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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台灣捐血系統發啟人---林瑪莉醫師 
 

蔡惠君 

鄭穎培 

顏健霖 

紀家軒 

吳嘉欣 

談到台灣輸血醫學史，  

不能不談到林媽利醫師。  

一位國際知名的研究學者，  

十七年來投身最冷僻的領域，  

做研究台灣人血液的拓荒工作。 

 

 

 

創意父親成為楷模 

    詢及林醫師為什麼會選擇念醫學系，林醫師表示家父給她帶來的影響

最大。林爸爸是名在台南相當著名的開業外科醫師。1950 年代正好是國共

內戰時期，省立衛生署的醫療水平並不如開業醫師做的好。在那環境衛生

惡劣、阿米巴寄生蟲病橫行的年代，許多病患都因無法負擔龐大的醫藥費

而放棄治療。可是，林醫師的父親卻秉持著“視病猶親”的精神協助了許許

多多的病患，甚至幫他們支付來回診所與家裡的交通費用。不但如此，林

醫師的父親更選擇了以針抽取肝膿瘍的方式來醫治那些因阿米巴寄生蟲病

而罹患肝腸膿瘍的病患。如此創新之舉不僅拯救了許多人，更是當今醫界

的一項壯舉。 

 

機緣巧合 ·涉足研究 

    據林媽利醫師所說，投身研究對她而言是個不得不做的抉擇。她回憶

道大學五年級升六年級時，曾被彰化基督教醫院派遣到埔里基督教醫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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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那些患有結核病的原住民病童。那裡優美的環境讓林醫師印象深刻，

便立志畢業後要像一名宣教士一樣回到埔里來服務。只可惜事與願違。當

她畢業後開始著手進行住院醫師的申請手續時，卻被告知埔里基督教醫院

的 4 名內科住院醫師名額都已保留給上屆服完兵役的男性畢業生。儘管當

時，她已獲得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的皮膚科空缺，卻終究感到心灰意冷。

此時，林醫師求學時期最喜歡的病理老師-林文士仁，便告訴林醫師前來報

讀台大病理研究所。就這樣在老師的指點下，林醫師踏上了研究這條道路。 

 

研究從自身經驗做起 

    林醫師之所以選擇血液病理為自己的研究方向與她個人經驗有絕對的

關係。大學四年級，林醫師曾因患有 hypoplastic anemia（一種因骨髓無法

製造足夠血球細胞而引起的貧血症）而住院。當時的她靠著“血牛”（醫院

為補充血庫而聘養的專職供血者）和諸位同窗、老師們的輸血相助度過，

曾任高醫和北醫校長的謝 XX 老師也是捐血者之一。唯世事難預料，林老

師因兩邊膝蓋出血而病情告急，其父親便將她帶回家休養。令人驚訝的是，

之後林老師就漸漸康復，打破了她即將不久人世的傳言。這樣的人生經驗

讓她與血液病理解下不解之緣。 

    此外，當時血液病理亦是相對較少研究人員投入的領域，林醫師也就

這樣做出了與別人不同的抉擇，投身於此。 

 

進行研究·持之以恆 

    詢及林醫師認為當今醫學生在進行醫學研究時應持有的心態與抱負。

林醫師表示，從事研究時謙虛、勇敢及持之以恆的態度是不可或缺的。面

對問題時，同學們不應選擇逃避問題而是加以面對並嘗試解決之，問題自

然就會迎刃而解。必要的時候，同學們也應抱持著謙虛的態度向他人請教，

尋求協助。對林醫師而言，個人信仰也是對她而言相當重要的精神支柱，

以應對每日的挑戰。 

 

醫師與社會的個人實踐 

    林媽利醫師對台灣社會最顯著的貢獻便是建立起了既先進又便捷的捐

血與輸血制度，以確保病人接受輸血時的安全。當我們問起為何林醫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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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這個領域時，林醫師說道，她在台大病理科的那些時間一度因該部門

的人事複雜而對病理感到相當失望，便負笈美國深造接受住院醫師訓練。

當時她所選擇的專業便是與輸血相關的臨床病理。當時的她見識了美國完

善的輸血制度後，認為台灣當時經買賣所獲得的血液不僅因利益的牽扯而

無法有效控管其素質，也違背了醫學所強調的普世價值。正因如此，她下

定決心要在台灣社會開始推廣捐血救人的概念。這樣的想法獲得了當時的

衛生署長許子秋的支持，便開了幾次會扶持捐血系統，以解決當時因輸血

傳染而相當猖獗的肝病疫情。幾次會議下來，許署長發現林醫師對這一方

面的熱忱與專業，便讓她著手改善整個輸血大環境並推廣捐血運動。 

        1985 年-1992 年期間，台灣醫療所需的血液來源開始從“血牛”供

應轉移到民眾捐血上。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轉變除了是有林醫師的努力之外，

當時的社會氛圍與經濟環境也較早期來得更適合推動捐血運動。畢竟當人

們的生活環境開始改善而不需要依靠賣血為生時，也就較能夠接受公益性

質的無償捐血。 

        當時的捐血中心都是黨營事業，林醫師在參與管理的過程中發現

其中有許多制度上的問題急需改善與解決，就好比血液品質的監控便是當

時相當缺乏的。可捐血中心經營者卻滿足於當時已逐年增加的捐血量，並

不願做出太多的改革。所幸林醫師獲得了衛生署的全力支持，加入捐血中

心管理層，以落實改革。林醫師認為，捐血系統作為公益事業，就有義務

要實現社會的期盼與需求，只有這樣才能真正造福人民。而她協助管理捐

血中心期間，就成立了捐血促進部門（Recruitment Department）以藉由各

種活動提高社會參與捐血的意願，實現增加捐血者的目標。在這樣的努力

之下，林醫師自豪地說：“台灣是全世界 10 大把捐血做得成功的國家！” 

