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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總統(右)贈送「特色台灣旅茶食郵票專冊」給訪問團，由總會長陳珠琦醫師代表接
受。(總統府提供）

首先代表訪問團特別感謝蔡英文總統的接見，知道總統剛剛風塵僕僕的由南太
平洋三個邦交國出訪歸國，整個團隊也都非常的辛苦！恭喜總統又完成了一次成功
的外交出訪，在美國的高規格過境，順應了今年五月美國衛生部長於 WHA 公開支
持台灣參與 WHO，十月時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台灣旅行法」。這些轉變
不僅意味著在蔡總統的主政下台美關係是空前的友善，總統的意志也將帶領台灣走
出地區爭擾迎向世界，身為台美人的我們都深以蔡總統為傲。
NATMA 是由周烒明教授以及各個台灣醫學院旅美的前輩們在 1984 年創立
的，它是台灣人在北美洲的第一個職業社團，這多年來我們的會員們，關切母國的
醫學發展，對人權，環衛和正義的伸張。我們也極力的在美國各地以多元化的活
動，介入當地社會來做國際外交介紹台灣。在此特別介紹幾位在場的前總會會長及
有特殊貢獻的團員們，也強調 NATMA 每年將繼續做國際義診及幫助推動台灣的國
民外交。
我們一向都十分熱心的參與台灣國內的人權運動和民主選舉。在場就有多位是
長官們的舊識好友。我們就以林榮松、蔡承昌、張理美、邱義男、鄭天助幾位醫師
為代表。我們的會員包括在北美各地開業的醫師藥師和有權威的醫學院教授們如蔡
芳洋、王政卿、方贊棠、張賴益新等人為代表。我們多數的會員也跨越本會參與其

