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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臺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之開山鼻祖」徐澄清教授於2015年元月九日辭世，哀傷之餘

，亦是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界之一大損失。淑芬記得上次與徐教授見面時，教授的身體仍硬朗，

元月六日，仍收到徐教授鼓勵我的電郵。因此乍聞此噩耗，不禁百感交集；徐教授堪稱為兒童青

少年醫學界的祖師爺，回顧教授畢生在台灣精神醫學臨床、教學、研究上的貢獻卓著，他親切充

滿活力的身影深刻地烙印在我們的腦海中，是晚輩們崇敬學習的最佳典範。

從台大到成大，從慈濟到馬偕，從桃療到恩主公，徐教授為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界努力的足

跡遍及全台灣。他開朗熱情地教學方式，「super. active」的活力與視病猶親的態度一直是後輩們

最佳的學習榜樣，他總是慷慨地將所學無私地傳授給後輩，讓我們站在他的肩膀上看世界，成就

眾多當今台灣兒童青少年醫學界的菁英。學會也在2009年，由丘彥南前理事長頒發第一屆金杏獎

給徐教授，以感謝他對臺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發展的重大貢獻。

淑芬由衷地感念徐教授對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畢生的奉獻。謹以莊嚴感恩的心情，誠摯邀請

各位精神醫學界之翹楚前輩及其生前合作夥伴、學生們，於2015年6月13日(六)下午，假集思交通

部國際會議中心，將分享徐澄清教授之生平事跡、貢獻與跟隨經驗，期冀用感恩緬懷的心，追思

這位「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之開山鼻祖」徐澄清教授！

理 事 長 的 話

高淑芬 理事長

一、.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第十七週年年

會暨第六屆海峽兩岸兒童精神醫學研討會

將於6/13-14假集思交通部國際會議中心

舉辦。2015年台灣自閉症研討會亦將於

6/12在集思交通部國際會議中心舉辦，美

國自閉症之聲（Autism.Speaks）美國最大

的自閉症科學與宣傳機構副總裁Dr..Andy.

Shih也將於6/13年會期間做相關專題演

講。歡迎大家踴躍參與第十七週年年會。

二、.本會辦理104年度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科

醫師甄審，相關日期變動如下：

申請日期為6月1日至6月21日，申請資格

審查時可一併繳交個案報告一式四份，相關報

名資料、證明文件以郵寄方式或親自送達為

之。

擬定6/24完成資格審查作業。

秘 書 處 公 告
筆試報名日期：

.7月1日至7月10日；原已繳交個案報告者

，筆試報名表可以郵寄、Email及傳真方式

為之。

8月2日(星期日)舉行筆試；

口試報名日期：.

8月15日至8月25日；報名口試之報名表，

可以郵寄、Email及傳真方式為之

9月6日(星期日)舉行口試。

甄試申請須知及相關表格文件請自本會網

站下載http://www.tscap.org.tw

三、.104年度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科醫師甄審

DSM-5列入筆試考試內容之reference

四、.八月19~22日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辦的

ASCAPAP會議，兒青有多位會員預計前往

與會。高淑芬理事長與丘彥南醫師各有籌

備一場symposium發表。

五、.6月13日(六)下午，假集思交通部國際會議

中心，由理事長高淑芬醫師暨全體同仁，

緬懷感念徐澄清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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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 懷 專 欄

