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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緣起 

  由於國高中時期的興趣使然，我曾有過和日籍老師學習日本舞和花

道的經驗，而在其諸多鞭策之中，來自京都的老師也無意間向我傳達了

許多故鄉美好的文化與景色，每每看見老師幾乎已內化成生活方式的優

雅儀態和談吐，一股對於未知異國的憧憬便油然而生。之後，我在因緣

巧合下獲得了接待並隨同日本住吉高校學生上課的機會，也在這樣的活

動中和同年齡層的日本學生有了交換人生經驗的時間。 

  換而言之，從各式各樣的人口中，我像是拾起一張又一張關於這個

兼具了傳統韻味和現代科技感的國家的拚圖，然而想像中的那面貌卻發

地不合邏輯、越來越像是馬賽克一般神秘。 

  從那以後，我便暗自下定決心，總有一天一定要實際前往日本做深

度的學習，這世界如此之大，就連同樣位於亞洲的鄰國我都一知半解，

遑論在這之外的廣大土地了，因此，作為走向世界的第一步，我抱著滿

滿的好奇心和求知欲，鍥而不捨地和國際處、系辦以及京都大學校方進

行討論，也在各方指導者的協助下，寫了不下百封的信件寄往遙遠的日

本，而在無數次與日本指導教授商討研究計畫和日常安排後，我終於感

激地踏上了日本的國土。 

 

二. 赴國外實習機構或企業之學習心得 

 

  本次海外實習有幸承蒙醫管系和國際處多方的指導方得成行，最令

我感動的則是日本京都大學附屬醫院的醫療情報部各位同仁、秘書原小

姐，以及從我 4月取得聯絡後便一直給予我莫大協助的黑田知宏教授和

加藤源太教授，對於素昧平生的區區一介學生，從租屋、申請學生證，

到學分申請、實習合約簽訂等等，都不厭其煩地和我來往了百多封信，

此次日本之行，我為此不勝感激，也非常希望能藉由這份心得完整表達

我在日本學習到的寶貴經驗。 

 

  首先，我想先由在日本實習期間觀察到的工作習慣開始說起。 



  在日本首先體會到的，便是語言上的隔閡問題。這邊指的並不只是

日常生活上的細小不便，而是學術討論上的困擾之處，日本在醫學方面

是全球數一數二知名的，相關研究論文與期刊報告更是不計其數，然而

不光是這些學術作品，上至政府單位統計資料、政策說明，下至網路資

料、新聞專題，全都是由日文寫成，連英文註釋都不會有，也因此，除

非牽涉到外國某文章或某學者，否則不管在言談上、投影片中或是工作

上的書面資料，都是鮮少看到日文外的文字的。 

  雖然在來之前已經有了自己日文程度會不太夠的心理準備，但卻萬

萬沒想到這問題是以這樣的形式找上了門，比方說：常常閱讀了某篇刊

物後，想將其中某制度和台灣的相似制度做比較時，不但網路和書本查

不到該制度具體而精確的中文名詞定義，有時連英文都沒有，往往使我

無法在撰寫報告時妄下定論，只能隔日再與教授詳細討論以免認知發生

錯誤。而這樣的困難，也只能多花時間勤加閱讀方能彌補。 

 