他在北美洲很活躍的社團，如 FAPA, NATPA, 和 NATWA 等，其中佼佼者如今天
也在現場的 FAPA 前總會會長樊豐忠醫師、NATPA 前總會會長許宗邦醫師。
過去十五年來我們每年到中美洲友邦國家做醫療義診，幫助拓展台灣的國民外
交，全體義診團隊的努力和奉獻是有目共睹的，也一向都深受國內外各界的肯定和
讚揚。 最近兩年更增加了到非邦交國的緬甸義診。多位團長以及隊友們今天也都
在此。我們就以王政卿、許正雄、林福田、程冠穎、許宗邦、林益顯各位醫師，還
有一對未曾缺席的姐妹花侯淑玲藥師和侯淑紅醫師為代表。明年 4 月中旬也已經安
排好到宏都拉斯的義診活動，在這個難得的造訪機會我們要再次感謝外交部，衛福
部及僑委會的配合和贊助。
我們遊學旅外多年深深體會到我國在參與國際組織的困難度，從 1997 年以
來，NATMA 協同 FAPA, NATPA, NATWA 多次在配合政府的政策措施下，以義工
身分組團到日內瓦參與爭取 WHA，WHO 的會員資格，包括在場多位團員都是年
復一年無私的奉獻參與，我們非常希望能再接再厲的加入這個艱困的歷程，大家都
願意全力的配合國家的政策繼續努力。
近年來我們已經有許多個會員響應政府的鮭魚返鄉計畫回國來，他們自願到醫
療資源比較缺乏的偏鄉工作，希望能對偏遠地區的民眾提供實質的醫療服務。
當然各位會員的付出，都是來自於背後有醫師娘們的全力支持，在此特別謝謝
在場的醫師娘們，會長夫人賴雪惠醫師也是其中之一，感謝醫師娘們長期的支持，
辛勞和鼓勵！
本會目前正積極的培養第二代來接班，可幸的是在全美 18 個分會中，目前有 6
個分會會長是由第二代的醫師來擔任，他們將會在台美之間做一個新世代的交流。
本會也成立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基金會，董事長王政卿教授今天也在現場，
NATMA Foundation 支援義診活動、頒發醫學生獎學金，從事社區公益活動。其中
幾個分會特別盡心賣力，譬如南加州分會基金會常舉辦地區義診服務及醫學講座。
紐約分會基金會設有林一洋醫師紀念演講獎，這個獎項一向和我們台灣的民主守護
者很有淵緣，我們的年度得獎者包括陳菊市長 (1998)，前總統 李登輝 (2003)，還有
我們親切的 蔡英文總統 (2008)，我們非常珍惜這個特別的緣份，也切盼大家惜緣，
繼續往前邁進。
在此也特別借這個機會代表團員們來感謝總統府吳釗燮秘書長，外交部駐丹佛
的張詩瑞處長，李瑞徵組長，僑委會委員長吳新興博士及北美科的陳超峰先生精心
的安排和協助，使我們得以有這麼一個美好的回台參訪行程。
（2017 年 11 月 6 日，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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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NATMA Delegates Taiwan Medical Progress Exchange Tour
（2017 年 11 月 5 日-2017 年 11 月 12）
NATMA 總會會長陳珠琦醫師及特助賴雪惠醫師簡述／圖 NATMA 提供
2017 年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訪台之旅的參訪行程從 11 月 5 日 到 12 日整整一個星期排得非常
的緊湊。共有六十二個人參加這次的盛會，NATMA 的團員們在 11 月 5 日分批從日本及美國各
州相繼抵台，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團員是在參加精彩豐富的 NATMA 八天六夜日本九州風情之旅
後，飛抵台北集合，再一起參加這個 NATMA 回台訪問團。帶著非常興奮的心情回到了多年不
見的故鄉， 大家都非常期盼將參訪計劃中的總統府和各府院部會以及數間故鄉台灣頂尖出名的
醫學大學及附設醫院，並將抽空到幾個景點參觀旅遊。
2017 NATMA 回台醫學交流訪問團的團長是現任的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總會會長陳珠琦醫師，
總領隊是林榮松醫師，領隊是程冠穎醫師，感謝在整個訪台期間大家都非常熱心盡責的為團員們
服務。
11 Д 5 ВȐࢃයВȑ
團員們在午後相繼抵台在台北市的國賓大飯店 (The Ambassador Hotel, Taipei) 報到集合，大家利
用晚上空檔時間認識新朋友或老友敘舊，也為第二天要開始的拜訪行程做最後的衝刺和準備。
11 Д 6 ВȐࢃය ȑ
在台北市 拜會各府院
我們在早上首先拜會僑務委員會，吳新
興委員長親自接待，田秋堇副委員長也
到場歡迎老朋友，感謝他們非常親切的
招待並且幫忙將我們訪問的行程安排得
非常順暢。
其次是拜訪外交部，我們和北美洲司長
及中南美洲司長做交流並討論來年繼續
到中南美洲台灣邦交國的義診活動。然
後是拜會立法院，蘇嘉全院長親切的和
每個團員握手寒暄，他也給了大家一個
很有感性深度的演講。中午立法院在康
園餐廳設宴招待訪問團，參加的人士包
括立法院蔡其昌副院長，民進黨黨團總
召柯建銘立委，環保署李應元署長，及
立法委員包括尤美女立委，僑委會田秋
堇副委員長等人，大家在餐會中繼續討
論交換意見暢談甚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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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們拜會了行政院賴清德院長，感謝賴院長
特別抽空接見我們。他說他感佩我們在美國打拼奮
鬥，仍心繫台灣，關心台灣發生的事情。賴院長表
示，除了兩岸議題外，民眾最關心的就是經濟發
展，六項具體拼經濟策略及解決五缺問題就是展現
政府的方向與決心。台灣經濟逐漸升溫，股市達一
萬點已連續 100 天，失業率降到 3.77%，各項經濟
指標證明，只要全民一起認真打拼，相信台灣經濟
一定愈來愈好。
我們也相信只要台灣全民一起打拼，台灣一定會愈
來愈好。在此也要感謝徐國勇秘書長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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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我們參加了僑務委員會在台大庭園會館設的晚
宴，真可說是菜餚豐富，賓主盡歡。這次我們不克
參訪衛生福利部，可幸衛福部陳時中部長在百忙中
特別抽空到晚宴會場和團員們見面交換意見。田秋
堇副委員長特別介紹她親自設計的僑務委員會印製
的精美月曆，明年是以「台灣特有種鳥類」為主
題，介紹台灣特有種鳥共有 27 種，分屬 14 科，包
括火冠戴菊鳥、黑長尾雉等鳥類，月曆上有陰陽曆
和中英文的解說，還可以用掃描 QR-Code 方式觀賞 ᒘଣߏȐύȑ߆ NATMA ԋǶӄ
特種鳥類影片，她還特別提供介紹台灣的光碟影 ଣߏȐѓ 3ȑӧԭԆύᒃϪௗࡑǶ
片，讓我們在南下訪問途中可以在遊覽車上觀賞，
我們很感謝田副委員長及僑委會的貼心。在此我們也要感謝僑委會及委員長吳新興博士高工作效
率的分發今年九月廿日才開始發行的「僑胞卡」給我們這次訪台團的每一個團員。
這次我們在僑委會及各個政府部會聽取了一些有關外交的策略，也比較國內外醫療及健保政策的
演進和缺失，交換不同的意見，進而提出一些改革的措施和建言。 過去十幾年來，NATMA 每
年到中美洲台灣的邦交國做醫療義診，幫助拓展台灣的國民外交，全體義診團隊的努力和奉獻是
有目共睹的，NATMA 的義診一向都非常的成功，深受國內外各界的肯定和讚揚。 我們透過此
次難得的造訪機會，對於台灣各個政府單位給予我們團隊有形及無形的協助聊表我們由衷的謝意。

