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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雕像必須像一棵樹，慢慢成長」 (羅丹) ，教育亦然。

一場霧雨、一個行動計畫與一群人之

成大經驗，2019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
STM 中心/ 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楊倍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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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1. 跨領域的基礎是什麼？

2. 由自然科學跨到人文學科的領域會產什麼新學

問？它的有效邊界在哪裡？

3. 在醫學院這麼職業導向的訓練中，該學什麼非

專業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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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about 
seventeenth century) explicitly prohibited its fellows from 
speaking of religion or politics during the course of its 
scientific meetings, and similar prohibitions were inscribed 
in the charters of a number of Continental societies.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by Steven Shapin (1996)

曾經跨越科學領域而討論人文議題所產生的
爭議太多，乾脆明文禁止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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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醫學院裡，人文教育是多年來的期待，但
是長久以來，它只是由熱心的老師自由發揮，
成為三無狀態。

1. 沒有系統的討論人文教育的內容。(拿來主義)

2. 沒有(專人)行政組織來推動及深化它的內涵。

3. 沒有固定的經費。

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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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學院醫圖：武田書坊

 1989 年秋

 安部藤生+豐田繁+

黃崑巖+柯慧貞

 130萬/五年

 林水泉裝潢承造

 1990/06/15開幕

---黃崑巖回憶錄2007

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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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是科學發展的動力，可以從你在這裡喝咖啡開始。」
--邵長平

一杯茶、一杯咖啡、幾張紙、十來萬

民國八十八年秋在擁擠的空間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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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讀書、讀書

咖啡角落增強版

9/4/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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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劇情和演員的舞台就跟空白的畫布一樣，
雖然它有無限的可能，

但是

好戲---還需要慢慢的等待

舞台

三年之後的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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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醫大 (黃駿)
南華大學 (蘇峰山)

中正大學 (王德穆; 陳昭榮)
屏東師範學院 (黃麗鳳)

高雄大學 (蔡振章)
成功大學 (楊倍昌)

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 (跨校合作計畫)

民國九十一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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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arc1.cc.ncku.edu.tw/~sts1/www/TGIF.html

設置網頁是蔡維音的點子

視聽中心寧李妤容設計

網頁由
王玲雅
設計

陳文杰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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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演講題目 演講者

2009/4/10 從熱帶醫學研究所到美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 林炳炎

2009/4/24 藏在疾病裏的悲與傷 鄭淑惠

2009/5/01 壓箱寶show－從成大看醫療與社會小龍套的自言自語 高雅慧

2009/5/08 什麼是理想的無障礙環境？ 邱大昕

2009/5/15 健保醫療品質資訊公開 鄧宗業

2009/5/22 人類生命的再生與複製-倫理爭議與法律挑戰 范建德

2009/6/05 壓箱寶show－話成大醫技20年難以定位的理想國度 吳華林

2009/6/12 看的方法 從不存在的三角形到亞當的… 邱仲銘

TGIF讀書會：「醫學、科技與社會 」人文講座2007/3~2009/10 (共73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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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份子與社會專題 (南華、中正)

 尊重生命；生態保護與生活方式 (屏師院)

 生物科學的理則學；生物科學史與科學哲學；醫學史；臨床溝

通演練；由醫學看生死 (成大)

 倫理思考 (高醫大、成大、南華、中正)

 質化研究法 (高醫大、南華、中正)

 網路文化研究；資訊與現代社會專題；環境、教育與社會專題；

知識、權力與社會 (南華)

開授跨校合作的課程

教育部顧問室
92-93年度STS、多元文化、現代性跨校合作計畫分組總評意見表：

成大的缺點是缺少貫穿各個子計畫背後課程設計的理念，但其個別課程內容就其初步規劃
看來頗為妥切具體，希望能藉此機會把這些課程的資料整理，提供他校作為STS課程的基
本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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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與學習情境有關的軟硬體環境設置成大的缺點是缺少貫穿各個子計畫背後課程設計

的理念，但其個別課程內容就其初步規劃看來頗

為妥切具體，希望能藉此機會把這些課程的資料

整理，提供他校作為STS課程的基本素材。

原來樓上並沒有人替我們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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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員：人材是最關鍵的因素。

二、整合性研究：沒有研究，沒有討論自己的長處與短處的
教學大多只能作為入門的介紹而已。

三、活動：
(a)、教學：教育部的學程教學計畫案。
(b)、演講及研討會：掌握及時科技脈動，瞭解科技發展

對社會的影響。

四、出版：要落實醫學人文教育，我們應該要編寫自己的教學資料。

五、國際合作：在地全球化網絡是相互學習的重要項目。

社會、科技與醫學研究中心

http://teach.med.ncku.edu.tw/stmcenter/introduction.htm

工作發展的策略及綱要

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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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員

• 校內同仁形成專家網絡。 (楊倍昌、林秀娟、林其和、黃美智、徐畢卿、柯乃

熒、賴明亮、白明奇、陳美霞、許甘霖、陳恒安、侯英泠、陳政宏…….)