  再者，日本人對於規矩與秩序的重視程度，在國際上已經不再是個

新聞了，這點在日本的書籍資料永遠比毫無根據的網路資料多這方面便

可知一二，在理解新事物這方面上，他們也有自己一套慣用的方式。在

台灣上課時，若是要向他人解釋嶄新的概念，通常會先以類似「懶人

包」的方式作為開頭，也就是先給大家一個精簡的定義，幫助眾人快速

理解，而後以實例等方式做詳細的說明；但頭一次在京都上台報告時，

我便慘兮兮地了解到了這個理解方式在日本是行不通的，當我才剛簡略

帶過我所要說明的題旨時，老師便問我何來這樣的結論，怎麼這麼快就

可以給出肯定的答案等等，後來我才知道，在習慣上，老師與其他日本

同事們都會先把與報告主題有關的文字、數據圖示化，讓畫面乾淨整

潔，如此便解決了解釋概念時理解速度慢的問題點，接著，他們通常會

給予非常多討論的因素和影響的方向，卻不太會直接給出肯定句來，感

覺就像是凡事都還有討論的可能，比起對錯，他們更常說好壞，雖然聽

起來只是些雞毛蒜皮的小細節，但卻是在日本製作報告用 PPT 的一大注

意要點。 

 

  最後，便是全日本上下無一倖免的「過勞文化」，原本還以為這只是

上一代留下來的傳聞，現今社會應該已經不能容許這種過度壓榨的行為

了，但事實上，在日本，就是沒人逼你，你也漸漸會開始搶著加班。在

台灣時，我完全不敢說我自己是多認真的學生，因為讀書這件事本身就

是學生的責任，不多也不少，我也自認無愧於心就好，但在日本實習

時，這是我生平第一次開始覺得我做得永遠不夠多，我永遠不夠讓人滿

意。記得有一次和教授討論專題，我提出了想了解日本高齡照護設施運

作情形的請求，原本只是想詢問教授有沒有推薦的讀物，但想不到他隔



天便告訴我他約了開設安養設施的朋友帶著我們去參觀整個設施一天，

多可怕的行動力！我記得還有一次，我在凌晨五點左右完成了下周預計

要上台發表的報告，並且夾帶在郵件中寄給教授過目，正當我心想終於

可以休息了時，五點十分，教授傳了簡短的郵件過來，大意是他正在閱

讀我的報告，明日想在七點鐘那班前往當天工作地點的車上跟我討論，

方才還身心俱疲的我頓時對於自己比老師還早休息的事實心生愧疚，最

後又坐回電腦桌前。 

 

  久而久之，我竟也成了會主動和教授討論新論文、想預先寫好參訪

地點訪問稿，以及會搶著幫忙做辦公室事務的人。我想就是這股想仿效

他人的心情拖動了整個日本社會吧。 

 

  接著，便是我平時實習的狀況說明。 

 

  從第一天抵達日本住宿地點並放下行李以後，我便依教授們在信中

所言，前往醫院進行環境認識和向辦公室同仁打招呼，我所前往的是京

都大學附屬醫院位於南病棟地下一樓的醫療情報企劃部，在這裡的研究

室，老師和秘書們很友善地為我準備了一張辦公桌，並且一步一步地告

訴我平時會需要用的設備在哪裡、該怎麼走才能找到教授位於另一個病

棟的研究室，並且還替我申請了擁有一切必備權限的タグキー（tag 

key）跟院內工作證，有了這個外觀像按鈕一樣的電子識別證，我才能在

南病棟和先端医療機器開発・臨床研究センター（教授研究室所在）。 

 



 

（ 秘書所給予的識別證和 tag key） 

 

  在辦公室，平時會有日本同事及來自加勒比海、中國、印尼等地的

同事坐在我的旁邊，大家會在這裡討論研究、排班進行打掃、補充茶

點，有時也會一起使用辦公室的投影機進行報告的練習，不但有知識上

的協助，還有異國生活的分享，因此辦公室的前輩們都像是我的指導者

一樣，而有人不在辦公室時，包括我在內，一般都是出去醫院其他部門

或是京都大學吉田校區工作了，很少有人是沒事卻又不待在辦公室的。

由於我的指導教授加藤老師須要跑好幾個部門，主授教授黑田老師又是

個常跑外地的大忙人，因此每周行程都不會太相同，只有實習單位每周

一的定期發表會、教材討論、每周二三的醫院例行執行會議和實習、每

周四的醫療情報學碩士班課程和日文課程以外，其他行程視乎我和教授

當周的討論方向，因此幾乎都是不固定的，而下周如何安排則是必須在

周末和教授討論清楚。 

 