11 Д 7 В(ࢃයΒ )
我們一行人一早就扺達國立台大醫學院及醫學人
文博物館
台大醫學院張上淳院長親自來接待我們，他致歡
迎詞，非常親切的和團員們相見，大家暢談甚
歡，接著景褔基金會及台大人文博物館召集人謝
博生董事長也加入了行列，他談笑風生與幾位久
違的校友們重逢敘舊，也簡約的講述台灣大學醫
學人文館的由來和演進的始末，經過長期的週旋
爭取，終於保存了這個台灣碩果僅存的醫學人文
館。醫學人文館位於台灣大學醫院，是台灣大學 ѠεᙴᏢଣదଣߏȐѰ 4ȑᒃԾٰௗࡑǶ

的一部分。成立於 1998 年 2 月 21 日。博物館定期舉辦特殊的醫療文化展覽，展示了台灣各院校
對醫療發展的貢獻。我們參觀了這個有濃郁的學術氣氛的台灣大學醫學人文館，它的主要目標是
提升醫學人文素養及拓展國際視野，這是需要大家共同鼎力支持的。 看到了我們故鄉早期的醫
學前輩堅毅勤樸盡心盡力的為台灣的醫療打拼，不管是台灣土生土長或是從外國飄洋過海在台灣
落地生根的醫療先輩都是值得我們敬佩和學習的對象，這真是一部有血有淚的台灣醫學史。
之後我們也短暫的參觀了我們團員之一的「醫
學人文教育推動執行辦公室顧問」邱義男醫師
的辦公室，他們將繼續致力於提升醫學人文教
育及拓展國際視野的活動。
接著到台大醫院參觀，何弘能院長特地到場接
待我們，也提供了醫學專題演講，醫師公會全
聯會理事長民進黨邱泰源醫師立委也特地抽空
光臨會場並做精彩的演講，他致力於推動《 醫
療法》第 82 條修法，希望醫療刑責合理化，應
該建立良好醫病關係，減少醫師因恐懼醫療糾
紛而採取防禦性醫療。使醫療刑責合理化是目
前非常重要不克容緩的議題。盼刪除現行法案
中「過失」致病人死傷之刑責，促進醫療刑事
責任合理化，減少醫病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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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時分我們扺達台北醫學大學及附設醫院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 Hospital (TMUH)
陳瑞杰院長致歡迎詞後親切的和團員們暢談敘
舊，接著黃朝慶副校長也加入了行列，他們在
我們交換禮物之後與幾位久違的北醫大校友們
寒暄合照，也和 NATMA 訪問團的團員們合照
留念。接著我們在午餐時分和北醫大學生們對
話討論美國醫療制度和回答學生的各式問題並
做學術交流。
在參訪北醫大之後經由雪山隧道 抵達羅東聖母
醫院，雪山隧道是台灣第一、全世界第五長的
公路隧道，全長約 12.9 公里。為蔣渭水高速公
路的一部份，位在新北市坪林區與宜蘭縣頭城
鎮之間。 在 2006 年 6 月 16 日開始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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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羅東聖母醫院受到董事長呂若瑟神父，徐會琪院長和鄭瑞雄醫師熱情的歡迎後，公關主任俞芳
苓給我們做了醫院簡報，接著參觀了老人醫療大樓，它是在 2017 年才竣工，打造「全親老」的
醫療設施，整合護理之家、老人門診和失智症照護中心等等，希望讓長輩們有一個安心看病的好
所在。聖母醫院將老人醫療大樓命名為「馬仁光紀念大樓」，藉此感念一生為宜蘭醫療奉獻的來
自義大利天主教靈醫會的修士馬仁光醫師，他於 1959 年踏上宜蘭這塊土地，在羅東地區行醫，
為貧苦的民眾提供醫療服務，2010 年過世，他曾說，他無欲無求，無條件的將生命全部奉獻給
病人及台灣。我們深深感受到飄洋過海來到台灣為在地民眾服務一生的外籍神父們的愛心。羅東
聖母醫院要給長輩們一個最安全的醫療照護環境。

