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組 

 

給大體老師的家人: 

將大體捐給我們這群學生們，是大體老師以及家人們的愛心。做這樣的決定，我心裡

充滿了感激與感動。大體老師的家人們在這段時間或許心裡面很煎熬，深怕我們這群學生們

不懂得珍惜，但我要告訴你們，請你們一定要放心我們已從大體老師身上一點一滴累積許多

的知識，更懂的人體的深奧，未來更會謙虛得學習，並不會忘記一身的知識是多少人得付出

才換得的。最後再向老師及家人們說一聲:「謝謝。」 

學生 丁元捷 敬上 

 

 

 



給大體老師的家人: 

經過這一學期與老師的相處，我的心中充滿無限的感謝與敬佩。要做出捐獻遺體的決

定必須要有相當的勇氣，而老師和老師的家人們卻選擇捐獻，讓我們能有進一步學習的機會，

對於這樣偉大的行為，唯有我們認真學習解剖學科以及未來面對的所有科目來回報，將我們

未來之所學回饋社會造福大眾。再次謝謝老師以及老師的家人。 

學生 王泓凱 敬上 

 

給大體老師的家人: 

謝謝你們將大體老師捐贈給我們，這需要許多的勇氣，因為要割捨自己的親人是非常

困難的，相信以後必定能幫助更多的人飲水思源。大體老師的功勞不知如何形容，我們以感

恩、認真的態度對待老師，深怕辜負大體老師，我們絲毫不敢懈怠。再次由衷的謝謝老師以

及老師的家人。 

學生 王彥昇 敬上 

 

給敬愛的大體老師與其家人們: 

您總是默默的躺在那，讓我們探索人體的奧秘，儘管我們常常在一旁搗亂，您也不發

一語，讓我們把瑣碎的知識拼湊出完整的人。感謝有您的大愛！經過這一學期後讓我更加勇

敢，也更確定自己所走的路。最後感謝深愛著這位老師的家人們，願意割捨愛給我們這些無

知的小毛頭，在此深深一鞠躬。最後再向老師及她的家人們說一聲:「謝謝。」 

學生 江佳玟 敬上 

 

給大體老師與其家人: 

非常感謝您無私的用您身體指導我們學習，雖然在您往生後才跟您見面，但我可以想

像得到您一定是一位慈祥和藹的長者，秉著想要幫助更多人的大愛捐出您的身體，您真的是

菩薩與天使的化身，非常的偉大。我們一定不會辜負您的期望會好好學習，將來幫助更多的

人。 

謝謝您們把失去親人的痛苦轉換成大愛，我覺得您們真的非常的偉大，您們和摯愛的

親人分開時一定非常得難過，但是您們依然無私的捐出您們親人的遺體來讓我們學習，真的

非常感激您們。請您們放心，我們一直懷著感恩的心情認真的學習，將來一定會幫助更多的

病人，讓你們的大愛傳給更多的人。 

學生 何宜軒 敬上 

 

給大體老師的家人們和敬愛的大體老師: 

過了一學期的朝夕相處，老師您用無聲的教導把課本以外的寶貴知識教授給我們，您

的生命已透過未來醫生們幫助其他人而得到永遠的延續，您的大愛也會繼續流傳，謝謝您對

我們的付出與指導。 

老師的家人們，謝謝你們願意幫助我們接受老師的指導，失去生命中重要的人的悲傷，

您們將之化為對生命的大愛，這幾年來的等待想必非常難耐。謝謝您們願意給我們這樣的機

會，而我也會盡力不枉所學把這份大愛轉為助人的力量。 

學生 何長軒 敬上 



 

給大體老師和老師的至親: 

我記得有人跟我說過翩翩起舞的蝴蝶是那些我們所愛的人的化身，他們的靈與魂化成

最美的蝶再次回到我們身邊。看著這張卡片的封面，我想起大體老師，還有對於祂和您們的

無限感恩。 

和老師朝夕相處一個學期，您授與我們的知識無窮無盡。除了成長我們更學習謙卑，

因為您的無私，每一滴一點知識累積，我們都是如此珍惜。因為您的勇氣，我們更是敬佩，

您用了最直接的方式，告訴了我們整個社會和您的期許，謝謝，謝謝您，也謝謝老師至愛的

家人們。您和您們的偉大精神讓我們有機會可以和老師學習，道不盡的感謝，督促也提醒我

們要更認真更積極。如此的奉獻我們無以回報，只希望在未來我們可以盡我們所有的能力回

饋社會而不辜負老師最深切的期許。舞蝶紛飛，老師，謝謝您。 

學生 余庭瑋 敬上 

 

給大體老師和老師的至親: 