  因為實習期間共三個月，每周都會有一份新的行程表誕生，故在此

僅以 10 月初時第一周的固定行程表作為範例。 



 

（ 10 月初時第一周的行程表） 

 

  在定期發表會時，身為大學部學生的我從一開始就硬著頭皮和整個

會議室的碩博士生、指導教授等人一起進行自我介紹和定期發表，而不

同於有著自己研究主題的碩博士生，我的發表主要是針對我在日本學習

到的所有知識及其與台灣相對應情狀之比較，曾發表或參與過的會議主

題就如同其他時候我從京都大學附屬醫院獲得的資料一樣，教授們是不

希望未經同意外流的，因此很遺憾我無法將這部分資訊完整傳達回台

灣，但這點也顯示出京都大學對於學術倫理較為注重的一面。 

 

  結束星期一的會議後，通常我會與加藤教授討論當周我們所挑選的

主題或教材，一方面增加我的日語閱讀能力，一方面培養我對日本醫療

體系的基礎認識，畢竟在台灣，很難得看到一份完整的資料可以詳細說

明日本的包括払い制度、診療報酬改定、以及介護保険等等。 



 
（ 實習期間的教材之一） 

 

  由於感興趣的項目真的太多了，我一直遲遲無法下定決心要死守著

哪個部門學習，最初教授們似乎還有點猶豫，但後期便真的開始帶著我

去各種地方實習，甚至也會開始放心讓我自己一個人前去指定的部門進

行學習，而不是像最初幾周一樣時時刻刻擔心我會搞不清楚狀況，我也

在承蒙加藤教授讓我誠惶誠恐的多方聯繫和委託之下，前往了京都大學

附屬醫院的救急部、BCC（Bed Control Center）、滋賀的老人安養設

施、バプテスト病院的見習等等，說起來其實是循序漸進的，我和教授

先由書本打下對日本醫療環境的理解基礎，之後前往醫院第一線驗證自

己的理解是否正確，最後，由至今為止的學習經驗產生的困惑中，決定

下一個需要前往實地訪查的地方，而我當時所發現並打算深入研究的主

題便是台日兩國高齡患者在急診室患者比例中分布情形與醫療資源利用

之現況探討，這是我在救急部看了絡繹不絕的高齡者人潮，以及滋賀老

人安養設施中各項細心周到得令人驚奇的設備後，認為台灣非常應當以

此做為參考的主題，因此這也是我當時回國所做的專題主題雛形。但雖

說我最後選擇做了這個主題，由於實習期間每周都會有不一樣的學習體

驗和場所，所以我幾乎每周都會查資料並撰寫一份詳實的心得報告，並



且和教授討論這份報告並加以修改，作為當周課程的句點。 

 

 

（ 每周心得報告：以遠距醫療相關心得中的一頁為例） 

 

 

  除了上述的課程以外，有賴於秘書原小姐、黑田教授與加藤教授的

推薦，我每週四還會跟著京都大學的研究生一起修習醫療情報學的講座

課程，不知是不是學習的經驗相差太多，同學們總是能夠輕鬆交出的定

期報告總是讓我傷透腦筋（如附圖），而秘書小姐特地替我申請的京都大

學外國留學生日語課程，雖然是經過事前考試分班的，但不知為何我總

是覺得同學們的日語能力高我不只一個階層，儘管如此，我還是認為能

夠實際走入京大的吉田校區，在學生食堂吃飯，和其他留學生們一起上

課，並且在販賣部買些台灣不常見的文具，是個非常特別的經驗。 



（ 醫療情報學講座關於當周課程「連攜醫療」之作業題目） 

 