緬懷徐澄清教授
高 淑 芬

雖然我開始台大精神科住院醫師的訓練時

，徐教授已經到成大醫院擔任院長，但是他早

期的油症兒及閱讀障礙之研究，及長期建立的

兒童心理衛生中心的臨床、教學、服務，典範

深植台大兒心的訓練。成大退休之前，徐教授

在百忙之中不忘關心全國兒心的發展及強調研

究的重要，持續影響，激勵著我。退休之後有

更多的時間留在北部，每次台大精神部內活動

邀請他和師母，他們都會盡量參加，和他的互

動增多了。他退而不休積極地協助各醫療院所

，發展兒心業務，而且春風化雨，教育優質的

兒童青少年精神科醫師，不遺餘力，即使晚年

，身體健康狀況不佳，不論兒童青少年精神醫

學會年會、繼續教育、學術研討會，部內活動

，都可以看到他參加的身影，而且他短短幾句

話的建議，常常給予我們清楚的方向和解答。

徐教授積極地以他的影響力增加國內對兒童精

神醫療重要性及急迫性的認知。最令人感動的

是他不僅在學術研究上少有人能出其左右，他

仍不斷鼓勵我們，甚至最近都還在教導年輕醫

師撰寫論文。

每次我以電郵告知所有同仁最新有關計畫

被接受，同仁升等，或是新的論文被接受的資

訊或是寄照片給老師們，他都是第一個回信，

鼓勵我們繼續努力，而且表達聚會時感受到的

溫暖和珍惜所有的合照。每次接到徐教授的電

郵回覆，除了感動他的鼓勵外，也很高興老師

身體健康，仍如往常。只是近半年來由於聽力

障礙，使用網路溝通成為他生活中的重點。

在我寄給他最近二個月部內發表的四篇影

像論文的隔天，一月七日星期三，收到他的電

郵，希望我們繼續加油，沒想到星期四研究生

口試得知徐教授因肺積水在急診治療，高維治

及廖士程醫師在旁協助，得知穩定後，我就接

著留在辦公室將一年最困難且過期的工作（打

考績及評語）完成，已十點多，因知徐教授意

識清醒穩定，便決定先讓他休息，隔日一早再

去看他，沒想到早上第一通電話就是他老人家

清晨３點，平靜地去世了。心中懊惱，太相信

他老人家有堅強的生命力，多次均能度過難關

，而沒有在他臨走前，見他一面讓他放心。但

是心中感到安慰的是，他這一生過得充實、燦

爛，桃李滿天下，沒有太多的痛苦回到極樂世

界。

身為他的學生、追隨者，現為台大精神醫

學部主任，及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理事

長，我謹代表我的同儕、同仁、同好和許多的

兒心醫師，表達我們對徐教授無盡的感激。

徐教授，您的耳提面命、苦口婆心、鼓勵

關懷，我們聽到了，我們不會讓您失望的！請

您安心在淨土過著無憂無痛的生活。

徐澄清老師的風範

宋 維 村

認識徐澄清教授是1969年醫六上學期，

那時神經精神科共有九週見習，上午都是病房

和門診，下午則是seminar和個案討論，其中兒

童精神醫學有2次seminar和1次門診，都是由英

俊挺拔的徐教授教學。二次seminar分別為兒童

發展和兒童氣質，前者是同學報告DDST，後

者則是報告Chess和Thomas教授的紐約縱貫研

究(NYLS)的前二本書。我分配到的是氣質研究

，很努力的把二本書看完並摘要報告，對兒童

與生俱來的個別氣質差異，及其對兒童養育和

偏差行為的影響，有初步的認識，也由這二個

seminar，接觸到兒童精神病理學可以由直接評

量的特質來瞭解和研究。徐教授那時才四十出

頭，口才極佳，清楚的思路讓我們佩服，吸引

了五六位同學選DDST常模研究為畢業論文。

我自四年級起就參加林東明老師的乳癌研究，

而未選徐教授的畢業論文，但在住院醫師時，

因為健康的因素，葉曙老師把我交代給徐教授

，要我放棄辛苦值班的神經科，而在徐教授指

導下，學習和小孩子玩、看卡通、看漫畫、

和父母老師聊天的兒童精神科。一轉眼間，

四十五年過去了，徐老師不只是台灣兒童精神

醫學鼻祖，培養許多人材，也歷任台大精神科

分科後的首任主任、國泰醫院副院長、桃園療

養院院長、成大醫院副院長和院長，對台灣醫

學教育以及醫院管理制度，有極大的貢獻。

老師的兒童精神醫學是在哈佛大學的兒童

精神醫學中心Judge.Baker.Chinic訓練的。該中

心是當時全世界項尖的中心，採用兒童精神分

析為主的評估和治療。老師雖然受到很好的分

析式遊戲治療訓練，但是不大相信那一套，反

而有位治療師的行為治療吸引他的注意，開始

研讀行為治療，參加相關討論會，回國後，教

行為治療，推廣行為治療，出版行為治療的書

，一直到這幾年，看病人時仍然以行為治療來

幫助病人。

徐教授的兒童精神醫學的特色是什麼？從

這四十年的瞭解，我認為以務實的公共衛生策

略(public.health.approach)來形容徐教授的兒童精

神醫學最恰當。在一次聊天時，老師說：「台

灣有800萬兒童，每年新增加一個苗栗縣人口

(老師是苗栗南庄人)，只有我一個兒童精神科

醫師，怎麼可能用遊戲治療來幫助有需要的

這麼多小孩子？”To.meet.the.mammoth.needs.

of. these.children”.是最主要考量。用簡易有效

的方法篩檢不同層級需要的兒童，交給不同層

級訓練的人來處理，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因

此，老師積極推行林宗義老師發起的「東門計

畫」。他翻譯並研究Eli.Bower的三種檢出工具

以篩檢國小學童，並以此撰寫論文取得博士學

位，並訓練東門國小的級任老師具備基本輔導

能力，以幫助第一層需要者，訓練我國第一位

輔導老師，葉老師(已過世十多年)，輔導第二

層需要者，至於第三層需要者則轉介給台北兒

童心理衛生中心(1972年後改稱台大兒心)，由

老師執行診斷治療。當時國小一班50-65個學

附：�徐澄清教授在本會三十週年研討會
(1991年11月9日)紀念演講英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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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念永遠的超動能老師—徐澄清教授  

丘 彥 南 

2015.1.19.

1/9晚下診，打開電子郵件，跳出驚心的

訊息—徐教授走了!

