路提攜他的恩師與貴人。

記者邱玉珍／專題報導

臨床訓練兩年半 精準判斷病人變化
當吳紹群醫師結束訓練，可以獨當一面照護病
人時，剛好當時義大醫院成立，麻醉部不少主治
醫師及護理師被挖角，面臨人力短缺問題，白天
要身兼住院醫師與麻醉護理師，夜間值班時也要
隨時切換不同的身分，麻醉誘導完成後，要扮演
護理師角色留下來全程守護病人，直到整檯手術
順利完成。
兩年半的臨床訓練，讓他學會思索如何讓病
人有更好的麻醉品質。臨床病人若有蛛絲馬跡變
化，吳紹群醫師馬上可以察覺並進行精準判斷是
否要立即改變麻醉處置。他表示，當年被要求多
待半年時，心裡百般不願意，覺得自己已經可以
獨當一面處理90%以上的狀況了，為何還要繼續
待在小房間監控病人各種生理指數。
如今回頭看這件事，慶幸當年可以多待半年的
時間，「這是一個很寶貴的經歷」。他強調，過
去訓練讓他可以更仔細觀察病人反應及變化，進
一步思考是否還有進步的空間。每一次執行麻醉
術式時，吳紹群醫師總是在心中不斷反問自己，
下次若再遇到同樣的狀況，有沒有機會做到90
分，不只是及格就好，而是追求讓病人可以有更
好的預後。
近幾年積極推廣不插管精準麻醉的吳紹群醫師
依稀記得，2004年還是R2時，看到國外期刊發
表Entropy BIS相關研究，可以減少不必要的麻
藥劑量，且術後病人能夠快速康復甦醒。他開心
與同事分享該研究，未料卻遭資深前輩潑冷水：
「這有什麼了不起，就是故意把病人麻很淺而
已」。
吳紹群醫師笑著說，還好當年自己心臟夠強，
沒有玻璃心碎滿地，堅持做對的事才能有今天的
成果。高雄長庚2017年開始推廣，剛開始一個月
只有一、兩百人次，2020年最新統計發現，每個
月已有一千五百多人次精準麻醉，居全國領先
群。
吳紹群醫師表示，精準麻醉早已是國際趨勢，
特殊手術的不插管精準麻醉更在許多醫院紛紛開
展，希望將來每一位接受鎮靜或全身麻醉的病患
都能享有精準麻醉的好處，讓台灣麻醉的專業能
成為每位手術病患的守護天使。

吳紹群

小檔案

學歷：
．長庚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長庚大學醫學系

現職：
．高雄長庚醫院麻醉部主任
．高雄長庚醫院麻醉部副教授級主治醫師
．台灣麻醉醫學會理事
．台灣麻醉醫學會臨床指引審定委員會主委
．醫策會診所美容醫學認證評鑑委員
．醫策會疼痛照護評鑑委員

經歷：
．高雄長庚醫院麻醉部副主任
．高雄長庚醫院麻醉科系主治醫師
．高雄長庚醫院麻醉科系住院醫師

專長：
．全靜脈麻醉、（腦波監測輔助）精準麻
醉、整形外科及肝臟移植麻醉

（圖／吳紹群醫師提供）
高雄長庚麻醉部在吳紹群醫師帶領下，
▼
陣容堅強。

吳紹群醫師說，腦波監測下的精準麻醉
▲
如同汽車的盲點偵測系統，可避免擦撞憾
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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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勝文醫師說，產前胎兒內視鏡手術沒有模糊
▼
空間，不是成功就是失敗。

台北長庚團隊在蕭勝文醫師帶領下，再度挑戰
▲
極為困難產前胎兒內視鏡手術。

長庚醫學系傑出醫師

蕭勝文 台灣首位胎兒醫學博士
世界級胎兒手術培訓中心
目標
打造

胎兒醫學中心是台北長庚婦產部特色醫療之
一，近幾年在胎兒先天畸型診斷及治療等領域，
繳出亮眼成果，居國內、甚至亞洲領導地位。專
研胎內治療的台北長庚婦產部產科主任蕭勝文醫
師是胎兒醫學中心的靈魂人物之一，被國內婦產
科界稱為「胎兒治療」專家。