  最後，除了上述的固定課程和不定時參訪以外，有時我也會隨著辦

公室的大家一起參與各種大小會議，舉例而言，最令我印象深刻的便是

與全辦公室的前輩們一同參加的日本醫療情報學連合大會，由於是一年

一次、來自各頂尖醫院和大學的發表會，且地點選在大坂的國際會議

場，因此辦公室不但休息了一天，還出了報名費讓全體同仁都能自行前

往大阪參與這個會議。在國際會議場中有好幾個樓層都在舉行醫療情報

學的發表會，各樓層中都有數個大大小小的會場，每個會場內都有不同

的報告人和聽眾正在進行會議，付了報名費並取得參加證的人會取得一

份會議的議程表，依照上面的時間地點，便可以在任何時間選擇進入任

何場地聆聽有興趣的報告，其中，我的主授教授黑田老師便是在各樓層

中最大的會場中擔任講者的角色，規模甚至龐大得還有同步英文翻譯在

場，會場外也有設有類似補習班同步教室的空間，會即時直播會場內的

投影片和聲音。只可惜老師的那場發表實在太熱門，連站位都沒了，我

等了許久也不見有人出來，只好聽從另一位也鎩羽而歸的前輩的建議，

直接去尋找其他也有興趣的發表會場，當天，我參與到了遠距醫療系

統、電子病歷、福祉工學等發表的過程，收穫良多。 



 

（ 日本醫療情報學連合大會參加證） 

  三個月下來，我從完全不知道日本健保到底是怎麼回事，到慢慢理

解他們的老人衛生福利政策、醫療上的工學技術應用、病床稼働率、醫

院營運的實際狀況和問題，最後向著高齡化社會對醫療之衝擊的方向進

行研究，一路學過來，有個老師曾對我說，日本現今的高齡社會狀況就

是十年後的台灣，也許有人會認為實質影響不大，但若是有人看到日本

十年前和十年後的高齡患者就醫狀況統計資料，甚至只有急診室的成長

比例也好，一定也會和我一樣為台灣感到憂心忡忡。 

 

  但也就是這樣的憂心忡忡，給了我歸國以後繼續學習、充實自己的

原動力。 

 

三. 國外實習之生活體驗 

 

◆ 食： 

一個人在日本住，又沒有太多存款時，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早上剛開門

跟晚上東西快過期時跑去超市搶食物了，通常一家超市每天超級特價的

商品都會在早上時被主婦買光，晚上時則要和上班族搶快到期的現做便

當和熟食，因此若要撿便宜，動作就要快！也別認為超市賣的東西就是

粗飽，有時還非常精緻，因為日本超市經常會販賣自家製的麵包、炸

物、烤物、飯糰等等，味美堪比家庭餐廳，而我去對於超市的依賴程

度，也讓我在歸國前想一次花光集點卡的點數時，很驚訝的發現自己竟

然可以換上台幣兩、三千元的東西。 

 



但偶爾，也是會有小小奢侈一下的時候，記得剛剛去到日本，辦公室

的同仁們和加藤老師另外兩名指導學生就曾以「歡迎會」的名義請我吃

了非常豐盛的大餐，這樣令人感激不盡的文化在日本似乎習以為常，每

當要預祝活動順利，或是慶祝某件事情的完成時，便會有人召開飲み

会，然後大家一起去一家稍微有點高級的餐廳吃飯，而我所經歷過的歡

迎會、飲み会跟歡送會，幾乎都是大家不分長幼尊卑地坐在一起，然後

拋開日常生活的嚴肅，開始聊些上司下屬間平時不會說的有趣話題，在

居酒屋時，我曾吃過好吃的蘆筍串燒、培根捲起司，在料亭時，我也吃

過好吃的火鍋，另外也有在聚會上品嘗了非常新鮮的生魚片和美味關東

煮的時候，甚至還有一次吃了番茄起司口味的拉麵，雖然說台灣經常可

以看見許多日式小店，但真正日本到地的味道，總是和想像有著十萬八

千里的差距，讓我深刻體會到台灣真的很多日式料理都是「台式」的。 

 