這十天來獨自回想受惠於徐教授的種種，

點滴在心頭。今日的送行追悼會中，也參與大

家共同回顧徐教授一甲子以來對台灣精神醫學

專業的重大貢獻，百感交集。

徐教授在學術及臨床方面是屬於大家的，

他總是用心而且慷慨地傳授後輩。從醫學生年

代醫學心理學課程兒童氣質量表的學習啟蒙迄

今，我已受惠了三十八年。醫五時的精神醫學

課程裡，在徐教授指導下完成兒童生病心理反

應的專題報告，學習經驗記憶深刻。在台大醫

院接受精神科住院醫師訓練輪至兒童心理衛生

中心學習時，當時徐教授身兼精神科主任，非

常地忙碌，仍然每週親切扎實地進行個別督導

，詳細指導臨床遭遇的各種問題，鼓勵進行研

究，並分享其過去寶貴的學習經驗。例如，他

在美國治療一位罹患選擇性不語症的兒童時，

耐心陪同搭乘電梯上上下下的經歷。

當我完成住院醫師訓練時，因徐教授預計

商調至成大醫院，且有「中沙醫療合作」的擴

增名額，方有幸升為主治醫師，追隨二位老師

跨入兒童精神醫學領域。後來，有機會回饋師

恩的一段時間是與宋醫師輪流到成大醫院精神

科支援住院醫師的兒童精神醫學教學；在我擔

任臺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理事長任期內，

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金杏獎的設置，以表達對

臺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發展具重大貢獻者之

感謝與尊崇。2009年，第一位金杏獎獲獎者當

然歸屬於「臺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之開山鼻

祖」——徐教授!

徐教授自成大退休後，仍繼續在學術及臨

床教學上提攜後進，並且直接提供臨床門診服

務到前一年。1993年起，徐教授擔任全民健保

爭議審議委員會的審查專家，當提到這方面的

審查議題時，他都強調是在做積德的事。近幾

年，縱使面對疾病嚴峻的挑戰，需要穿戴背架

或使用助行器，徐教授仍積極參與學會的繼續

教育活動，台大精神醫學部部內的聚會活動都

盡可能參加，也會很快速的回電子郵件給予後

輩鼓勵與支持。每回見到徐教授，總是感到很

溫馨，很高興可以看到他奕奕的神采和親切的

笑容，雖然重聽是近年來他老人家(這是他每

回諄諄教誨時的自稱)的困擾，但卻無法阻礙

他不懈的看診及學到老的精神。

徐教授常說自己有些過動(hyperactive)特質

，寫字也笨拙斗大，美國的指導老師曾提點他

專注欲發展的領域。然而，在我與徐教授相處

的感受是——徐教授不是過動，而是具超動能

的(super-active)。

徐教授開啟並發展台灣兒童精神醫學研究

，進行連結國際的學習障礙與油症兒跨國研究

，發表論文、著書立說，成就非凡，深遠地影

響台灣兒童精神醫學的發展及國際的參與，這

些是徐教授留給臺灣與世界的有形資產。而他

的用功不懈、提攜後進、學到老、積德的精神

，更是留給後輩的無窮資產!

生，智能偏低而跟不上的學生，則由徐教授和

柯永河教授協助台北市中山國小創立我國第一

個啟智班，中山班，開我國啟智教育的先河。

(徐教授在特殊教育之貢獻良多，有興趣者請

參閱「台灣特殊育百年史話，教育部編印，民

國100年」，P30。).

至於學齡前的兒童，老師則應用公衛護士

這個系統來建立早期篩檢。在現在台大實驗診

斷大樓靠公園路的地方，原來有一座二層樓的

公共衛生示範中心，我曾由老師帶領，到中心

參加魏火曜教授(醫學院院長)、陳拱斗教授(公

共衛生)，陳炯霖教授(小兒科)等老師每週召開

的個案討論會，這種結合身、心、社和公共衛

生的討論，在bio-psycho-social.model.提出之前

，就在台灣存在，讓我學習很多，且深入我的

思考模式。大約在1970年代初期，老師就定

期到位在新莊台北醫院旁的公共衛生實驗院給

全省公共衛生護士上課，「兒童發展」和「氣

質」是固定的二堂課。為了推展工作的需要，

我從第二年住院醫師開始，就參加徐老師的翻

譯推廣小組，廖佳鶯、余秀麗、張珏、蕭淑貞、

李心瑩以及後來加入的許多同仁都曾參與工作

，我們分配翻譯工作、定期討論、建立常模，

這就是當年徐老師帶領完成的DDST、CCDI、

WWPAS活動量表(老師和家長版)、氣質量表(

最先是3-7歲，後來加入其他年齡版本)、和克

氏行為量表的來源。徐老師將CCDI和氣質量表

，包括常模，介紹給公衛護士，鼓勵他們使用

，積極推展第一級(.primary)和第二級(secondary)

預防的工作。當時，在兒心常接到公衛護士轉

診的個案，證明老師的努力有其成效。

老師的研究也都是公共衛生導向的研究

，除了前述三種檢出工具篩檢學童成效的博

士論文，DDST、CCDI、WWPAS活動量表、

氣質量表等的常模之外，兒童遺尿的流行病

學是指導張信義等學生調查發表，是被當時

Comprehensive.Textbook.of.Psychiatry第二版引

用的唯一台灣兒童精神文獻。老師在副教授階

段，以家庭訪視調查小學生請假的原因，及家

庭訪視有效縮短學生請假天數，這是世界首見

的研究，二篇論文發表在台灣醫學會雜誌，是

老師升等教授的主要論文。老師升教授後，和

美國密西根大學及日本仙台的跨國閱讀研究，

以及和美國CDC在台灣米糠油事件後的油症兒

研究，則是舉世皆知的國際重要文獻，可能有

老師的其他學生報告，在此不贅述。

老師在國際和國內學術團體都有很大的貢

獻。在1980年初，老師是WPA的Section.of.Child.