謝謝您無私的捐出您的身體，您讓我們能更增進所學用以治療、幫助其他人，您不求

回報的精神也值得我們學習，真的非常感謝您這一學期的指導。 

謝謝您們願意將自己的家人交到我們的手上，您們的精神讓我非常得敬佩，也讓我非

常的感動。每當看到大體老師時，我都會想到他的家人是如何忍痛的將他交付於我們，請您

們放心，我們會以最認真、最感動的心情去學習。 

學生 吳佩璇 敬上 

 

給大體老師和老師的至親: 

大體老師將他的軀體貢獻出來，讓我們有機會從老師身上學到知識，感受他對這個社

會無盡的愛，我們也期許自己能延續這份愛，幫助更多人，使更多人能感受到這份愛，讓老

師的精神永存。真的很感謝您們願意把自己至親的大體捐贈出來，我相信這一定是個很煎熬

的決定，真的很敬佩您們的勇氣以及無私的大愛，若不是您們，我們也不會有機會能如此深

刻的感悟到大體老師的愛，也希望自己能像您們一樣無私的奉獻造福社會。再次感謝您們以

及我們所共同敬愛的大體老師。 

學生 吳昆庭 敬上 

 

 



  

 

 
 

 

 



第二組 

致 大體老師及您的家人: 

雖然與大體老師您不相識，也從未見過面，但在我第一次走進大體實驗室，掀開白布

的剎那，您就進入了組內每一位醫學生的生命中，教導給我們寶貴的知識，以便將來能幫助

更多的人。真的有說不出的、萬分感謝的話，不只對您、也給您家人。我會永遠記得是老師

把我帶進了醫學這門艱澀的學問裡；我也會記得老師的奉獻，並期許自己將來亦能等同奉獻

給世人。 

再次感謝無私的老師，與很愛老師的家人們。 

學生 李奕含 敬上 

 

大體老師的摯親: 

非常榮幸的有這個緣分，在醫學的學習路上，接受各位所敬愛的親人無私的教導。同

時亦非常感謝願意讓大體老師引領我們的親屬。因為這份遺愛後世的大愛，我們以誠惶誠恐、

絲毫不敢怠慢的心，向大體老師請教。大體老師無言的身教，將書本上的知識深深烙印在我

們的腦海中，而烙印在我們心中的更是對那慷慨奉獻無比的感動。將來我們會永遠帶著這份

感念，努力成為能濟世救人的好醫師！真的謝謝大體老師和老師的各位家屬，在此謹敬上無

限的感謝。 

學生 李秉謙 敬上 

 

致 老師的親人: 

在尚未踏入大體實驗室前，心中對這門學問委實誠惶誠恐，不僅是對這門學問的敬意，

更是對大體老師的尊敬以及諸多疑惑，是什麼樣的無私大愛，能讓人願意奉獻自己的身體給

一群素昧平生的年輕人?又是什麼樣的氛圍與感受，成就了這世上成千上萬醫師一生的志業。

隨著眼前的白布揭開，這令人敬畏有加的課程如跑馬燈般劃過近半年來的每一個日子，心中

的疑惑依舊，但對於醫學與生命的看法卻更加深刻。而今，大體課程即將告一段落，心中對

大體老師的崇敬與不捨難以言喻，這半年來，老師帶給我們的醫學知識自不在話下，但那無

私奉獻的精神及對生命的態度必將縈繞於心，提醒著我這條漫漫長路上不可忘卻的初衷。在

醫學的路途上，老師也將永遠是我最尊崇的榜樣。同時，也要對老師的親人們致上最真誠的

感激，若非您們的成全，也不會有今日的我，此番心意無以為報，只能但願在未來將這些知

識與謝意奉獻給世上需要幫助的人們，便如老師今日對我們無私的奉獻一般。 

學生 吳庭瑜 敬上 

 

大體老師和親人： 

 大體課程在漫漫醫師養成的路上是特別的。除了它是醫學生第一個遇上的專業科目，最

特別的還是引領我們、教導我們的大體老師。在老師無聲的指導下，我們仔細、認真的學習、

辨認各部位的結構名稱，為的就是要未來面對病人時，能有精準的判斷，將自己所學發揮到

極致，達成”醫生”的使命。 

 再次由衷感謝大體老師無私的奉獻，以及大體老師家人們的支持，畢竟要做出此一神聖、

大愛的舉動絕非常人可以輕易達成的。而受到老師教導的我們，在往後的路上必定會時常懷

抱著感激的心，感激老師和他的家人帶領我們進入這神聖的殿堂。 

學生 李允仁 敬上 



 