接著羅東聖母醫院院長醫師及工作人員和我們在宜蘭金門餐廳享受了一頓豐盛可口的蘭陽美食。
夜宿宜蘭冬山綠舞日式庭園觀光飯店 Dancewoods Hotels & Resorts, Yilan。

11 月 8 日（星期三 ）
宜蘭冬山綠舞日式庭園觀光飯店座落蘭陽平原
五結，近蘭陽溪、宜蘭河及冬山河，三河匯流
入海，四方田野環繞，又有雪山及中央山脈遠
方擁護著，它盡攬得天獨厚的美景獨踞一方。
綠舞觀光飯店除了日式庭園景觀外，還有美術
館、主題劇場、輕食餐廳、櫻花茶屋及遊客中
心，水下步道摩西橋。庭園裡有清幽的溪流，
傳統日式建築及拱橋造景，讓人有一種走進京
都歷史名屋的錯覺。
早晨在清新園區導覽之後我們離開了宜蘭，計
劃在中午時分參訪「清水景澤生技植物工廠」
(Ching Tze Biotech Co., LTD)。我們在抵達之
後受到謝惠景總經理夫婦熱情的接待及聽取簡 Ѡύ୯ᙴᛰεᏢЎਠߏ(ύ)؇ѹ۸ଣߏȐѓ
報，景澤生技推展健康無毒健康快樂一畝田， 2)഻ـਓчऍਠ϶ӣਠϷᇯډೖǶ
是一個最符合國際標準化的生物科技植物工
廠，它是一個以其專業研發的栽培技術，多功能全封閉型 LED 的植物工廠，他們改善並克服一
般傳統植物工廠的栽培方法，建置一套完整「健康無毒、食用安全」的蔬菜植物生長環境系統，
參觀工廠之後我們享受了一餐精美可口最新鮮無毒的多種蔬菜及豬肉火鍋。
我們在下午三時準時抵達台灣中國醫藥大學及附設醫院
首先拜會李文華校長，聆聽校長致歡迎詞及簡報。中國醫藥學院於 1958 年設立，在 2003 年改制
為中國醫藥大學。中國醫藥大學在「世界大學排名」評比， 已經躍登世界頂尖 150 大。2016 年
及 2017 年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為台灣第一，與國立台灣大學同列於世界第 151-200 名之間。
台灣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創於 1980 年。目前有七棟醫療大樓以及現代化的醫療設備。
然後由 NATMA 總會長陳珠琦醫師和 CMUTNAAA 總會長陳寬正醫師相繼做致答詞。接著由陳
志鴻副校長介紹中醫大傑出校友湯竹林教授做專題演講，題目是 New Horizons in Trauma
Resuscitation，演講十分精彩大家收穫良多。接著和學生們對話討論問題，並做一些學術交流。
然後我們參訪了台灣中國醫藥大學台中附設醫院現代化的健檢中心和腦中風中心。
晚上由台灣中國醫藥大學李文華校長在長榮桂冠酒店設宴款待，三位副校長林正介教授，陳志鴻
教授和王陸海教授，前副校長陳偉德教授，院長沈戊忠教授，醫院院長彭慶添教授，許重義教
授，楊義明教授，莊明雄院長，學務長唐烽堯博士，主任秘書謝淑惠教授及校長夫人中央研究院
院士潘玉華博士也都參加了這個豐盛精緻的晚宴，大家談笑風生，賓主盡歡，這真是一個非常成
功且窩心的聚會。在此我們要再度衷心的感謝台灣中國醫大的熱情款待，謝謝給我們高規格的接
待。也要感謝公共關係中心吳嵩山主任的熱心安排和協助。夜宿台中清新溫泉飯店。
台中清新溫泉飯店是位於台中市最高點的大度山上，景觀遼闊，可俯瞰大中部地區，環境十分優
美，青翠山林、滿天星斗、晨曦雲彩。它擁有大度山高度 350 公尺的山麓所挖到的天然溫泉-屬
碳酸氫鈉泉， PH 值 8.1，公共溫泉池之外每個房間都設有自己的溫泉湯池，十分方便和舒適。