        除此之外，林醫師也為台灣引進了一套操作起來更為簡易且價格

低廉的血液配合實驗方法，以確保輸血時的安全。那個方法便是全亞洲人

適用的1,2,3
manual-P 法。這個方法與西方世界所常使用的配合實驗法的差

別在於其操作時間不像後者一般長達 1 小時之久，也不需要過多的人力成

本，對於台灣社會而言是更為合適的。對此，林醫師就期許未來的 manual-P

法能全自動化處理，推廣到亞洲更多的國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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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需推動政策社會轉行? 

    談及在台灣社會, 醫師到底在社會應該秉守最初的全心為民尋求醫療

方法還是置身於推動更好的社會醫療體系作業, 林醫師表示身為一名醫師

不一定需強求自己需要在莫個特定領域中推動醫療體系政策的轉型, 而是

強調人為醫者需保握當下, 在社會邁進的趨勢下, 找到屬於自己領域裡的

專長, 為社會進一份心力, 放膽地去做。 就如林醫師本初從沒想過長遠計

畫欲赴美受訓, 專研臨床病理輸血的課題, 全順著教授給予的意見到國外

深照將有助於未來申請進入醫院成為內科住院醫師, 而返台後, 她深切體

會到台灣社會需要一個完整且安全的供血體制, 並藉著從海外學習到的知

識運用於改良台灣血牛供血的政策, 竭盡所能地推廣建立捐血系統。 

 

在推廣捐血運動之時遭遇社會的冷漠相待, 甚至 “血牛”們

的反彈, 林醫師是如何面對? 

    血牛運動為早期台灣經濟起步之前的一種社會風氣, 以賣血為業提供

醫院主要的輸血供應來源; 林醫師在推廣捐血運動的同時呼籲抵制 “血

牛”繼續為各醫院提供輸血資源, 從沒有猶豫片刻此行為是否會對她的安

危造成影響。 在受到 “血牛”各種言語上的譴責, 林醫師認為在面對任

何困難都需都需秉持著自己的心念坦然面對, 只要是自己認為對的事, 就

無頇畏懼他人的冷眼嘲諷, 堅持到底。因深知商業交易形式下獲得的血源

品質大 有問題，更遑論專業、完整的血液篩檢制度, 而今天大陸愛滋病氾

濫其中一個原因便是血牛導致。所以說在面對這種不良風氣下, 需有人挺

身而出不求回報地帶領大家創造更完善的醫療體系。 林醫師在當時社會的

壓迫下不言棄地進行各種血液研究, 發表關於安全輸血論文來拉近民心, 

使他們對捐血有更深的了解, 從中增強他們對捐血運動的信心。 其中一篇

論文便是主張台灣及許多亞洲國家無頇進行4Rh陰性和陽性的無謂篩檢, 

不同於洋人, 大部份的亞洲人Rh陰、陽不會互相產生抗原性, 並無Rh陰、

陽血型輸血的限制, 可以排除 Rh陰性對人體產生排斥而誤了輸血搶救的

黃金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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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燒自己 . 照耀他人 

    林醫師在推廣捐血運動和擔任中華民國衛生署血液科技諮詢委員會委

員之餘, 也在馬偕和台大醫學院擔任病理學科授課教授, 而隨著年邁高齡

體力無法相較於昔日那樣, 她並無停下腳步懈怠, 而是轉為主要到各醫學

院或各社團給予演講, 激勵人心 

 

醫師與社會的關係 

    對於林醫師, 醫師與社會之間的關係關鍵在於醫師一生為民憂心的那

份心切, 如政治少不了醫生們的參與。社會需要的是雙方面的溝通, 政府

與人民之間的互動; 同樣的國家醫療體系需要人民和醫生們的共同合作才

能把醫療體制弄得更完善。我們需要傾聽人民對現今的醫療體系的心聲而

去作出有利於病人們福利的改變; 同時也希望在從事醫療領域裡面對不公

或不足的聲音能被帶出來一起討論兩全其美的方案。最重要的, 林醫師在

最後的訪談中不斷的提醒身為將來醫師的我們必頇時時關心社會課題, 對

社會要抱有責任心切才是作為一名醫師該持有的態度。 

 

 

 

 

訪問心得 

1. ［上帝如关上一道门、祂必定帮你打开一扇窗］。 

原本想当内科医师的林医师因当时性别歧视和自己身体的状况、开启了她

对血液的研究生涯。因她在血液研究拥有丰富的经验、当时在国外的她也

被邀请回台湾建立血库、逐渐废除当时盛行的“血牛”－买卖血的习惯。

虽然没能像父亲一样走向临床行医、林医师却在临床研究创造了自己的一

片天、为病人和人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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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 a need and meet the need. 