致 大體老師及大體老師的親人： 

 解剖學是所有醫學生踏入醫學領域的開始，而引領我們的是大體老師的身體，是大體老

師的信念。透過一個學期的學習，老師們以身軀將課本上的文字實際、有形的呈現在我們眼

前，已使我們獲益良多；然尤有甚者，那堅定不移的奉獻、提攜精神更是深深烙印在大家的

心中。我相信此一信念將一路跟隨，陪伴我們直到最後。知識的傳承不會中斷，一如這份精

神，一如大體老師的無聲教誨。 

 感謝大體老師的親屬以及所有其他深愛老師的人們，把生命中的至親交給我們，使大體

老師如今也成為我們生命中重要的人，並將永遠掛在心中，永不遺忘。 

 再次致上最高的敬意與無上的感激！ 

學生 呂庭毅 敬上 

 

致 大體老師與親屬： 

 讓我最感動的是您們那無私奉獻的精神，大體老師願意放棄離開塵世的機會，選擇躺在

冷冷的解剖台上教誨著我們這群即將步入臨床這塊殿堂的學生。記得學期初，掀開蓋著白布

的您時，我和大部分的人一樣震懾，也因此吃素了幾個禮拜，心中不時納悶究竟是什麼原因

讓你們無悔地教導我們人體的奧妙～轉眼間已經是期末了，對您仍是一如往常的景仰，但此

時卻已不再迷惘！ 

 最後，我想和各位大體老師的親屬們說聲謝謝以及由衷的感激。 

學生 李岳霖 敬上 

 

致 大體老師和親人： 

 大體老師無私的大愛精神，讓我們有了這半年來寶貴的學習經驗，這一個學期以來的一

點一滴，讓我們對人體的奧妙有了初步的體會，也讓我們對解剖投注了熱情；我想這也是我

們僅僅能帶給大體老師的尊重。不敢說自己是在課堂中很認真的好學生，但大體老師帶給我

們的卻遠遠超過那些，以自身的肉體作為知識的傳承，這種精神，很感動，因為不會再有其

他機會得以讓我們這樣驕傲地擁有，真的很感謝，也謝謝親屬們無悔地付出，再次致上最高

的敬意。 

學生 呂昀叡 敬上 

 

致 大體老師和親人： 

 在醫學生的課程中，大體解剖是我們第一次碰上和未來職業內容最相關的一門課，而這

半年下來，對大體老師和他的親人們滿懷感激，即使在去世後也能以身教來讓我們理解奧妙

的人體構造。對我來說，這門課真的令我獲益良多，我也希望在這門課所學到的點點滴滴，

都能讓我在未來少點對病人的失誤。在學期末了，讓我又不僅對大體老師肅然起敬，試想有

誰願意在去世後還接受這種課程呢？要作出這決定絕對不是件簡單的事，老師都已經全身奉

獻給我們了，我們豈有不認真學習的道理呢？我想要再次的感謝大體老師和家屬們，沒有你

們，我們無法學到如此紮實的知識，在此對您們致上最高的敬意。 

學生 李東璒 敬上 

 

 



致 大體老師和親人: 

一開始，我就知道大體解剖學是醫學生生涯中極為重要的一門課程，他是一切醫學的

基礎，所有的醫學知識都建構在解剖學。在研習這門學問，最重要的核心，莫過於是無私奉

獻的大體老師，他不發一語，靜靜的引領我們走向醫學的殿堂，如果沒有他的提攜，那我們

可能早已迷失在這艱澀的路途上。他將會是在我生命中最難忘的老師。 

還記得，在剛開始接觸大體老師時內心的恐懼，但隨著日子漸漸過去，填滿於我們內

心的早已是無限的感激及敬仰，感覺大體老師已不再陌生，他在我們心目之中儼然是一位慈

愛的長輩，悉心的照料著我們，帶領我們成長。光陰荏苒，緊湊的解剖學也將進入尾聲，心

中對大體老師感到不捨，在這學期間我們朝夕相處，如今卻要分離了。 

在此謹致我對大體老師及親人最由衷的感激！ 

學生 吳東霖 敬上 

 

 



 

  

 
 



第三組 

 

給親愛的老師家屬： 

還記得，第一次站在解剖台前時心中的不安和擔心，都在看到老師慈祥的面容後消失

了。一位醫生在他的生命中會遇到各式各樣的老師，但從來沒有一位老師那麼特別，願意無

私的用身體教育我們，以自身指正我們的錯誤，真誠的感謝並祝福你們，和天上的老師永遠

平安喜樂。 

學生 黃胤誠 敬上 

 

老師的家人您： 

    在老師陪伴我們學習的這一學期當中，我們從她學到的，不僅僅是課本上的知識，我們

在這一段時間當中，更窺見了生命的奧妙，生命的偉大。因為老師的付出，我懂得以更謙卑

的心去面對生命，面對這個世界。老師讓我成長了許多，使我體認到身為一個醫生的使命感。

我願盡我所能，回報老師的付出，回報您的支持，成為一個好醫生，祝您 

平安快樂 

 學生 張瓊心 敬上 

 