11 月 9 日（星期四 ）
在早上 7:30-9:00 CMUTNAAA 的校友團員們於台中清新溫泉飯店和台灣中國醫藥大學 MD/PhD
Program 的學生們開早餐討論會，大家儘量的回答醫學生們的各種問題和疑慮，希望學生們有所
斬獲。
接著我們參訪了台中亞洲大學及亞洲大學現代
美術館。
亞洲大學是一所位於台灣台中市霧峰區的私立
大學。校內有一座現代美術館與亞洲大學附屬
醫院。 現代美術館於 2013 年 10 月正式開幕，
建築主體是由清水混凝土與帷幕牆構成，室內
面積 1244 坪，戶外約 6000 坪，依建築師安藤
忠雄的設計，以正三角形為設計基本元素。這
次美術館剛好隆重推出華裔法籍當代的抽象藝
術大師-趙無極的回顧展，推展出多幅創下拍賣
紀錄以及從未曝光過的作品，我們都很認真且
開心的欣賞他出名的畫作，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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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時分抵達霧峰高爾夫球場俱樂部餐廳，由
年輕漂亮才華洋溢的廖紫岑董事長致歡迎詞及
簡報，台中市林佳龍市長也應邀到午宴會場和
我們會面，他發表了簡短但動人的演講，大家
都非常高興能夠有一個這麼難得的機會見到林
佳龍市長，祝他繼續有亮麗的政績為台中市市
民服務。
我們在下午三點多抵達台南新營生達製藥廠
(Standard Chem & Pharm Co., LTD)參觀，范滋
庭總經理致歡迎詞及製藥廠簡報後，帶我們參
觀了有現代化設備的製藥廠。它所產製的包
ୖᢀᑈཱུᗌӛ୯ሞϯޑғၲᇙᛰणᕴ(
括：西藥、原料藥之研發、生產、品牌經營與
ѓ 7)ௗࡑೖୢიǶ
銷售，並以西藥研發、製造與銷售為經營主
軸，除了行銷國內各大醫療院所外，近年來陸續開拓外銷市場，以便積極的邁向國際化的舞台，
在此敬祝他們的事業更上一層樓。
晚宴由生達製藥廠設在台南市晶英酒店招待我們的團隊，除了范總經理夫婦之外，台南市吳副市
長，衛生局長陳怡，許淑芬新聞處長，成大醫院楊俊佑院長，台南市醫師公會王正坤前理事長以
及台南市醫師公會張金石常務理事也都應邀來參加晚宴，和大家暢談甚歡。夜宿台南大億麗緻飯
店。

11 月 10 日(星期五)
今天我們去參觀位於台南的奇美博物館
奇美博物館座落於台南都會公園內，館區約 10 公頃，擁有經典西洋藝術、樂器、兵器與動物標
本等豐富館藏，並常舉辦特展。

