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祖有割肉餵鷹之慈悲；基督有以酒代血之大愛。學生無緣見
識那樣的偉大，卻在大體老師身上看見了相同的無私，以有限的生
命，化為知識的無窮。無畏於刀具，將血肉之軀，化為醫學知識傳
承裡的一部分。似匯入大海的激流，於茫茫的大洋中激盪出一道道
純白的浪花，招示著生命的純潔及無私的大愛。
在解剖的過程中，最給與學生震撼的，莫過於學生對於老師大

體的瞭若指掌映襯對於老師生命的一知半解，僅能從介紹影片，遙
想老師的風骨以及閱歷。不禁細想，未來的醫者，面對病患，究竟
也是匆匆過客，還是記憶猶新。大體老師是一種連結，傳承在因科
技而複雜卻冷漠的人際關係網絡中，一種淵遠流長卻堅韌不拔的情
感。
學習大體解剖的過程，學生必須承認，是辛苦的，也曾有過放

棄的念頭，但是大體老師的犧牲，卻總能將我從頹喪的邊緣拉回，
在老師的犧牲前，任何痛苦羞於表達，僅能以亨利五世中的一句話，
道出這種奉獻的英偉：往前衝破那破口，摯友們，再往前衝，當號
角再次響起，我們將化身虎狼之師，堅定身軀，喚醒熱血，前進，
最崇高的戰士們，往前衝破那突破口，摯友們，再往前衝。追求夢
想的路從不簡單，但在大體老師的無私捨身中，學生看見了一種堅
持的人生信仰。

俠骨留香能流芳百世，只要學生們仍有一息尚存，就不會忘卻
無語良師的無私、情感、及信仰。摯友們，再往前衝，將無法以言
語道盡的感謝，以行動，傳承於這個世界。謝謝所有大體老師的付
出。

醫學三秦子善

猶記的看過這樣的一句話：我願化身
石橋，受那五百年風吹，五百年日曬，五
百年雨淋。大體老師是沉默的石橋，承載
多少學生的夢想；是無垠的天空，飛揚了
多少學生的翅膀。似那緩緩撫過頭頂的春
風，令學生無不俯首動容；又似那稽康的
廣陵絕響，令學生感受大愛的蕩氣迴腸。
多少大體老師的杏壇春暖，來成就一位醫
師的功卓杏林；我們就用多少的感激之情，
來回饋老師們的湧泉之恩。知識的獲得是
無價之寶，然愛人的精神，凌駕於言詞之
上，今日僅以寥寥數語，勾勒學生看到的
無私、情感以及信仰。



對我們而言如日常般的描述，卻得到朋友意味深長的回應：
「大體老師比我想像中的偉大好多、好多。」那一刻我才驚
覺，早已習慣無影燈視野大小的每雙眼睛和手，花了多少時
間好好看著完整的老師呢？學期即將結束，在數不清的上刀
和考試之外，我們獲得了什麼、又能回報老師什麼呢？

經過了這個學期，我絕不會說自己參透了人體的奧妙，
也不認為自己已具備身為醫學生該有的視野和胸襟，但在接
納了老師餽贈的養分後，不論是海量般豐沛的知識、不論是
每一個新 region、找到 variations時帶給大家的驚奇、還是那
些與夥伴們在解剖台邊慌張的崩潰的爭吵的和樂融融的令人
深思的一切，我們這些正在努力竄升的醫學生小苗啊，在老
師的滋潤下，都正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向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前進。謝謝緣分讓我們和老師相聚，謝謝老師和我們一同承
載了這將近四個月來所有珍貴且令人感念的時刻，謝謝老師
如此溫柔的引領，讓這些日子鮮活又美麗。

醫學三陳采淩

12月中時，帶著遠道而來的朋
友仔細地逛了長庚一圈，大體實驗
室外的感恩走廊理所當然成為我們
駐足的據點。坐在解剖講台外每天
等待放飯的圓圈，剛接受完Head

and Neck爆炸性洗禮的我和朋友娓
娓道來這3個多月來的一切，從搬大
體老師、被教授糾正的笨拙牛排刀、
開始會分辨 fascia 和 nerve、從
thorax 小心翼翼捧出心臟、教室裡
此起彼落的電鋸聲……。