老師的家人您好： 

    感謝老師這學期來對我們的指導，也感激家屬這些日子來，不時用失去至親的傷痛，叮

嚀著我們認真學習的。這們特別的課，不僅僅令我們探索人體上的奧妙，還幫助我們思考為

何與生命的價值，每次上刀時，都難以想像您們是如何強忍淚水的與老師別離。謝謝您，您

的大愛使的我們的腦中充滿解剖知識，也使我的心變得溫暖。未來習醫的道路依然長遠，但

我會秉持著這些日子來嚴謹的態度，繼續學習。 

學生 于丞亞 敬上 

 

老師的家人您好： 

    感謝老師這學期的教導。從老師身上不只學到知識，還有生命的可貴，在這段學習期間，

因為老師無私的付出，更讓我們思考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在學習成為一個醫生的路途上，我

會更加謹慎，視病猶親。祝福您 

平安喜樂 

學生 謝維娟 敬上 

 

給親愛的老師家屬： 

    這使我生命中遇過最偉大，讓人永遠銘記在心的好老師，老師教導我們的是世間上最難

能可貴的知識，還有大愛無私奉獻的精神。因為老師的無私付出，讓我們在習醫的過程中能

領悟這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堂課，我會努學習以回報老師和您的大愛，成為一個醫德醫術皆備

的好醫生。祝您與老師 

平安喜樂 

學生 陳怡彤 敬上 

 



老師家屬您好： 

     一個學期的解剖課，是進入醫學專業領域的入門，無法光用文字言語表達 

對大體老師的感謝。感謝老師的奉獻，心疼家屬的不捨，種種都讓我深刻的感受 

到，習醫的路上，是由許多人不計回報的付出而成就了我們，謝謝大體老師，謝 

謝妳們這些的教育，傳達對生命的尊重及不朽的愛，我會遠遠銘記在心，將老師 

給我們的教育進而幫助到更多人！祝福您 

身體健康  

學生 朱奕慈 敬上 

 

老師的家人您好： 

    謝老師和您們無私的奉獻，這一學期下來我從老師身上學習到的精神和知識遠遠出乎我

的預期，更讓我體會到死亡並不只是死亡，而是生命的另外一種延續，我常常想起老師，並

不只是在課堂上，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想起您們無私的大愛，心中除了感激還是感激，我有

好好的把握每一次的學習機會，希望將來可以成為一位好醫師，就好像老師的生命得以在我

身上延續。祝您 

平安喜樂 

學生 陳奕澐 敬上 

 

老師的家人您好： 

    謝謝您們讓我們認識一生中，最特別的一位老師，謝謝老師的奉獻和指導，她是我永遠

最尊敬且學到最多的老師。 

    我了解人體的奧妙，生命價值和意義，學習嚴謹的態度和珍惜認真對待的精神；我一定

會謹記老師的一切，用老師的愛，更發揚的對待往後遇到的人事物。 

    感謝老師這段時間的陪伴，誠心祝福您，感謝您……。祝您 

平安喜樂 

學生 劉璟蓉 敬上 

 

親愛的老師家人您好： 

    真的很感謝您們，能夠無條件的奉獻，讓什麼都無法回報的我們得到您們的恩惠。 

    真的謝謝，可以從這一位生命中最特別，以親身教導我們的老師身上，學習寶貴的知識，

讓我能在未來醫學的學習上有個非常好的開始，在知識上，和生命的思考上。 

謝謝您們的恩惠，使我可以習醫，未來必向老師致敬，服侍病人，以不失您 

們的期待。謝謝老師半年來的陪伴，學生感激不盡。祝 

平安 

學生 何建霖 敬上 

 



 

   
 

第四組 

 

原本和大體老師是兩個不會在生命中有任何交接的個體，然而因為大體老師

的無私奉獻，讓我有機會學習，不只獲得了基礎醫學的重要知識也認識了大體老

師偉大的自我奉獻精神。感謝老師及家屬們，謝謝你們！ 

學生周依文敬上 



 

進入醫學系後，一直都覺得自己只不過是個懵懂無知的大學生。直到接觸到

基礎醫學最重要的一門課，大體解剖。在這一學期的課程中，每天皆以戰戰兢兢

的心態向老師學習。大體老師帶給我們的知識是前所未有而且畢生難忘的，是往

後我們能服務病人最不可或缺的學習。另外，老師交給我們最珍貴的一課，我想

就是無私的奉獻！我一定會銘記這樣的態度，在往後朝此目標努力。感謝老師，

感謝您們！ 

學生林欣聖敬上 

 