◆ 衣： 

由於居住的地方附近有著「河原町」這麼一個熱鬧的商店街（由於有

著寶可夢中心京都店的關係，這裡有非常多觀光客），要買什麼衣服、裝

飾品，幾乎都不成問題，但唯一的問題是，我經常覺得我和身邊的同伴

們老顯得格格不入，也許是台灣學生習慣穿得比較休閒吧，我自知兩國

之間對於服裝的解釋天差地遠，因此在台灣準備期間，我便不只一次詢

問了祕書小姐和加藤教授關於服裝的問題，想知道怎麼穿才不致於失

禮，雖然兩人都跟我說不用穿得太拘謹，但從秘書小姐特地叮囑我「有

些外國學生一開始會穿球鞋進辦公室，記得不要穿球鞋」後，我便深知

我還是得去實地訪查一次了，畢竟在台灣醫院見習時，我和同學們也都

是穿著球鞋的。 

 

雖然沒有硬性規定，但不管有沒有要跟老師見面，只要進了京大或是

京大醫院，似乎都是穿著襯衫、化著妝，並且穿上包鞋，才不致於讓自

己顯得太突兀，記得曾經坐在大教室上課時，很尷尬地發現只有自己穿

著帽Ｔ時，我還曾心驚膽顫的詢問一旁的日本朋友，問他我看起來哪裡

跟日本的女大學生不一樣，結果他劈哩啪啦說了一堆像是我沒有戴隱形

眼鏡而是一般眼鏡、我太常穿牛仔褲、我頭髮沒吹成型、我在教室裡穿

得很休閒、我沒化妝之類的，然後他也非常和譪地安慰我：並不是真的

只要太常素顏就會被覺得奇怪啦。 

但即便如此，我隔天還是盡可能在家裡打扮了一番，就為了不要讓自

己顯得太「特別」。 

 

◆ 住： 

  這雖不是我第一次離家生活，但卻是第一次在異國獨自居住，而且



還不是三天五天，一去就是三個月。 

 

  在台灣時，也許是因為身為本國人的關係吧，租屋非常方便且毫無

後續問題，然而在日本時，我租屋不但需要一位日本保證人，還需要簽

訂非常多的租屋合約，也要出示自己足以負擔房租的證明，在歸還房間

時，還需要事前一個月提出自己要搬離了的通知，否則就會被多扣租

金，然而我明明在入住第一天就已經聲明過我何時會離開了。 

 

  另外，日本對於垃圾分類的方式也相當麻煩，舉例而言，在我所居

住的宿舍中，每星期一才能扔可燃垃圾，需自行購買黃色的指定垃圾袋

包好，然後拿到住家附近的可燃垃圾收集區，之後用一旁電線桿通常都

掛著的塑膠網子蓋住（可用以防止日本的巨大烏鴉將垃圾翻得整條街都

是，雖然我還是目睹過了）；至於一周當中其他天，可能某日是扔鐵罐

的，某日是扔塑膠類的，需要用的垃圾袋和放置場所也跟可燃垃圾不

同，真的常常會搞不清楚，如果不小心分錯了，隔天就會很尷尬地發現

那包垃圾被留在原地，附上一張「叮嚀」紙條，但最困擾的果然還是某

種垃圾一星期只能丟一次，拿可燃垃圾來說，經常鼻子過敏而需要用衛

生紙的我真的常常會用滿到需要用兩個大垃圾袋來裝。 

 

  除此之外，京都每一個套房幾乎都是有附冷暖氣的，對於一進到房

間內部就對便宜學生宿舍的裝潢感到有點失落的我來說，能夠冬暖夏涼

就是最大的安慰了。 

 