宏偉壯麗的奇美博物館，內部共有三層樓，融合了希臘與羅馬的古典建築風格，純淨的白色外
觀，而館內空間是以羅馬圓形頂蓋高柱以及希臘式的三角窗打造，廣場則以希臘神話的故事為主
題，園區入口處是「鐵修斯戰勝人馬獸 Theseus Fighting the Centaur Bianor」然後是「阿波羅噴
泉 Fountain of Apollo」，接下來步入「奧林帕斯橋 Olympus Bridge」，橋上豎立著宙斯 Zeus, 雅
典娜 Athena，阿波羅 Apollō 等 12 尊奧林帕斯神殿 Temple of Olympus 的主神像。主入口的前方
是「繆思廣場 Musei Square - Muse Plaza」，周邊還有「小天使許願池 Cherub Fountain」，「愛
神雕像 Eros Statue」等，讓人彷彿置身於歐洲的古典宮殿。園區種植了不同的台灣原生花卉植
物。館內的收藏品以 13 至 20 世紀西洋藝術品為主，從小提琴到西洋繪畫，雕塑，動物化石標
本，兵器等等，參觀奇美博物館就好像上了一堂西洋藝術史。奇美博物館收藏的名琴數量更是領
先全球各博物館，而當中義大利名琴師約瑟夫瓜奈里(Guaneri del Gesu)遺作奧雷布爾(Ole Bull)價
值更是超過三億，可說是鎮館之寶，可惜它正外借中，我們這次是錯過了欣賞它的機會。
中午我們到了有名的「府城食府」飯店，品嚐了正宗的台南料理，他們提供精緻的台南小吃，包
括蚵仔煎、擔仔麵、芋頭糕、蝦仁肉圓、滷肉飯、手工豆花……等等，每一道料理小吃都蘊含了
台南府城獨有的人文風情及色彩。我們真的是享受了一頓非常特殊的美味午餐。
下午三點我們抵達高雄醫學大學及附設
醫 院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劉景寬校長致詞歡迎我們並
做高雄醫大的簡報。高雄醫學大學附設
醫院於 1957 年創立，為台灣第 2 所醫
學院。創辦人為台灣本土第一位醫學博
士杜聰明。醫界及台灣各地士紳踴躍捐
獻，是第一所台灣人創建的私立醫學
院，1999 年改名為高雄醫學大學。隨
後我們參訪了醫院及校園，也欣賞了校
園裡高醫大挍友名藝術家-油畫及雕塑
創 作 者 施 哲 三 醫 師 的 傑 作 「 和 平 銅 ଯᙴᏢεᏢቅඳቨਠߏȐѰ 8ȑ߆ਠ϶ϷᇯډೖǶ
雕」。我們也照慣例和醫學生做學術交
流研討會，討論美國醫療制度和如何申請學校及到美國移民行醫，種族歧視及語言問題等等學生
關心的議題。
晚宴由高醫大於十全路的老新台菜設宴款待我們，劉景寬校長，王秀紅副校長，鍾飲文院長，侯
明鋒院長，陳珠璜教授，高雄許銘春副市長，衛生局黃志中局長也應邀出席，高醫大校友們相見
歡，我們一面品嚐佳餚美酒一面暢談，大家都十分開心，感謝高醫大的熱情招待。夜宿新古典主
義瑰寶的漢來大飯店，它座落於高雄繁華的商業中心，十分方便。

11 月 11 日（星期六）
今天是我們在正式訪問台灣的府院會及各醫學院醫院之後的自由遊覽日。
我們首先到屏東山地門山川琉璃吊橋參觀遊覽。
山川琉璃吊橋是於 2015 年 12 月才開幕的，它是連結三地門鄉三地村與瑪家鄉北葉村的吊橋，這
座吊橋不僅是為了兩地的往來交通，也展現當地原住民的文化與歷史。吊橋總長 262 公尺，它能
承載重量兩百噸，離河床 45 公尺約 15 層樓高，每次通行限制以一百人為限，也不能撐傘，是目
前全國最長的吊床式的吊橋。