當看到課表時，原以為大體課僅是根據課本，從老師學到和印證相關的知

識，以作為臨床醫學的基礎，但這樣的想法，在一次又一次向老師學習的過程中

有了改變，多了對人的關懷、對生命的尊敬。感謝老師以及家屬的大愛，讓我們

有了學習，以及對生命負責的態度，在未來的每一刻，我們必會將您的信念轉成

多為病人們著想，時時刻刻提醒著自己，老師的奉獻，家屬的包容，一切都是希

望我們能成為一位”人”醫，以病人為中心！謝謝您們！ 

學生卓韋儒敬上 

 

原本對於大體課有未知的恐懼，但我看到大體老師和藹的模樣時就有很溫暖

的感覺。我知道我們要更認真學習，對老師、對家屬的愛心以及無私奉獻的心負

責。我很感恩你們的付出，謝謝你們的大愛，讓我們有機會學習。對於大體老師

的尊敬以及對家屬們的感謝，不會因為課程結束而消失，這是我們一生中很重要

的一份感動。 

學生沈玉華敬上 

 

 甫接觸大體課程時，心中仍有些不安，所幸有師長、家人不斷的提醒，心中

的恐懼才轉為無限的感恩。謝謝你們的成全以及大體老師無私的大愛，我們才得

以有這麼珍貴的學習機會。面對這樣的恩情，我想只有成為一名好醫師足以報答

了！會以這目標持續努力！再次說聲，謝謝！ 

學生林芳如敬上 

 

 

 

 在這段學習的過程，大體老師不但是知識的授予者，也是一路陪伴我們的好

朋友感謝大體老師及家屬，願意給我們這樣的機會學習，更讓我們了解甚麼是「無

私的愛」。大體老師用無私的愛賦予我們知識，您們用無私的愛教導我們奉獻與

感恩。而我們也會把如此的愛心不斷傳承下去，造福未來需要我們的每一位患

者，讓大體老師及您們的光輝也能勇士流傳下去。謝謝！ 

學生沈信衡敬上 



 

 在大體課程開始之前，我一直對這門課抱著期待，卻又有些害怕的心態，然

而隨著課程的開始，心中的害怕已全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對大體老師無限的

感謝，謝謝老師對我們的付出，也很感謝家屬們的包容和奉獻，大體老師教會我

們的，不只是無盡的知識，更重要的，是對別人無私奉獻，及負責任的心理，謝

謝老師，也謝謝您們的付出和奉獻。 

學生周易宣敬上 

  

 大體課程是醫學領域中極為重要的一環，但對我而言，這不只是一門必修課

程。在面對大體老師時，老師奉獻自己的大愛教導我們，不管是知識的體現，抑

或是人生態度的大愛精神傳承。這不再是課本講義上冷冰冰的知識。真的很感謝

大體老師和家屬們願意給我們寶貴的機會學習，我懷著感恩的心，會更努力成為

體恤關懷大眾的醫師。謝謝您們！ 

學生林育箮敬上 

 

 剛開始上大體課時，有很多人都會問我：「你會害怕嗎？會感到噁心嗎？」

我也問我自己到底要以甚麼樣的心態來面對我們的大體老師，其實這問題在我看

到老師的第一眼我就知道答案了，那就是以學習的心態認真面對老師，這樣的內

心害怕將被老師的無私奉獻所帶來的感恩取代，有時不小心撞到老師，組員們會

立即的說對不起，表達我們對老師的尊敬，也是對家屬無私的愛的負責與感謝。 

學生沈孟暵敬上 

 

 在我考進長庚，成為一個醫學生時，我就已經知道，在不久的將來，我將要

為許多的生命負責。而我所盡力負責的第一位，便是以生命教育我們的老師。我

們從老師身上學到的，是比課本還多、比知識還重的無私與大愛，時時提醒我們

人生並非一趟只為自己的旅程。對於我們所尊敬的老師，我心中充滿感謝。對於

各位願意讓老師來教育我們的家屬們，我也同樣要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謝謝你

們！ 

學生李靜欣敬上 



    

   

  

 



第五組 

To 大體老師的家人： 

 對於你們曾經親密生活在一起的家人，辭世後成為我們的大體老師，我覺得

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在進入大三後，解剖學對一個醫學生來說是基礎卻也十分重

要的課程。每天與大體老師一同學習，成為了我生命中寶貴的經驗。除了知識的

長進以外，更重要地，我想許多同學也清楚接受到了從老師而來的訊息： 

「親身實踐奉獻社會」，相信你們親愛的家人決定捐贈成為老師後，你們的心中

應該會有不少掙扎吧。我十分感激老師做出了這個決定，以及你們的支持與諒

解。每個課堂中的學生都受到了老師實質的恩惠。我想最好的回報就是將大體老

師的愛延續下去，未來行醫時常懷念著這份感恩，認真、親切的對待每一個病人。再

次的感謝老師以及身為家人的你們 
學生林恆毅 敬上 2010.12.29 

 