愛過、活過、在逝世後還將無私的愛奉獻給眾多學子的偉人。
在這段時間裡，老師總是靜靜地躺著，任憑我們無數次

的探索與提問，逐步地了解人體的偉大及奧妙。另外，進行
解剖學實驗並不是單槍匹馬可以完成，需要一群夥伴們分工
合作，以及不時尋求幫助，以最到對於老師或是我們而言最
完善的結果，所以也藉此深刻學習到團隊合作的重要。我想
在場所有的同學跟我帶著同樣的心情，那就是無盡的感恩。
在這段與大體老師相處的日子裡，老師不僅透過身體無言的
教導我們，使我們能將課本沒有生命的文字，化為鮮明的畫
面，老師也透過他的身體力行，讓我們知道為他人奉獻的精
神是很可貴的。經過這學期的課程我們更接近我們的未來的
職涯，可以懷抱更遠大的目標，真實的為他人奉獻。大體老
師真正豐富了我們學習的過程，更讓我們了解到，大體老師
不只是留下生命的感動，而是延續了生命的價值。對於大體
老師的教導，除了感恩還是感恩，我們會把這份感恩化為熱
忱，希望未來真實的幫助病人，把老師的大愛傳出去，成為
老師引以為傲的學生。

醫學三黃心屏

東方自古以來就有「身體髮膚
受之父母、不可損傷」的觀念，因
此大體的來源一直十分缺乏。每一
位大體老師都來自不同的家庭，也
都有著自己的人生故事。死亡並不
是生命的結束，而是生命的延續。
還記得初次見到老師的時刻嗎？伴
隨著濃濃藥劑，映入眼簾的是前所
未有的悸動。這些陪伴我們一學期、
教導人體奧秘的老師們，並不是不
是沒有溫度，而是一位擁有過歡笑，



無論惶惑，無論篤定，我們以難以定義的方式，與另一
群有名有姓的人產生關連。時間使他們的意識不復臨在，卻
許其意志得以遂行。觀看與認識都是複雜的，而我們在苦讀
或逃逸中，往往無暇思及。知識或許越加清明，但關係卻往
往難以言說。

對我而言，這是困惑而恍惚的一學期。感謝老師們的指
導，同學的包容，以及大體老師的奉獻。這彷彿是終點了：
但終點，也往往是起點。

醫學三劉旭鈞

恍惚終點：這大概還是難以定
義的時刻。我們仍在梳理，若有所
得。

無論步履蹣跚或輕騎過關，解
剖學的課程已到盡頭。無論屢屢逃
避或孜孜矻矻，我們都曾手握刀具，
圍在解剖台旁，注視對我們而言一
度陌生而神祕的軀體內部。無論小
心謹慎，無論大刀闊斧，我們在圖
文與實體間，嘗試刻劃，嘗試記憶，
遂成慣習。



敬禮、小心翼翼的割下老師背部的皮、清理老師 fascia，一切都好
像困難重重。第一週每晚睡前閉上眼，都是一整片黃黃的fascia與手
拿解剖刀分離結締組織的畫面，揮之不去。隨著時間推移，大家似
乎都慢慢習慣了讀書的壓力與緊湊的生活步調，刀台上的氣氛也漸
漸輕鬆起來，更與組員們建立了無可取代的革命情感。無論是在組
織或是解剖，實驗抑或是正課，我都時不時發自內心感謝，感謝我
有機會可以學習到如此博大精深的醫學知識、感謝大體老師無私的
奉獻使我更能深入了解人體，更會在心裡篤定的告訴自己，今後必
須一直努力學習、持續感恩，成為一位良醫，才不會愧對自己現在
所享有的一切。
還記得刷解剖台那天，我折了紙鶴送給我們組的大體老師，而紙鶴
裡抄寫了一段歌詞，我覺得十分能傳達我對大體老師的感謝。因此，
我想在這邊唸出當初寫的段落，送給所有大體老師。