当问到为什么林医师的研究都与台湾人有关，她说到研究其实涵盖的东西

很多、什么都可以去研究、但不一定都要去做。眼前看到的、能力范围里

可以的、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就去解决。况且、自己人就该帮自己人。这也

是林医师对医师与社会的看法－虽然她觉得没有一定的定义、但只要是需

要和可以帮的、不管是多小的事、身为医师的我们就应该去帮助这个社会

变的更好。我想这就是对［医师与社会］最简单最直接的解读。 

                      ---蔡惠君 

 

 

2. 對於這次能夠有機會訪問到林瑪莉醫師而感到十分的榮幸以及感激。非

常感謝醫師能夠在百忙之中抽空出來應付學生們的要求。聽完醫師在早些

年因為受到了父親的影響而選擇踏上求醫之路，又因為當時年代的傳統印

象所限制，種種因素才導致醫師最終步入研究的領域。另外一個最讓我有

印象的就是醫師對於醫生從事研究的看法。因為當初醫師在求學時期時在

南投有過實習，對於當地有著十分重的感情，無奈天意弄人無法成為一位

替人看病的醫生。所以才覺得醫生相較其他科系的學生而言，我們多的更

是一份可以合理為病人治病的責任。這段話頗有意思，也值得我們好好思

考.同時也感謝戴正德老師給予我們機會去訪問各位資深的前輩 

 

                     ---顏健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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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首先想感謝戴教授在醫師與社會這堂課給予我們機會採訪林瑪莉醫師。

原先在閱讀醫師的履歷認為林醫師在醫學研究方面有所成就, 而在採訪林

醫師後更刮目相看, 頓時才領悟到醫師為台灣社會做出了這麼大的貢獻。

我們有機會親自聆聽她述說人生故事和談及醫師與社會的課題是我們的榮

幸。 一般上醫學生們都會為將來選擇科系作打算而當我們面對不如意的事

情, 會採取什麼樣的抉擇呢? 在林醫師身上, 我學到了堅持不懈的精神。 

雖然林醫師並無獲得理想中的科系, 卻在現今的血液病理研究有番作為。 

人生中也許沒有我們理想中那麼順利, 往往付出和得到的並非相符, 但切

記不要放棄因只要保持樂觀的態度, 還是會有因禍得福得機會。訪談中, 

林醫師不斷提醒我們凡事都要盡全力, 最重要的是不要違背自己的良心。

常聽故人言---說時易, 行時難, 希望我們能把醫師的話銘記於心把她當

成學習的楷模, 努力朝目標前進。 

                      ---吳嘉欣 

 

4. 經過林醫師的分享, 我領悟到人生中不可能永遠都一帆風順, 在人生

的低潮要懂得刻苦耐勞, 多方面地尋求解決方法。只要具備好條件, 待時

機成熟便可扭轉逆境, 如林醫師朝自己的目標嘗試各種方法想進入病理學

科成為住院醫師都沒成功, 不過最後卻陰差陽錯地踏上研究之路, 最終成

為台灣醫學界裡輸血領域的一號人物。雖然林醫師從未想過這方面發展, 

她卻坦然接受並在這期間內以正面思考的方式去迎接這項挑戰, 最後從中

尋求出自己的興趣, 很快樂地打拼, 為台灣社會儘一份力。 此外訪談後, 

林醫師讓我深切了解到醫師除了在看診, 應該時時關注社會的動待。 不管

是否想參與醫療體系改革或轉行, 都必頇堅守自己的崗位在自己的專長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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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做出貢獻, 如林醫師提到的醫生不一定要做研究, 畢竟學習的課程與生

科系專門在做研究還是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沒有要往研究發展的還是可以

專研醫術幫病人們解除病痛,而有機會接觸研究的醫生要抱握好機會把臨

床上遇到的問題應用到實驗室研究, 尋求答案再回饋於社會。 訪談中讓我

深悟最重要的是為民服務的那顆心。 

                      --- 鄭穎培 

 

5. 林醫師畢生奉獻台灣社會，像是捐血系統的建立和優化，推進台灣社會

進步。她繼承了父親捨己為人，視病猶親的精神和態度，實為我們這一代

醫學生的楷模。這一代醫學生常常因為一味地追求功名和利益，而忽略了

這個社會與我們的連結。既然身為醫學生，我們是否應該做得更多，帶領

這個社會的轉型與進步。畢竟我們也是這個社會的菁英份子啊！台灣社會

存在的種種問題，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環境，我們不應該在解決問題的行列

上缺席。因此，我們應該積極向她學習，在未來於這個社會做出更大的貢

獻           

--- 紀家軒 

 

上圖為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學生與林瑪莉醫師合影, 左起為顏健霖同學, 

中為林瑪莉醫師, 右為蔡惠君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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