To 大體老師及家人： 

 感謝您們無私的「施捨」，讓我們有一個寶貴的學習機會！！大體老師給我們的，

不只是知識，更有重要的教育意義「愛」。因為愛，您們慎重的做了這個決定並堅持，

這樣，真的非常不容易！！您們的愛，我們都感受到了，這樣的感謝，將會伴著我們未

來漫漫的行醫路，謝謝您們 
學生林柏生 敬上 

 

老師和老師的家人們： 

 您們好！經過這一學期以來的解剖課，十足讓我們這一群醫學生對「醫學」的追求

又更進了一部，謝謝老師施捨大體給我們學習，讓我們有機會將課本中讀到了知識，能

在老師身上得到印證，讓我們以當下不熟稔的熟法在老師身上學習，也是初次能體會往

後實地面對病人的情形；謝謝老師的家人們，放下心中的不捨，讓老師在生命的最後仍

發光發熱著，視著體會您們的感受，我們領悟什麼是「視病猶親」的道理，我們勉勵並

期許自己永遠設身處地為病人著想，因為當我們成為一位真正的醫生時，我們知道：真

正成就我們的事好多好多的人用生命教導我們的，所以我們該永遠用謙卑的態度服務人

群。謝謝。 
學生李翩翩 敬上 2010.12.29 

 

To 老師的家人們： 

 我由衷的感謝老師奉獻的精神，如果沒有老師，這一年的期間，我無法精進解剖這

門學科，這是我們正是進入醫學科學的第一門課程，是打下基礎的重要課程，我很感謝

老師無私的奉獻用他的身體支持我們學習！相信身為老師最親近的家人你們，一定最感

不捨，除了也感謝你們的付出，我相信，你們一定能以老師為榮，我也將效法老師的精

神，犧牲，奉獻！ 
學生柯俞禎 敬上 2010.12.29 



 

Hi 您好： 

 解剖學少了大體解剖課就不會完整，大體老師可以說是我們學習過程中幫助最大的

人！老師上課曾說，大體老師並不是「捐贈」自己的身體而是「施捨」給我們，如此慈

悲又大的人真是謝謝老師了。也謝謝能支持和體諒的你們！ 
學生林琬錡 敬上 

 

To 老師： 

 在還沒有歷經這學期的點點滴滴之前，我其實非常堅定地認為我會無法適應這門課

－解剖，因為基本上，我是不敢看恐怖片的，這也是我還不了解這門課實際內容前的想

法，但現在的我會覺得那樣想是非常幼稚的，因為解剖學之於醫學是像大樹之於樹根般

的關係，神聖且不可或缺，是一切的基礎，是每一位醫生知識樹裡的核心，而這核心因

為大體老師的奉獻已深深烙印在第五組的10個人心中，無法抹滅，並且會在未來的道路

上做為我們的利器去幫助那些生病的人，讓他們能擁有健康的身體去完成他們的人生，

而這一切皆源自於老師在臨終前許下的承諾，捐出您的大體，所以對於我們這一群醫學

生來說，這也是我們要對老師的承諾，也許這一學期裡的我們還是太過稚嫩，太過無知，

犯了許多蠢事，我想你應該會能體諒的，畢竟我們在你眼中是一群還太過年輕的小毛頭

吧！最後感謝您這一學期來的忍耐和教導，我成長很，也深感責任之所在，未來我會繼

續努力的，謝謝您～ 
學生林庭蔚 敬上 

 

大體老師的家屬你們好： 

 不知道你們在決定讓自己的家人成為大體老師時經歷了什麼樣的心路歷程，而最後

做出了捐贈的義舉，這對我們醫學生來說，是重要的，我們都心存感激，沒有大體老師

的幫助，醫學生就不可能成為一個稱職的醫師。計的從學期開始的儀式開始，直到學起

的尾端，教導我們解剖學知識的老師們都不斷地提醒著我們以尊敬的心來面對大體老

師，我想就是這樣尊敬的態度，讓我們對大體的恐懼減退的吧！真的很感謝你們的付出

和給予，讓我們能以謙卑的心完成這課程。 
學生昱辰 敬上 

 

Dear家屬們： 

 奉獻出自己親人的大體，想必是件難熬的決定，謝謝你們做出如此的付出。生命既

珍貴又脆弱的讓人暈眩，偶次聽到自己的母親有意願捐贈自己的大體，我聽到後，知道

母親想對社會做出些許貢獻，但對母親又太多捨不得，希望他能打消這種想法，或許這

樣做很自私，所以由衷地感謝你們，忍著種種不捨，讓醫學知識能夠繼續傳承下去。 
學生雅文 敬上 

 