您披星戴月，您不辭冰雪；您穿過山野，來到我的心田；
您像遠在天邊，又似近在眼前；直到充臆心間，我才後知後覺。

您給我安慰，我不致頹廢；您寬容慈悲，我能振翅高飛；
您卻功成身退，我不及言謝；您不告而別，我才後知後覺。

謝謝大家。
醫學三李承安

進入醫學系已經兩年光陰，但直到大三
上的大體解剖學，我才真正覺得自己踏
入了醫學的殿堂。暑假打掃實驗室與刷
解剖台時，我就像一個好奇寶寶，對映
入眼簾的一切都感到有趣且新奇，無法
克制住自己既期待又害怕受傷害的複雜
情緒。刺鼻的福馬林不僅衝擊著我的嗅
球，似乎也警告著我，這學期即將學習
的，從來就不只大體解剖。我還記憶猶
新第一次解剖實驗課、第一次拿起解剖
刀，第一次帶著敬畏的心情向大體老師



從劃下第一刀、清下第一塊 fascia 到掀開首片肌肉— trapezius，我們由生澀、畏縮逐漸

渴望泉湧的新鮮知識，我們驚奇造物的奧妙同時，老師總是不吝嗇的將他／她所能交

給我們，和我們建立了無聲默契。

從更多的肌肉、血管和神經走向理出思緒、鋸下 subclavius 的第一鍘到應聲分離的頭頸

和面容，我們將早上八點的課堂和拉扯沉重眼皮化為慣習，福馬林和石碳酸的氣息融

合成吐息其中一環，重擔伴隨氣味從呼吸道漸次疲憊、麻醉身心。老師仍舊如此堅定，

在長庚逐漸轉涼的天，散播著人性的光輝和溫暖，刺激我們浮動的閾值回歸正常。

從完全斷下的其中一下肢、部分乾涸硬化的組織到解剖完整的每一寸肌膚，人體的路

網交織糾纏緊密，我們貌似理清了之間的關聯，卻又懵懂迷離。重要的是書本和知識

之外，老師奉獻出了他／她的所有，毫無保留的在我們面前講授，關於生命這回事。

老師的人、身和人生是完整的，然而在逐步抽絲剝繭和支離的層次後，我們終究無法

看到生命的全貌。所以在最後縫合完畢，身軀再次完整之時，老師完滿了諸位醫學生

的解剖學識和身為醫者的基礎胸襟外，更重要的是對萬物更謙卑的姿態。在結構不斷

解構和重建的過程當中，我們藉由手中的刀械將老師的身體，同時也將自己切成細碎

的片段。重新認識自己過後，再次小心翼翼拼成自己所想望的樣子，成為更好的人。

學期過後，知識仍舊是知識。

生命過後，生命蔓生更多彩的生命。

此致 每個醫學生生命中的無語良師

醫學三李佳儒

這個課業繁重的學期過後，我們將會帶走多少知識呢？

而生命到了盡頭，留下的又會是甚什麼呢？

在大二升大三的暑假，有個衝突縈繞在我心頭：醫學生

醫學之路起始，是建立在生命結束之後；未來擔任濟世

救人、有品質延續生命的角色，養成之路是建立在逝去

的軀體中。那我們希冀自己在其中用什麼樣的心境、什

麼樣的步調在學期中前行呢？

從清洗解剖台、搬運大體老師到啟用儀式，初次和老師

視覺、嗅覺和觸覺的接觸，彷彿宣示著身分的轉變，或

許有些過份刺激和不知所措，令人不禁懷疑站在老師面

前的自己是否正確踏上適合自己的路途。



解剖背部的時候，我想著老師的臉被壓在下面，不知道會不會很痛、
覺得很孤單？解剖手部時，我想著老師的手曾抱著他的愛人和孩子的樣
子，心裡彷彿也沾染了一點老師的幸福甜蜜；解剖胸部時，我看著我們
老師大得驚人的心臟，覺得老師生前一定活得很辛苦；接著進入頭頸部，
我還記得要劃下老師臉部的皮膚和後來要將頭剖半時心中有多麼地不忍，
還有成功把腦取出時心中的振奮，因為我覺得自己就像是捧著老師的全
世界一樣。
一天一天過去，每天我都覺得我好像又瞭解了老師一點，但我還有