琉璃珠的意象裝置是由在地藝術大師撒古流巴瓦瓦隆設計的，它們分別鑲嵌在橋上兩側及引道上，
共有 32 面故事牌，述說著部落動人的故事。在吊橋兩端的入口處，是由兩地的國小學生們以馬
賽克藝術作品，裝置錨碇座牆面及擋土牆牆面，尤其兩端各設置一座巨石裝置藝術，以蕃薯芋仔
的意象來象徵族群的融合。
我們參觀了台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搭乘園區內的遊園車在文化園區各處觀光，也在歌舞場欣賞
各族原住民精彩的歌舞表演。
接著我們抵達屏東大鵬灣搭船遊潟湖。大鵬灣國家風景區位在屏東東港與林邊鄉交界，是由林邊
溪所沖積而成的潟湖地形。本來還有全國獨一無二的蚵殼島，可惜因風災損毀，目前正在重新建
構中。澙湖唯一出海口處也就是鵬灣跨海大橋所在地。鵬灣跨海大橋是大鵬灣最美麗最獨特的新
地標，是全國首座，也是目前唯一一座可以配合船舶進出的開啟式景觀橋。它在 2011 年 3 月正
式通車啟用，它擁有特殊三向度設計(有別於一般橋樑只有長與寬二個向度)，正面看有如鵬鳥啣
物，側看又如船帆揚起，背面似英文字母大 A，其造型採單塔非對稱單面複合式斜張橋。船上導
覽的當地小姐聰慧靈巧口才一流，大鵬灣的風景優美很值得到此一遊。
岡山阿蓮月世界是大自然鬼斧神工打造的世界奇景，單調嚴峻，宛如月球惡地地形的月世界。月
世界有四大步道，在玉池環湖步道漫步可欣賞到在湖中嬉戲的白鵝彩鴨和鴛鴦，道旁有開滿了各
色美麗花朵的九重葛和扶桑，在那兒漫步消遙，真可說是人生的一大享受。
接著我們在鳳山新台灣原味人文懷舊館晚餐，這是一個仿古舊式的餐館，館內有多種懷舊老物的
擺設，我們品嚐了各式美味佳餚及台灣啤酒，心滿意足的享受了在母國台灣的另一天。夜宿高雄
漢來酒店。

11 月 12 日(星期日 )
享受了豐盛的早餐之後，我們在重整後著名
的高雄愛河河邊做短暫的停留，大家成群結
隊的在美麗乾淨的河邊走一走照照相，籠罩
著一片歡樂氣氛，這真是一段美好的時光。
早上 11 點多我們抵達雲林縣大埤鄉的政德
製 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Gentle Pharmaceutical
Co. LTD)參訪。受到李成輝總裁，徐好董事
長及李宛眞總經理熱情的歡迎，政德製藥廠
是國內抗生素注射劑最大供應商，是台灣萬
古黴素 (Vancomycin) 市占率八成以上的大
藥廠，也是德國默克(Merck)藥廠在台「無
菌試劑 Sterile Reagents」唯一的代工廠，更
因此成為台灣首家進軍歐洲市場的藥廠，也
Ѡ२ৎैኻࢪѱࡹޑቺᇙᛰۗ眞ᕴ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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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
我們在聽取李總經理的公司簡報後轉往斗南的群星餐廳，嘉義市市長涂醒哲醫師也應邀出席，他
表示最好的長照，就是不需要長照， 或是縮短需要長照的時間。他也做了嘉義市政簡報，敘述
已完成的政績以及一些還待解決的市政問題，在此我們要敬祝涂醒哲市長創造更好的成績，繼續
加油，努力的為嘉義市的市民們服務。美味可口的午宴賓主盡歡，感謝政德製藥廠的熱情招待。

我們一個星期的訪台行程終於到了尾聲，是
該結束的時候了，我們的遊覽車沿著高速公
路開回台北，團員們一路沿著交流道陸陸續
續的下車返家或探親。這真是一個有豐富收
穫又叫人回味無窮的訪台之旅。
在此我們要特別感謝以下幾位熱心的幫忙及
安排：
總統府外交部立法院行政院和僑委會－ 感謝
僑務委員會，駐丹佛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陳珠琦醫師，蔡承昌醫師。
台大醫院及醫學人文博物館參訪－感謝邱義
男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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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醫大及醫院參訪及午餐－感謝蔡芳洋教授
及林瑞光醫師
羅東聖母醫院及老人醫療大樓參訪及晚宴－感謝楊熾勳醫師
清水景澤生技植物工廠參訪及午宴－感謝侯淑紅針灸中醫師
台中中國醫藥大學參訪及晚宴，台中亞洲大學現代藝術館和霧峰高爾夫球場參訪及午宴－ 感謝
陳寬正醫師及陳珠琦醫師。
新營生達製藥廠參訪及台南市晶英酒店晚宴－感謝 NATMA 執行長王劍峯先生。
高雄醫學大學參訪及老新台菜十全店晚宴－感謝許宗邦醫師。
雲林大埤政德製藥廠參訪及斗南群星午宴 －感謝蕭文彩醫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