Psychiatry的財務長，在台灣募款百萬，不只協

助該組織活動，更邀請部份重要成員來台召開

學校研討會，同時整理出版重要的兒童精神醫

學文獻目錄，卓有貢獻。中華民國神經精神醫

學會，是老師擔任第11屆理事長時，神經精神

科分科，任13屆理事長時，改名中華民國精神

醫學會，在老師擔任第14屆理事長時，在西班

牙舉行的WPA大會被挑戰會名要逼退我們學會

，結果把ROC拿掉，順利保留會籍。老師提攜

後進，絕不佔用名器。1988年成自閉症基金會

(FACT)邀請老師擔任董事長，老師將一個印章

交給我實際執行，從不干涉會務。到1998年，

在成大舉行的精神醫學會年會時成立兒童青少

年精神醫學會，老師婉拒理事長之職，只同意

擔任監事。

老師退休後陪師母的時間更多，仍然積極

服務病患及參加學會活動。三十年來，每天陪

師母游泳運動，維持良好健康。近一年，聽力

受損，影響老師最喜歡的臨床活動，半年前甚

至放棄門診，師母認為這給老師很大的挫折。

十天前突發的大片心肌梗塞，讓老師在無痛苦

之中返回極樂世界。學生十分不捨，謹祝老師

在無痛苦的西方極樂世界過著無憂無慮的神仙

生活。(學生.宋維村.謹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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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念永遠的超動能老師—徐澄清教授(續) 

又經歷了三個月，拜讀了臺灣精神醫學通

訊紀念的專輯，在徐教授百日前夕的清明時節

，繼續寫下一些感懷。

當巨人般的恩師離我們遠去，我們如何善

用徐教授留給臺灣與世界豐富的有形與無形的

資產，讓他的長青風範繼續鮮活的激勵後輩呢

？

撰寫徐教授傳記、彙集徐教授發表的論文

成電子檔案、設置學術論文紀念獎等，都是可

行的方式，期待有共識者一同來推動。

三十年前，徐教授在1985年7月出刊的中

華民國神經精神醫學會會刊第十一卷第二期中

發表了《閱讀障礙》的綜說論文。他在結語中

寫道：「我國有關閱讀障礙症候群的認識，其

可能演變成的教育、社會、心理衛生界問題的

共識方面就已落後，教育、兒童發展、神經醫

學、心理衛生、輔導、特殊教育、職能治療等

有關同仁應迅即屏棄本位主義，計劃長期有系

統之協同研究以闡明有關因素，發展一套統合

性個案發現、分析、矯治輔導策略，以前瞻式

方式設立對照組，經長期努力，創造中國化模

式推展於全國，是我們目前所面臨的最重要課

題。」

回顧這三十年來，於徐教授發表此文之後

，在台灣有關閱讀障礙研究與服務的進展，主

力是在特殊教育領域，而家長協會團體的成長

及參與推動也很重要。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界

同仁持續處於輔助支持的角色，除提供臨床服

務外，也在各地區參與特殊教育鑑定與安置的

工作；近年來，由於參與新制身心障礙鑑定計

畫推動之機會，個人代表精神醫學界與特殊教

育、臨床心理、職能治療、語言治療、神經醫

學、復健醫學及家長團體等領域合作，合力爭

取將閱讀及書寫功能列入b1（神經系統構造及

精神、心智功能）的鑑定向度中，建立鑑定基

準，使嚴重的閱讀及書寫障礙者得以進入新制

身心障礙鑑定程序，完成初步的鑑定相關人員

教育訓練，對恩師的教誨有所延續；然而，經

由上述的經驗，也更深入知曉一些有關台灣學

習障礙方面仍存在的重要問題，有待各領域專

業及家長團體後浪接前浪地合作努力。

重新細讀恩師的論文，再三深深感受恩師

的<超動能>。衷心盼望徐教授的超動能穿越時

空，持續帶動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界的世

世代代，發光發熱！

吾愛吾師------懷念恩師徐澄清教授  

台北榮總 陳 映 雪  

民國65年的夏天，我帶著台北榮總需要

發展兒童精神醫療的使命以及興奮的熱情，步

入彷彿童話故事中的小屋但肩負培育全省兒童

青少年精神醫療人員的殿堂－－.『台大兒童

心理衛生中心』，自此，我與兒心掌門人徐澄

清教授的師生情緣就深深地紮根了。極為感

恩徐教授無極限地且毫無保留地傾曩相授，

引領我熟悉了兒童青少年個案的會談、診斷

與治療，我首次見識了ADHD,. autistic. disorder,.