好多問題想問老師，比如說，老師常在想些什麼？老師喜歡什麼？老師
的雙眼看到的是什麼樣的世界？為什麼老師會簽下大體捐贈呢？雖然我
知道老師不會回答我，但我卻常常在老師身旁想著這些，感受老師真真
切切走過的一生。
經過大體解剖學，我終於覺得自己是位醫學生了，雖然知道距離成

為一位醫師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很多的書要唸，但我很感謝老師帶
給我的成長，從一開始連刀片都不會裝，到懂得使用解剖刀、口裡唸著
一串又一串長長的解剖名詞，從一個膽小害怕、不敢動手的人，變得更
有勇氣面對一切，也對生命、疾病、死亡等有了更多深刻的體悟和想法。
老師無私的精神讓我敬佩，也讓我理解愛的另一種形式，因為要有多相
信醫療、多相信這個世界，才能使人願意在去世以後－一個自己完全不
知道會發生什麼的情況之下，捐出自己的身體給我們。

我想，對老師的感謝應該一輩子都說不完吧，但老師這麼寬宏大量，
我猜只要我們都有用心學習、在未來成為一位好醫師幫助病人，他就會
很開心的！謝謝老師教會我的一切。

醫學三李馨宜

還記得第一次見到大體老師的那天嗎？
我們一起到地下室搬老師過來，那是我第
一次看到很多人這麼認真嚴肅的樣子。看
著牆上大體老師和他的家人給我們的話，
我對每位大體老師也有了初步的了解，接
下來，老師就和我們在這裡一起度過了許
多日子。