◆ 行： 

日本的大眾運輸是世界有名的複雜，但我想這應該是在大阪和東京

比較常發生的狀況，以我居住的京都府左京區來說，最便捷的交通方式

應該要屬自行車跟公車了，因為京都不少地方都要走上好一段路，自行

車絕對是學生族的好幫手，至於公車，京都也有非常多四通八達的公車

路網，可以從金閣寺一路坐車去京都車站，而其他市區最複雜的電車系

統，在京都是幾乎沒有這個問題的，如果想去宇治吃冰，或是去競馬場

看馬，只要搭乘京阪電車便可以一次解決，就算是想要往京都北方深山

走，爬上鞍馬山泡溫泉找天狗，或是去嵐山賞楓葉，也只要再轉搭一次

小火車就可以了，而且一路上都不會像大阪一樣人擠人到了水洩不通的

地步，公車也開得非常平順，不會塞車、急加速或急煞車，整體來說，

我還蠻喜歡京都的交通狀況的。 

 

 

 



四. 國外實習之具體效益 

 

  此次海外實習之具體效益，對我而言最珍貴的經驗是為： 

1. 成功以自身在日本的研究、統計資料，以及身處日本時線上查閱

的台灣論文為素材，來回反覆撰寫、修改、審閱出符合教授要求

的多份報告，而幸得教授不厭其煩地多方洽談，我因而得到了在

撰寫文章時若發生實務上模零兩可的問題時，能夠直接前往相關

單位進行訪談的機會。以台灣長照保險為例，我也曾就此主題向

京大醫院的診療報酬部門詢問確切的日本保險狀況，並因而獲得

了介護保險這個關鍵字，以及得以在參訪老人安養機構時，詢問

這項措施對於日本年長國民的確切助益何在。 

而在了解當地制度特徵時，我也會彙整台灣的新聞、資料和論

文，並將其翻譯為日文，提供給日本師長們做兩國比較的參考，

因語言和地域的隔閡，不僅僅是我們不太了解日本現行制度運作

和醫療困境，京都大學的師生們中真正透徹地了解台灣醫療環境

的人也不算多，而這樣知識的交換，對雙方來說或許是互利互惠

的過程。 

2. 在參觀了日本許多高齡患者照護設施後，也許是因為日本社會高

齡化歷時已久，早已發展出許多台灣目前仍未普及，甚至仍未實

現的技術，比方像是日本有些地區已經在試行搭配醫師即時診斷

的遠距醫療，現行技術下，儀器能夠提供醫師的數據包括：患者

血壓、體溫、呼吸狀況、病史、2D 患者視圖等等，雖仍不及能

夠當場 360 度觀察病人的直接看診，儀器同時也有通訊遲延、操

作複雜、佔用空間龐大等缺點，且遠端患者方仍須具護理能力的

人員協助進行看診，因此尚有非常大的改善空間，但能夠發展至

此，已是解決地區醫療資源差距的一大起步了，我國於民國 96

年發展遠距照護至今，雖有積極設置平台及進行法規和設備的補

足，但卻遲遲不見確切有效的雛形，因此，未來我打算趁著在日

本期間的知識還未過時前，更加積極建立自己的資料庫，並以此

為基礎，持續撰寫論文，並期許自己在這兩年內能夠做出完整的

投稿。 

3. 在歸國以後，台灣系辦仍有和日本教授取得聯繫，雙方在書信往

來後決議在台灣進行更多晤談，並且邀請加藤教授和黑田教授一

同前來北醫參觀，在這之中，我有幸能夠在必要時刻做為兩方的

溝通橋樑，並且在日本教授來台時陪同參訪，並執行翻譯的工

作，並且希望往後也能為促進兩校合作更盡一份心力。 

 

 



五. 感想與建議 

 

這次前往日本之前，畢竟是獨自前往從未長久居住過、還存在著語

言隔閡和文化差異的國家，或多或少也做了適應不良、生活不便的心理

準備，但萬萬沒想到的是，其實最阻撓我在大四實習時直接就前往日本

的因素，便是我在還沒去過其他醫院實習時就選擇了這個地方。 

 