主攻羊水幹細胞與胎兒基因細胞治療
蕭勝文醫師是國內第一位胎兒醫學博士，長庚
醫學系畢業後就投入婦產科領域，以住院醫師第
一名成績選擇產科，鑽研胎兒醫學，主攻羊水幹
細胞與胎兒基因細胞治療。投入此領域最大的心
願就是期能藉由胎內治療先進的醫療技術，幫助
更多罹患先天疾病的胎兒有機會來到這個世界。
日前剛完成困難產前胎兒內視鏡手術的蕭勝文
醫師表示，當年會選擇朝胎兒醫學領域發展，源
於R2那年，在更衣室看到一本國際期刊封面，醫
師開腹、開子宮幫胎兒執行手術。看到封面胎兒
手上放置偵測心跳的儀器，感到非常震撼，因此
決定朝此領域發展。
蕭勝文醫師表示，20年前國內胎兒治療仍在起
步階段，在學習過程中從未聽過教授及資深前輩
提及，當時只有導管治療經由引流的方式，解決
胎兒胸水及膀胱積水等問題。直至2005年雙胞胎
兒輸血症候群胎兒鏡治療手術權威詹耀龍醫師，
以胎兒雷射手術完成國內首例雙胞胎輸血症候
群，為國內胎兒治療的先驅。
過去在婦產科醫師的訓練過程中，診斷出許
多產前重症的胎兒，或是有基因缺陷的胎兒，診
斷出來後往往只能告訴家屬選擇終止妊娠。根據
統計，國內需要接受產前治療的胎兒比例大約
1~2%，以往這些胎兒因無法接受治療，只能被迫
終止妊娠。
然而，隨著醫學的進步與對個體尊重的觀念，
胎兒也是人，即使還沒出生，也有接受治療的權
力。蕭勝文醫師表示，隨著醫療技術的進步，胎
兒透過子宮內治療，有機會避免產後重度病情的
發生，甚至可以達到早期治療的目的。
他進一步指出，產科醫師與其它科別醫師最大
不同之處，在於產科醫師不只要照顧媽媽還要透
過肚皮照顧另一個病人。腹中胎兒沒有辦法發出
求救訊號，也無法與醫師對話，得仰賴婦產科醫
師產前診斷察覺胎兒是否異常，若有異常再與家

屬討論目前的處置方法。

蕭勝文醫師表示，胎內治療可幫助更多有先天疾病胎兒
▼
有機會來到世界。

記者邱玉珍／專題報導

利用射頻燒灼術 成功進行胎兒治療
以單絨毛膜雙胞胎為例，發生率約千分之三，
較容易產生孕期併發症，包括雙胞胎輸血症候
群、選擇性胎兒生長遲緩和無心怪胎。他說雙胞
胎輸血症候群需接受胎兒內視鏡雷射手術治療，
但選擇性胎兒生長遲緩和無心怪胎，若不及早介
入進行醫療處置，血液會不斷輸給異常胎兒，導
致健康胎兒水腫、貧血，甚至胎死腹中。
為搶救雙胞胎中的健康胎兒，針對選擇性胎
兒生長遲緩和無心怪胎施行選擇性減胎有其必要
性。2020年蕭勝文醫師帶領胎兒醫學中心團隊用
射頻燒灼術（RFA）進行胎內治療，經超音波指
引下，以射頻燒灼阻斷異常胎兒的血流供給，進
而達成減胎的目的，台灣在此領域的治療水準居
亞洲之冠。
雖然腹中胎兒無法主動發聲，但透過早期診
斷，可讓家長及早掌握胎兒的狀況，然後做出適
切的判斷。蕭勝文醫師表示，胎內治療沒有模糊
空間，不是成功就是失敗，失敗面對的是兩至三
條生命，執行術式的醫師心理素質要夠強，即使
在極大壓力下仍能臨危不亂，才能面對各種壓力
及挑戰。
也正因為如此，蕭勝文醫師在執行各種手術
前，會與各醫療團隊進行術前演練，術前詳細規
劃每一個人的位置及工作內容，如刷手護理師與
流動護理師要準備些什麼，並檢視是否備妥所有
器械及緊急狀況所需的醫療物質，才能確保媽媽
及胎兒的安全。

為胎兒內視鏡手術 建立標準化流程
此外，為了讓更多人投入胎內治療，一起守護
胎兒的健康，台北長庚胎兒醫學中心正將各種胎
兒內視鏡手術建立標準化流程，每種疾病處置都
有一套SOP流程，包括選擇減胎、膀胱積水、胸腔
積水，或是胎內幹細胞移植、輸血治療等，預計
2022年申請SNQ國家品質標章，成為國內各家醫
院學習標竿。
儘管台北長庚胎兒醫學中心在胎兒內視鏡手
術領域，不論是國內及亞洲國家均居領導地位，
但蕭勝文醫師覺得還有進步空間，唯有持續不斷
的進步，才能成為重要的世界級胎兒手術培訓中
心，培訓各國新生代母胎醫學專科醫師，以造福
更多需要接受治療的孕婦及胎兒。

蕭勝文

小檔案

學歷：
．長庚大學醫學系
．台灣大學分子醫學研究所碩士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胎兒醫學博士

現職：
．台北長庚產科主任
．長庚大學醫學系副教授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UCL)榮譽資深研究員

經歷：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附設醫院婦產科醫師
．英國國王學院醫院胎兒醫學研修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婦產部產科研修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婦產部主治醫師

專長：
．產前基因診斷、胎兒治療、高危險妊娠、
超音波、幹細胞研究、腹腔鏡手術

（圖／蕭勝文醫師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