 



Dear老師的家人： 

 在學期初我懷著慎重又帶有恐懼的心情，展開繁重的解剖課程。因為曾經在醫院擔

任捐贈櫃檯的志工，現在又實際接觸到大體老師，心裡面的「尊敬」與「佩服」，無法

形容。我原本以為，(甚至是擔心)這種心情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考試的壓力而逐漸淡去，

但就在期中考前，我的大伯意外過世，他在加護病房的時候，醫生就告知我們情況非常

不樂觀，爸爸也請我向學校詢問大體捐贈的細節，我還記得那時在電話中我哭著向勸募

中心的老師描述大伯的情況時，心裡面是多麼難過，我才深深體會到，我上課所用的大

體老師，其實就是每群家屬心中的大伯，甚至是更親近的家人！大伯過世後，解剖課程

仍持續進行，但再次看到大體老師，我的心情漸由「尊敬」轉向「熟悉」的家人，或者

算是一位特別的朋友。因為真正經歷過傷痛，所以對於老師的家人，更為佩服與感謝。

謝謝你們！ 
學生林語涵 敬上 2010.12.30 

 

Dear老師的家人們： 

 在這個學期開始之前，自己本來對於修習這一門課程，有些許的害怕，然而，每當

想到老師無私地奉獻出自己的大體，心中就自然發出敬佩與感謝之意，並提醒自己要更

加努力學習。因為有老師當初所下的決定，才使我們這些醫學生的學習能更加的完整、

細膩，也為我們立下好的基礎。老師的大愛，將自己的生命化做另一種形式，繼續延續

下去。老師當時立下這一偉大的決定，其中必定蘊藏著對將來要成為醫者的醫學生們的

期許，而我們會盡力學習，不會辜負老師的這一份心意，成為一位好的醫生。謝謝老師，

也謝謝老師的家人們，謝謝你們無私的奉獻與大愛，感謝你們！ 
學生林威佑 敬上 

 

 

 

 



 

     

 

 



第六組 

 

老師及家屬: 

    從您身上，我們不只學會人體的結構知識，更有對人的尊重和包容。我們七嘴八舌地討

論，試圖自無言身教的您求取更多學問，感謝老師陪我們度過這短暫而豐富的學期，謝謝家

屬成全我們的學習。 

學生 周品立敬上1.2.2011 

 

給我敬愛的老師的家屬: 

感謝您們的無私奉獻，使我們在初探醫學的課堂上，有了指引者，即便這課程已告一段

落，但您們的大愛仍將照亮我，使我在醫學的道路上不致於迷失，當我未來面臨人生裡更多

艱難的抉擇時，我會想起您們和老師所給予的，那無私的愛。 

感謝您們、感謝老師，不僅領我學習，更教導了我何謂生命的意義。 

                                              

敬祝   身體健康 

學生 蕭宇君 敬上 

 

從以往的入土為安，至今而有提出使生命更有意義的離世。學生睿庭認為，老師奉獻自

身於醫學教育，得以構築救治生命的基礎，每位因醫療而挽回健康的人，都呈現了老師與醫

療從業者的共同努力，學生睿庭樂意且榮幸於可與老師一同付出。 

 學生 許睿庭感念 

 

親愛的老師家屬: 

    我想，至今您一定仍常常想念著老師吧！常常在課堂中，手碰觸著老師，心中總是會湧

起莫名的感動與感謝。雖然我還沒有機會真正認識你們，但我真的由衷感佩老師及其親人，

我常想像老師是在怎樣的心境下做決定？老師又是如何和家人說的？家人又是如何支持與反

對？我常試著將老師想像成自己的親人，發現這真的是一件需要很多勇氣的事情。初次面對

老師時，心裡的確很緊張，所以總是盡可能抱著戰戰競競的態度學習，深怕辜負了老師的期

許，而隨著學期的進行，老師用身體教導我們這件事情深深影響了我，成為學生純伶學醫過

程中畢生最難忘而深刻的一段學習。 

誠心的感謝您們   祝萬事如意              

學生郭純伶 敬上 

 

敬愛的老師、老師的家屬: 

雖然我不認識老師和老師的家屬，但仍然可以感受到老師的和藹以及您們對老師的不捨。

因此，學生誠摯的感謝、敬佩您們對於醫學，甚至社會奉獻的大愛。這份愛，這偉大的精神

學生會永生不忘，將會竭盡所學，服務社會，而老師及家屬的愛將流傳下去，溫暖更多的人! 