• 聘用專案教師做為重點領域紮根的主力。目前STM中心專職人員有三位

專案助理教授、一位博士後 (翁裕峰、許宏彬、吳挺鋒、陳佳欣)及七位計

畫專任助理。

2007/10/17四樓院辦公室行政區
(當時真的才四個人; 門排紙貼的)

2009/9/11 三樓STM辦公室; open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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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整合

教學計畫

研究計畫

 熱蘭遮醫學人文行動網

 新興議題及專業教育改革中綱計畫：醫療、科技與社會學程

 醫學人公民素養：核心課程建置與專業課程整合計畫

 社會脈絡下的「關懷」臨床教育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of formal curriculum in caring education

 臺灣基因資料庫(Biobank) 發展之論述與溝通

 社會變遷與健康意識:南台灣研究「當代公民社會之健康與環境
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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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領域 課程名稱 (2學分課)

歷史與社會

核心課程
（最少2學分，最多4學分）

公民社會; 社會學; 經濟學..

應用課程
醫學科技與社會導論; 醫學科技與社會之議題與研
究; 公共衛生導論; 醫療社會學; 醫學史; 多元文化; 

醫療人類學 ..

人際與溝通

核心課程
（最少2學分，最多4學分）

心理學; 認知科學..

應用課程 行為科學; 兩性關係; 情緒管理; 醫病關係..

倫理與法律

核心課程
（最少2學分，最多4學分）

生命倫理; 法學緒論; 法律素養; 生死學..

應用課程
醫療與法律; 醫師與生死; 環境倫理; 醫療工程倫理

.

實作及參與 （最少2學分）
醫學人文大專研究計畫; 熱蘭遮醫學人文行動網; 

倫理小尖兵; 公衛教育在社大..

每位選習此領域的學生至少要完成20個學分（至少包含10 個核心課程學分 +2 個實作學分
+8 個應用課程學分）。

醫學人文學程



醫學、科技與社會學程

• 2009年6月23日經校課程委員會通過成立

• 2009年10月8日「醫學、科技與社會學程修習
辦法」經醫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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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each.med.ncku.edu.tw/stmcenter/zeelandia.html

行動書寫: 在行動中，照見自己 ---顧玉玲

2008-2009：教學創新團體組第一名
2009/10： 結合服務學習課程

熱蘭遮計畫: 建立臺灣醫學人文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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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蘭遮工作坊時間表

2008/12/20 2008/12/21

議題
1.追尋醫學的軌跡：許宏彬
2.近代醫療工作者的奉獻足跡：
謝奇璋

3.部落、偏遠地區醫療與社會調
查：許甘霖

4.移民配偶、勞工的流離尋岸：
吳挺鋒

5.老年健康處境紀實：楊靜利

口述歷史
王秀雲

史料收集與運用
曾品滄

紀錄片
許慧如

中餐 中餐

參與觀察、深入訪談
王金壽

傳記文學
顧玉玲

民族誌
劉紹華老師

報導文學
李文吉

晚餐
綜合討論／
楊倍昌

「有效掌握紀實/報導攝影的竅門」
蕭嘉慶／台灣攝影藝術學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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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想法：

1. 從以前到現在我們所知道的，不管是故事或是知識都是別人告訴我們的，
所以我們想要藉由這次活動的機會，由自己的雙腳去發掘更多的地方故事。

2. 我覺得此次活動讓我受益良多。最讓我驚訝的是：老師和學生之間的互動
不像以往課堂上那樣的疏離，無論在工作坊或是成果發表，老師和學生都
是站在同一立場提問和思考，這和平時老師站在台上就是要傳道授業解惑
的印象完全不同，使我十分震撼。

3. 此次行動計畫，個人的收穫：蒐集資料、組織能力、思考問題、參與討論、
分享回饋

4. 還有其他沒料到的感想……..

我原本以為有些知識是教不來的，但是…..
「熱蘭遮醫學人文行動網」31對報名； 20隊入圍

淺薄，

是行動課程的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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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東亞STS網絡會議/第一屆台灣STS年會

成大最美麗的夜色；網絡會議的晚宴在歷史系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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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會有人說：應該要做些事，只是要等升等以後在再說。

 有時會有人說：很好、很好，只是太忙，沒空。

 有時會有人說：外在環境不好，先給錢讓改善硬體吧。

 有時會有人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有時會有人說：你是專家嗎？

人的冷漠是事業成敗最大的障礙；當然總會有
疑惑時, 這些小事就算是當好玩盡些義務囉



行動之前，該有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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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人

空間
討論的
平台

研究計
畫

科技部、
教育部、
衛服部
“有錢”的
計畫案

研討會、
讀書會、
聊天會、
吃飯會…

沒有需要解決的真實問題，
而談論跨領域，多半是空談！

技術物：美食、
咖啡機、充滿
啤酒的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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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學生的學習風氣需要長期推動，跑短線會有困難。學

校的課程有常規性，需要時間、專人協調才容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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