separation.anxiety.disorders……；也目睹如何進

行behavioral. therapy.以及與學校老師的合作來

協助school. phobia.的孩子與家長，我不僅深切

了解問卷的意涵，也更掌握心理衡鑑的奧妙與

應用。

學校心理衛生與研究是徐教授畢生的精隨

，我當然不能放過，也非常用心的學習，我第

一個臨床的研究就是在徐教授的指導下與陳快

樂醫師一起進行。拜讀徐教授在兒青醫學界的

研究，深深感動於他篳路藍縷拓荒的毅力，研

究相當浩大也非常具有real.world.的實用價值

，直到目前我們使用的各種兒青發展與行為情

緒問卷的常模，很多是他老人家在年輕時建立

的，歷久不衰，例如CCDI、各個年齡層氣質量

表、JEPI、CPM、SPM、、、不勝枚舉。他後

來曾主持執行跨國研究『學習障礙』、以及名

聞遐邇的『油症兒』，即多氯聯苯中毒個案的

追蹤研究，都是台灣本土經典研究。

凡此種種跟隨徐教授的學習歷程我都深刻

銘記在心，我也逐一的在北榮複製、發揮、教

育與傳承。在我之後，北榮李鶯喬醫師也曾前

往台大兒心受訓數月，北榮兒青精神科有今日

的表現，能在兒童青少年精神醫療界不缺席，

須歸功與感謝徐教授良多的教導與提攜。他的

著作等身，教養書籍既富學術實證且平易近人

，專業人士與一般民眾皆能信手粘來，立即上

手，不僅本人從中受益良多，也是目前我極力

推薦北榮兒青精神科專醫訓練醫師必讀的教材

呢！後輩們雖無緣親自受教於他，但從書中仍

可體察到徐教授兒青醫療的無窮功力。.

在台大兒心時，徐教授在我這個他院學生

的眼裡就是個不擇不扣的嚴師，在supervision

時，總是給我與李明濱醫師相當多的書籍與尖

銳的問題，要我們好好用功，那年頭原文書極

少，每一本對我們而言都如獲至寶，當然總是

不計成本去複印(那時候尚未有智慧財產權)。

事實上，他不嚴肅，反而是風趣有加。他常自

嘲自己是個大『過動兒』，他精力旺盛、行事

高效率、熱心豪爽、略多話但都十分到位，句

句重點痛下針貶，這樣的hyperkinetic.child.應該

會讓制定DSM手冊的APA.頭痛重新思考診斷標

準罷!.

讓我更感佩徐教授的為人是在他接任桃園

療養院院長時，他為了更快速讓桃療有新的風

貌與格局，他廣大運用他的人脈與學生資源，

聘請台北地區各大精神科的主治醫師輪流每日

前往桃療舉行專家演講、與門診教學。當時一

大早六點半徐教授與他的院長座車在不同醫院

接醫師一起驅車前往，準時於八點前到達且於

八點立即展開演講，中午十二點門診教學完後

，以專車與一個便當陪著醫師送回台北。歷時

多年，讓年輕主治醫師有了教學相長的成長契

機，同時也搭起友誼的橋樑長期支援友院的體

驗，當時北榮幾位參與的主治醫師都極為感佩

徐教授在提升台灣精神醫療品質的魄力與堅持

丘 彥 南  20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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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嘆一代宗師偉大的領導與風範真是了得！

『活到老、學到老』的最高表現我在徐教

授以及陳珠璋教授的身上得到了實證，每一次

兒青的繼續教育或會議，他倆老都是早早起床

來到會場，那麼早，年輕醫師大多姍姍來遲，

對比之下，總是讓尤其像遲到有如家常便飯的

我十分汗顏。他倆永遠是聚精會神且有始有終

參與，徐教授經常會有精彩的論述與建議，此

時『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的喜悅』不自禁油

然而生。

去年十一月兒青精神醫學會年會時，猶見

徐教授高大的身軀。曾幾何時，突聽到徐教授

辭世了，他走得如此匆匆，如此突兀，令人措

手不及，縷縷對他的懷念思緒中，充滿了難捨

與感懷，回想他無私的提攜啟蒙了我專業生涯

新的一扇窗，他豐盛的專業教導讓我充滿信心

與智慧，無所畏懼的往前打拼，他高超的人格

帶領，讓我總是以身為他的弟子為傲，也讓我

們有個溫暖的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作為大家

庭，他的睿智就是那個能讓大家可以安心依靠

的肩膀。

今天他逝世了，相信他的影響力仍會經由

大家的傳承更為遠源流長，且更加浩瀚。我總

有些靦腆，遺憾以前來不及跟他說聲感謝，希

望藉著學會的彙集，由衷表達我以及在北榮成

長兒青精神科所有醫師們的感恩，說一句『吾

愛吾師』，我們永遠懷念您！感謝您！希望他

在天之靈會聽得到！

緬懷恩師徐教授  

李 鶯 喬  

驟然聽到徐教授仙逝，百感交集，回首職

業生涯，徐教授對於我有莫大的影響和助力，

讓我受惠良多。

猶記得在台大醫學院學生五年級、基礎學

業完成到一個地步的時候，我對於未來選擇那

個科系執業完全沒有概念，經常為此感到惶

恐。直到大六在精神科擔任見習醫師第一次與

徐教授接觸，那時徐教授已是台灣精神醫學界

的名醫和名師，他繁忙的臨床和研究外，對每

位小小見習醫師的教學亦是親自親為。他規定

每位見習醫師需負責一個專題報告，而我不知

道要報告什麼「專題」，印象很深刻，教授給

了我一本書，是學者John.Bowlby寫的Maternal.