不知道為什麼在大體實驗室裡我總是
唸不下書，沒有上刀的日子，我也喜歡湊
在老師旁邊，除了和組員一起聊天、認各
個解剖構造以外，我更喜歡思考與老師有
關的一切。



在線條間寫不出英文名稱的迷惘。祢的每一寸皮膚，

是歲月的痕跡，曾經覆蓋的不只是軀體，也是自己的

理想和抱負；每一條肌肉，是時光的寶盒，曾經收藏

的不只是力量，也是親友的理解與體諒；每一塊骨頭，

是生命的基石，曾經承擔的不只是重量，更是社會的

期許與責任。

我們在您身上探索人體的奧秘，嘗試從變異中勾

勒您人生的輪廓：巨大的心臟，訴說著生命最後的重

擔；橫膈疝氣，暗示著肺部呼吸的難度。這一路走來

的苦痛，都被學生們一刀刀刨除，終將迎向更美好的

未來。您承載了學生的喜怒哀樂，成為醫學路上的第

一位導師，餘蔭繞樑，三年不絕。

中醫三梁家豪

光陰的故事

輕柔的樂聲響起，映入眼簾

的是一張張慈祥面孔。短短的字

句，蘊藏匆匆的人生以及對我們

沈甸甸的期許。

祂以有形的軀體，無聲的陪

伴著我們，感受大家從脂肪中找

出神經血管的喜悅，也接納同學



本來，我對於人體的構造，一直都只有字面以及圖像

上的概念，直到您無聲無息地帶領我們去認識您身上的每

一條肌肉、血管和神經，沉默地為我們解答對於人體的種

種疑惑和好奇，也平靜地，告訴我們生命的脆弱和不堪一

擊。您灌溉予我們的不只是寶貴的知識，更是對於生命更

深一層的洗禮。最後，您完成了您的使命，但同時，我們

也對您欠下了重重恩情。

然而，不論我們再如何向您表達心中由衷的感謝，也

無法傳達到您耳邊了吧，我想唯一能夠報答您的方式，就

是在醫學這條路上持續刻苦地學習，帶著您勇於犧牲奉獻

的精神與大愛，奔走於診間，救助更多同樣為病所苦的人

們，如此才對得起您無聲的教誨與期許。

最後，再次感謝所有的大體老師們，謝謝您們在生命

走到盡頭之時，願意獻出自己的全部來成全我們的學習，

希望我們都能成為不辜負您們期望的好醫師！

中醫三林正皓

親愛的老師，和您四個多月的緣

分即將走到了盡頭，這些日子以來，

您不斷用全身上下的每吋肌膚，為我

們上起了意義非凡的每一課。

我還記得初次見面時的忐忑，在

您身上劃下的每一刀總是特別地小心

翼翼，即便知道您再也感受不到任何

痛楚，內心卻還是不免有幾絲猶豫，

直到自己的雙手和意識漸漸變得麻木，

才終於真正抱著平常心來向您學習。



曾經我以為，捐贈大體是件普通的事，畢竟靈魂離去後，塵世的
軀殼也只是待腐之物。但是經過了一學期的洗禮，我徹底揚棄了這種
想法。大腦解剖時的割骨取腦；骨盆課程時大腿的切除以及腹腔實驗
時內臟的拆卸，那種軀幹被刀刃劃開的怵目驚心；那些電鋸運轉時的
壓迫感，都再再震撼著我的內心。我曾無數次的捫心自問，如果有一
天自己死了，會不會願意捐出自己的軀幹？
如果自己的家人做出了這樣的決定，我會不會支持他們？作為家屬，
我能否泰然自若的想像著學生們在我最親愛的人身上所割的每一刀？
午夜夢迴之際，我是否會後悔？對於這些問題，我無法做出明確的答
覆。

成為大體老師，或許只是生前的一個念想，但是背後蘊藏的，卻
是源遠流長的愛。教室裡每個聚精會神的學子，都是老師們在人間存
下的良善。若干年後，不論內科外科，抑或是中醫西醫，只要我們還
未放下手術刀和聽診器，這份紅利便不會枯竭。老師們將生命的餘暉
化作花朵，並將結出的種子散播到台灣乃至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造福
了更多素昧平生的生命。

最後，我要向本學期的十七位無語良師獻上最高的敬意與感謝，
謝謝您們願意為我們做出最切身的指導，同時也向我們展示了何為無
我的大愛，再次謝謝您們！

中醫三董乃瑄

昏暗的地下室裡，瀰漫著刺鼻的福馬林氣
味。我們低頭洗刷著肉屑桶，看著那混濁的水
流緩緩流入陰暗的溝渠。鞋底被泡沫沾附，衣
服被水花濺濕，每個人都想早點洗刷完畢。這
一學期的大體課程，光是起頭就令人震撼。

第一堂課，各組環繞解剖檯而立，在老師
的指示下，向大體老師獻上三鞠躬。這是我第
一次仔細端詳老師的容顏，腦中浮現的是先前
看過的生平簡介。眼前的這個人，曾有過怎樣
的人生？他是在怎樣的際遇下，做出捐贈大體
的決定？這些問題曾在我心中縈繞許久，比起
繁重的課程內容，這些未知的答案更令我著迷。



我們組的老師叫做麗櫻，摺紙鶴時，我自以為抒情地在紙
上寫下：是您吧？那美麗而燦爛盛放的櫻...就詞窮了，這個未
完成的感謝一直在我心中牽掛著。第一次上刀幫老師剃掉毛髮，
發現老師有漂亮的紋眉還有修剪得乾淨整齊的指甲，一陣鼻酸
之餘，也暗自期許自己要更細心仔細下刀，讓老師能一直維持
美美的樣子。

只是，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上刀時的戒慎恐懼、瞻前
顧後轉變為大而化之的邊清邊認，吃飯配解剖影片也已經見怪
不怪，其中的差異或許是成長，或許是在龐雜知識追趕下的逐
漸麻木...所幸有堅強的組員陪我一起面對，還有解剖科老師、
助教們彷彿坐鎮軍中，穩定軍心的存在，在我們創造出的無數
fascia迷宮中，殺出血路，探囊取物。