為什麼會這麼說呢，其實對於整天待在課堂上一昧擔任接收者角色

的理論派大學生而言，醫院的實務運作情形是稍顯陌生的，在京大醫院

學習時，我幾乎每天能夠看到令我驚豔的新奇事物，唯一令我愧疚且苦

惱的就是，我竟然一時無法確定這份新鮮感究竟是來自初出茅廬的學生

心情，還是身處異國看見不同事物時的振奮，畢竟，有時我也真的無法

確定眼前的事物是否在台灣某個我還不了解的領域已經存在許久。 

 

因此，若我能夠重新再準備一次當時前往京都的旅程，我會仔細調

整預習讀物的比例，在當中摻雜更多我國既有的醫療現狀學習。 

 

然而除此之外，我對於這次海外實習真的只充滿了感激與充實的心

情，不管是在宿舍時勤加與我討論醫療法規的法律學部同學，或是辦公

室裡經常提點我如何快速融入環境的加勒比海大哥與中國姊姊，還有一

路走來對我也有鞭策、也有關心，並且時時對我伸出援手的教授們與秘

書小姐，是他們使我了解到，學習這件事從來就不只是關乎學識，雖然

回到台灣後會稍覺彆扭，但是在日本時我所體會到的工作氣氛真的十分

令我留戀：不管多忙多累，不管是你的下屬還是上司，曾和我共事的工

作夥伴仍會打起精神和我打招呼，仍會不厭其煩地一再確認自己的工作

已經確實完成；不管是開心的事、值得慶祝的事、需要一起虛心檢討的

事、還有令人遺憾的事，在實習期間我也全部碰上過，但這時辦公室的

夥伴們總會耐心聆聽其他人的故事，然後在下班後一起痛痛快快吃上一

頓美味的飯；不管你曾經惹火了誰，或是誰真的跟你不合，他也從不會

否定你還是他同伴的事實，也仍然會認為你屬於這個團體，即使你只是

剛加入的菜鳥，他們也會很積極地邀請你一起去參加各種祭典。 

 

我無法確定是否日本各地的工作環境都會有這樣的氣氛，但至少京

都大學給了我非常深刻而寶貴的快樂回憶，要感謝的人真的數也數不

清，而我也希望之後若也有來到這裡的同學們，他們也能拋開最出的膽

怯，好好體會這個號稱全日本學風最自由的大學，究竟有多麼令人感到

溫暖，在做研究時又是多麼的專注而不畏艱難。而在看見別人的卓越

時，才能激勵自己不再止步不前，也方能回想起自己最初逐夢時的動



機，未來更能朝著世界邁開屬於自己的堅定步伐。 

 

而若要給這次的實習給出具體的建議，我認為是會在出發事前的準

備工作上，許多實習前的準備工作細節都鮮為人知卻又不可或缺，如若

往後欲前往海外實習、挑戰自我極限的同學數量增加，校方或許可以考

慮召開海外實習前的準備工作說明會，舉凡需要填妥的單據、北醫這邊

的連繫單位該為何處等等，這樣應當能更加疏通同學們拓展國際視野的

管道！ 

 

六. 活動照片（至少五張） 

 

 

（ 每周與加藤教授進行的主題討論。 

另二位為教授的醫學部指導學生） 

 



 

（ 每周一的報告時間，上圖為期末歸國前的最後發表） 

 

 

（ 在バプテスト高齡照護病院中見習並與院長合影。 

為使高齡患者不易混淆身分而換上白袍） 

 



 

（ 在京大醫院的救護車出入口與救急部老師、消防隊員合影） 

 

 

（ 因適逢京大學生慶典而幫忙排練壯闊的排舞） 

 



 

（ 在院內為方便員工彼此聯絡所使用的 PHS 電話） 

 

 

（ 醫療情報學連合大會時，會場外的走廊上也有不少講者在報告） 

 



 

（ 與醫院員工們舉行宴會時所到訪的高級餐廳） 

 

 
（ 每周固定在有白板的會議室與教授商討下周行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