Deprivation，初讀頗感興趣，在教授親切而精

闢的指導下，讓我順利地完成了專題報告；由

這一次的心得，從此開啟了我對精神科方面的

興趣、深植服務精神疾病患者的決心，更乃至

於後來從事兒童青少年精神科的次專科。

台大畢業後，我進入台北榮總服務作住院

醫師，期間曾經有半年受醫院指派參加「台大

兒童心理衛生中心」每週一次的討論會，在徐

教授深入淺出的教學裡領悟甚多，他對於後輩

的指導和評論永遠是正面積極的，我在兒童青

少年精神科臨床知識的基礎與這段時間習得的

經驗有很大的關係。

民國七十二年前後我擔任北榮主治醫師的

時候，教授正由台大暫調至桃園療養院擔任院

長振興該院。當時，他規劃邀請許多醫院的主

治醫師前往協助那裡的門診與教學，我與陳映

雪主任（當時同任北榮主治醫師）也參與了這

項支援工作，前後長達約兩年。當時，我和陳

主任每週分別各一次前往桃療，教授每次都很

親切的使用院長的座車接我們過去，因此我有

一段時間是與教授一起乘坐院長座車前往桃療

，在這樣的經驗中，感受到教授親切溫煦、平

易近人的人格特質，與教授相處，如沐春風，

尤其是他的領導風範使我了解帶人帶心的重

要。

民國七十六年左右，在「氣質與發展理

論」的學者Chess教授前來台灣訪問時，徐教

授規劃了一個跨院際的研討會，在研討會之後

，他督促參與研討會的人提出個人的研究計

畫。我參加了這個研討會，也在教授的鼓勵與

支持下，第一次撰寫了一個為期兩年的有關台

灣本土青少年氣質特徵研究的國科會計畫，也

緬懷恩師徐教授  

吳 佑 佑  

徐教授是老師的老師，是台灣兒童精神醫

學的師祖，我們的典範。徐教授發展的兒童行

為發展量表、嬰兒、幼兒、兒童分階段的氣質

量表等無數個工具，目前在臨床上仍被廣泛使

用的。我在台大接受完整兒童精神醫學訓練時

順利拿到經費、完成研究，之後更完成了幾篇

相關的SCI論文，成為我學術成績很重要的一

部分。

每年的精神醫學會或者兒童青少年精神醫

學會的相關會議中，我都會遇到教授，他總是

很親切的關懷我工作的近況，給予我鼓勵與支

持；到了教授退休以後，依然看到教授積極參

與會議，鼓勵支持後輩，甚至是最近這幾年，

在他的身體不是很好的時候，也是如此，對於

這樣的長者，真的是非常敬佩。

徐教授離開了，留下我們後輩精神科和兒

童青少年精神科醫師遵循學習的標竿，對我個

人，恩師更將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教授以被借調到成大，並沒有機會直接接受

教授的指導的學生，徐教授退休之後仍活躍在

臨床及學術活動中，有時徐教授看到我會提醒

我他跟我一樣背著後背包，徐教授的親切關心

問話拉近我與他之間的距離，徐教授今天永遠

離開我們，心中有許多的不捨!.徐教授!.我們永

遠懷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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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給徐教授的一封信  

高雄長庚醫院兒童心智科 

周 文 君 醫師

徐教授—更習慣稱呼您「徐ㄅㄟㄅㄟ」，

我心目中永遠的兒心楷模，

永遠感恩難忘的恩師，

您啟蒙我對兒童精神醫學全人照顧的理念，

再三強調照顧兒童必須同時加入家人及學校，

成大二年兒童精神醫學次專科紮實的本土化訓練，

不管從臨床、教學或研究，

您不疾不徐的口吻、諄諄教誨、循循善誘，

成就了我對兒心的專業素養，

秉持您這樣的的信念，遵從您的教導，

我用心開創高雄長庚兒童心智科，

堅持醫護社心職五大專業，

共同合力於以家庭為中心的治療模式，

提供南台灣兒童青少年病患完整的醫療服務，

能成為您的徒弟，實在是我一生莫大的恩寵與

榮幸。

每回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

您高挑的身影，打直的腰桿，輕盈的步伐，

背著背包，駐足於每一堂課，

永遠坐在最前面，全神貫注學習的模樣，

總讓我情不自禁湧起對父親的思念，

一樣的醫者身影，後梳的白髮，

一樣的好學精神，認真的態度，

很自然地走近您，稱呼您一聲—徐ㄅㄟㄅㄟ好！

雖然知道您漸年邁，但依然健朗的神采、親切

的微笑，

告訴我您最近的生活哲學，很榮幸地分享了您

的快樂人生！

驚聞噩耗，實難以置信，腦海中的您仍然那麼

清晰！

人生的終點是另一個旅程的起點。

忍住百感交集的思緒，寫下這一封信，

親愛的徐教授，心中永遠的長者風範，

感謝您對台灣兒心的奉獻！對我們的教導!