是您吧？那美麗而燦爛盛放的櫻，我既瞻仰您不甘平凡的
絢爛，又見證了您即便凋零，化作春泥更護花的偉大。
在這學期的尾聲，同樣冰冷的解剖實驗室，因為大家齊聚

一堂而溫暖，我永遠不會忘記這樣充實的學期，謝謝大家！
中醫三劉虹筠

和老師的初次見面，是在解剖講
堂的投影幕上，幽暗昏黃的燈光搭配
沉靜安詳的配樂，或許就是這種催眠
的組合，讓我們和老師，在似夢非夢
間，產生了無形的聯繫。照片中一雙
雙炯炯有神的眼眸、笑逐顏開的神情，
讓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我，突然
感到不知所措，越來越擔心在掀開白
布的剎那，目睹經福馬林處理的老師
後，要怎麼自我調適？



我們的喧囂侵入您的闃寂，而您的無聲卻教導我們壓抑浮
躁、學習沉澱；我們顫抖摸索地用解剖刀在您袒裼裸裎的肉身

開腸剖肚，而您卻靜默於封閉窄小的槽盆中，教導我們以大體
生命的科學。

每回上下課，伴隨我們的不只是盤旋鼻腔，經久不散的福
馬林味，更有從您那兒滿載而歸，汲取到的知識。教科書上再
多的修飾文句，都不如您以身示範，因此，我們不再紙上談兵，
而是真切地觀察、觸摸。在您大體上，一道道交錯反覆的刀鋒
印記，都是我們學習的歷程，這歷程的背後，則是您的犧牲奉
獻，更是我們未來的責任與使命。
感謝您與家屬的襟懷博大，將己身奉獻於醫學教育的養成，

您生命的最後路程，蘊含對我們醫學生的期許，卻也讓我們領
悟生命的崇高。此刻，在我們內心的不再是從幽暗潮濕環境中
初次見面的震撼，而是日積月累，無限的欽敬與感佩，也深刻

體會，醫袍之沉重與承擔生命賡續的使命。

大體老師，謝謝您！

中醫三陳由晏

我們的相遇，是必然的偶然。
不曾嚎叫、不曾掙扎，只是平靜

而神聖地默許我們拙劣的劃刀，宥恕
我們生疏怯懦的失誤，包容我們嘈雜
的探討議論。
大體老師，我們的感念早已超越

文字語言，我們的虔敬早已超越生命
侷限，那凝聚千言萬語後的一句感謝，
又如何表達此時我們心境萬分之一？



不忍和困惑，望著映入眼簾的嚴重脊椎側彎、橫膈疝氣的胃和
因為腸梗阻而膨脹的小腸，老師，身為軍人的您，是甚麼力量
讓您在先天侷限的條件下仍然和藹、堅毅和隱忍？
因此，深夜裡，看著沒有打勾的 checklist發呆，內疚、組內摩
擦、聽聞的嬉笑聲湧現,每每沉重而迷茫，甚至懷疑每次和您學
習以及下課和您道謝的資格。
但，每次看見您，總覺得心安，彷彿您用那雙不再張開的雙眼，
溫和望著我，說“孩子，不要擔心，慢慢來，盡力就好”

謝謝您總是如此耐心地，和藹地教我堅強。
最後，所有老師們，謝謝您們讓我知道，生命原來並不消逝，
只是遷徙。
謝謝您們的擺渡，溫柔回應並不溫柔的對待，護送我們學習生
命意義和人體知識。
今天不會是最後一次的感謝，這次的告別也不是結束，而是新
的開始。因為，即便仍然稚嫩，我們將帶著這四個月學習的知
識、能力、責任和覺悟，更勇敢向前。
謝謝老師們，漫長的等待辛苦了，這學期辛苦了！

祝您身體健康事事順心
中醫三李修慧

記得第一次看到您們，只敢看著掛在
手腳上的木牌，比對登記是否正確，
還記得那隻不自覺顫抖的手，寫下一
個個代表您們的數字。
隨後每次的解剖就像小心拆開一份神
聖恩典，由內而外，閱讀您們的生命
故事。
無數次的翻身和墊高，切除和分離，
老師們，辛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