我們深深的以您為榮！

我們也將持續地傳承您的精神!

謹以誠摯的心，獻上最深的思念! 直到永遠

------

緬懷恩師徐教授  

劉 惠 青  

徐教授剛來到我們科，是在我R3那一年。

那時剛好輪到住院醫師的兒心訓練課程，整整

跟了教授半年的兒心教學門診。到現在都還覺

得這是上帝奇妙的帶領，讓我在剛接觸兒心的

時候，就有這麼經典的老師指導。從門診前的

準備工作，到問診、病歷書寫，還有跟病人及

家屬的互動，都讓我看到老教授注重細節、深

入完整的專業和態度。可是由於兒心跟成人精

神醫學差異太大了，我對於這個領域還是相當

膽怯，因此在R4時當時的科主任劉珣瑛醫師告

訴我，我們科需要建立兒心團隊，希望我接受

訓練往兒心發展，我心裡著實感到抗拒，不確

定自己是否能夠勝任。就在這時候，徐教授居

然跟我說:「妳很適合走兒心!」雖然我到現在

還是認為，一定是主任請他來做說客，想要勸

我走兒心，當時還是有受到鼓勵，就此踏上兒

心的不歸路。一整年的次專科訓練課程，更見

識到教授對於教學的認真與紮實。比如說，文

獻選讀不是讀一篇文章，是讀一整期的期刊，

因為對於相關主題可以有更廣的探討。每週固

定個案督導討論的時間，教授對於個案及家庭

評估的深度、廣度，以及治療模式的評估、建

議、施行技巧等，更讓我獲益良多。因為有教

授傾囊相授的指導，我度過了青澀不安的訓練

階段，剛好也在這時候，教授屆齡而離開我們

科。回顧這個過程，教授就像上帝派來幫助我

的天使，讓我在兒心這個專業上被建造，一步

一步踏實的成長。我們的人生都是有限的，教

授如今雖然形體不在，藉由他所指導、培育的

無數學生，他的影響力仍然會一直持續下去。

再見了，我的啟蒙老師！

馬偕醫院.劉惠青.敬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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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徐澄清教授  

殷建智精神科診所  陳 信 昭  

我和我太太的認識其實算是徐教授牽的

線。當時徐教授已從成大醫院院長退下來擔任

精神部教授，我在成大醫院精神部擔任研究

員(民國83年)，主要負責兒童青少年方面的工

作。徐教授每周有一個晚上到當時的台南師範

學院(現台南大學)兒童心理諮商中心協助做兒

童諮商和父母諮詢，每當他因事無法前去時，

便會囑咐我代理他的工作，我也因而有機會參

與中心的一些研討會以及成大醫院與南師合作

的研究計畫，進而認識當時在南師初等教育系

任教的太太。這麼多年過去了，我太太也在去

年二月從台南大學退休，我們家的大兒子也在

去年上大學，感謝徐教授給了我機會完成專業

上的訓練，以及完成成家的終身大事，我一定

會記住您對年輕人提攜和照顧的精神，並且將

這種精神一直傳遞下去。

謝謝徐教授開創了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

感恩您的教導！

馬偕醫院��黃郁心醫師

李 慧 玟

我一直無緣受教于徐教授，當年他從臺大要去桃園療養院時，

家庭因素讓我選擇離開，但在離開前去台大醫院找他說明時，

他的和藹諄諄善誘�讓我歉意滿滿。�之後每回不管哪個場合碰到他

總會問我近況。退休後，他曾邀請我去新店慈濟與他一起工作，

但我的懶惰又再一次讓他老人家失望，但是他還是一樣，

每次見面總是那麼慈祥關懷，學養兼備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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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認識的徐澄清教授  

邱姵寧醫師 

2005年，我在台北榮總精神部完成兒童青

少年精神科次專科訓練，因緣際會地轉職至新

店慈濟醫院，當時耳聞兒青巨擘徐澄清教授將

到此擔任顧問醫師，而且還聽說他將近80歲、

罹患過癌症、上下班要靠捷運往返淡水與新店

，內心就肅然起敬，怎麼會有這麼犧牲奉獻的

院長級退休醫師？如此高齡，不是應該遊山玩

水、含飴弄孫嗎？

我很幸運地可以認識到徐教授，發現他就

像「櫻桃小丸子」的爺爺”友藏”那麼容易讓

人親近，又兼具「柯南」裡”阿笠博士”的智

慧，再加上「烏龍派出所」卡通裏”大原所

長”的嚴格與正直！我大概跟診了兩年，受惠

良多，徐教授基本上是不信弗洛伊德那一套系

統，他認為弗洛依德的理論純粹是他個人生命

的經驗，現在有哪一個國外知名醫院或心理學

院有用實證醫學的方式研究弗洛依德分析取向

的治療成效呢？這對當時的我，不啻是當頭棒

喝。另外，「兒童行為治療」就是要教導家長

執行，家長才是與病童每天生活在一起的人，

家長學會了行為治療的原則和確切地執行才是

治療成效的關鍵所在。教授在門診最經典的問

句便是問家長：「你覺得我的建議對你和孩子

有沒有幫助呢？」好讓家長反芻門診中建議的

治療原則。教授也明確地指出很多帶來門診就

醫的媽媽和爸爸之間的關係是不佳的，因此教

授也會強調夫妻關係治療的重要性。

早療工作的推廣可說是徐教授的終身職志

，.當時在徐教授和復健科吳欣治醫師的大力

推動下，慈濟爭取了台北縣衛生署的早療發展

評估醫院計劃，.加惠了許多孩童的早期療育

機會。徐教授的著作等身，其中健康世界叢書

系列如”因材施教””只要我長大”等書及精

神醫學會出版的”兒童行為治療“.是次專科

醫師的基本教課書，.而.CCDI(學齡前兒童行為

發展量表)仍然廣為流傳使用，他所提供的文

化資產將會永遠伴隨著我們。

科內每個同仁包括醫師、心理師、社工師

都定期接受徐教授的個別治療督導和病歷寫作

督導.。當然，他是很嚴格地要求我們的病歷

寫作不能馬虎，若有文字不通順，甚至標點符

號不恰當，該記錄的沒記錄，他可是會生氣的

！相對地，當我們表現不錯時，教授也會適時

讚美鼓勵。例如:我在衛生署會議中曾極力爭取

慈濟精神科病房，因為答辯應對如流，他事後

便說：「你今天講得很好！」能夠獲得徐教授

的稱許，這件事我一直引以為榮。因爭取病房

設置成功，.因此身心醫學科的全體同仁由徐

教授領軍，於2008年一起到三軍總醫院精神部

參訪精神科急性病房(見照片1)

徐教授對於英文論文的修改更是讓我印象

深刻，他只要短短兩天即可完成。我曾問他為

什麼能如此神速地修改英文論文？他只是靦腆

地回答：「這是我個人的興趣啦。」徐教授除

了專業學問的教導與行政工作的提點，他會關

心每個人的生活狀態和家庭關係，教授的夫人

趙綿綿女士更是可愛到極點又充滿智慧的長輩

，每次聚會都能感受到徐爺爺徐奶奶帶給人們

溫暖的力量，和他們對生命充滿正向的態度,.

總是能夠感染給別人滿溢的幸福能量。

追隨徐教授的這幾年，我看見了他的”鞠

躬盡瘁”，他一生為兒青病患盡心付出，又孜

孜不倦地教導每個晚輩，”恩澤廣披”。在徐

教授的告別式上，我聽到他的大兒子描述他們

的兒時回憶，常常是爸爸為了照顧病患而無法

回家吃晚餐，頃刻，我涕淚交零，我們見證著

徐教授的一生真的是”始終如一”呀！從年輕

輝煌瀟灑的年代到高齡近90歲的耄耋之年，都

將病患的利益(interest)擺在家人的幸福和自己

的健康之上，提醒著我，不要忘記教授的力行

身教與無私精神，醫療工作者就應該犧牲奉獻

，努力地讓這個社會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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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冬季號通訊考題答案

1..Ans..:.(C).解析如下：

(C)..第一次犯案被捕當時還正因忽略而

在兒童保護系統中(代表目前正受

忽略者)(Dually. involved. group)，比

在以前曾受忽略，但目前未受忽

略虐待之青少年虞犯(Crossover. or.

historical.neglect.group)，以後再犯案

之風險較高，在控制家庭、同儕、

學業、精神健康、以及物質濫用等

變項後結果仍成立。

2.Ans..:..(E)

3.Ans..:..(A).解析如下：

(A)..忽略(neglect)才是兒童受虐案件中

最常見，並且是兒童被安置最常見

的原因。在美國，兒童保護案件中

，忽略佔78%，身體虐待18%，性

虐待10%，心理及情感虐待8%。

4.Ans.：(E)，解析如下：

(A)..最能預測未來犯罪行為的指標就是

過去曾經發生的犯罪行為者

(B)..在兒童學齡前期即予導入有關利社

會價值觀及參考多重系統介入模式

，如MST方案，可以避免青少年形

成反社會（Antisocial）行為

(C)..在回顧早期預防青少年犯刑的文獻

裡，Perry.Preschool.Program模式主

要結合家庭支持及教育，也相對大

符度地樽節社會所將付出的成本

(D)..其中Multisystemic.Therapy（MST）

方案建構以生活、家庭、學校、社

會及危險因子多面向之深切治療模

式

5.Ans..:..(B)，解析如下：

(B)..智商與精神病態交互影響青少年犯

罪，高智商與高精神病態的青少年

有較高的犯罪危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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