學生 謝豪 敬上 

 

 



親愛的老師及家屬: 

上這門課，心中充滿無限感謝，心中不斷反覆思考為何老師要奉獻己身？究竟要我們學

習到什麼?我想，除了知識外，老師讓我徹底的思考，看清了責任及腳下所走的路，老師的無

私將影響我的一生！謝謝老師和家屬，我將更努力，將這份愛傳出去！  

學生 加睿 敬上 

 

敬愛的大體老師、老師家屬： 

    在大三這短短學期中，我所學到的事物遠遠大於過往。而這些，是您們教導我的，叫做

無私。幾個月和老師的相處，雖是無聲，但是您的大愛和您們的心情卻真實，深深撼動著我

們這群無所知的學生。也讓我更加體認到未來做為一名醫者的責任和義務，在此學生誠摯的

感謝您們！讓我能夠有這段影響我的未來一生的經歷。        

敬祝  闔家健康               

學生 博雅 敬上 

 

敬愛的大體老師、老師的家屬： 

    這短短的一學期，在老師的無聲教誨之中，對生命和社會有了更深刻的認識，體會了取

之於社會，再貢獻回社會的道理。在生命的脆弱中了解生命的可貴，在生命的強韌中了解了

人類的偉大。老師一學期的教導，對我而言不單只是對真相的堅持，還有對其他生命所展現

的大愛，更表現出了「無私」的高尚情懷，在這條為眾人奮鬥的道路上，我想，我並不孤單，

因為有你們默默的支持和鼓勵 

不才的學生〝佑鈞〞恭敬地對老師和老師的家屬說〝謝謝〞 

 

首先，謝謝老師的無私奉獻，讓我在這學期實在是受益良多，老師教導我們不只是從知

識面，更從道德面使我得到許多一輩子受用無窮的作人原則─恭敬地面對老師、病人，甚至

是周遭所有對我有恩的人，最後，再一次謝謝你們讓我有機會進入醫學的殿堂 

學生 洪邦傑 感念 

 

 



 
    

 

 



 

第七組 

 

給敬愛的大體老師家人： 

先誠摯的感謝您們，更感謝大體老師的奉獻。因為老師無私的大德，讓我們學習到基礎

醫學中最入門、也最重要的知識。身為醫學生的我們，在進入臨床醫學之前，必須有足夠的

基礎醫學知識背景。因此老師給了我們這機會，好好的學習，累積我們將來應該具備的知識，

使基礎醫學知識能和臨床醫學結合，讓我們可以成為具有能力為病人解決問題的醫生，而我

也會秉著這種奉獻的精神，繼續在醫學之路上好好學習，以為民眾提供所學，再次真誠的感

謝您們與敬愛的大體老師。 

徐國原 敬上 

 

給敬愛的老師的家屬們： 

首先，還是要向敬愛的老師和深愛老師的您們致上最大的感謝。半年來和老師相處的時

光，馬上就要進入尾聲了~從一開始的懵懵懂懂，第一次和老師見面，每天戰戰兢兢的面對知

識的挑戰。到現在課程即將結束，從老師身上得到的學問是書本上習不到的，而從老師這邊

所感受到的大愛更是令人難以忘懷。也曾捫心自問過，因此知道要做這樣的選擇有多麼困難，

而對深愛老師的您們來說更是艱難的決定。心中的感激著實無以回報，僅希望，永遠感念老

師的大愛於心，在將來醫療的路上，也為世人盡一份心力。 祝 平安健康  

學生 芳瑜  敬上 

 

給敬愛的大體老師的家屬： 

真心的感謝，謝謝大體老師，謝謝大體老師的家屬。捐獻大體的舉動想必是您們經過深

思熟慮後的結果，中間一定有所取捨，艱難的取捨讓您們與老師放棄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但

我篤信，您們無私奉獻的同時也成就了一些偉大的貢獻。憑藉著這股信念與感恩，我警惕與

督促著自己，在課程中努力地學習，透過大體老師，實際驗證了課本的知識，以至於將來能

應用於臨床的領域上。當然，這份自我的警惕與督促不僅僅侷限於這個學期的這個課程，我

想更重要的是，在我成為醫生之後，能把所學都運用在幫助病患之上，致力使大體老師的奉

獻回饋於社會大眾，藉著我小小的實踐讓老師大大的愛能夠發揚。最後，謹代表未來獲得我

的幫助的病人們與希望當個好醫生的我再次致上真摯的感謝，謝謝您們，老師與家屬。 

學生 家福  敬上 

 

給敬愛的大體老師的家人： 

首先，要感謝您們施捨這個寶貴的學習機會給我們。這四個月的期間，老師教授我數不

盡的關於人體的知識，未來我將帶著這些知識作為背景，更進一步往更深一層的醫學殿堂邁

進。我也要向各位表達最崇高的敬意，為了報答各位的信任與期待，做一位服務社會替病人

解除痛苦的醫生，是我所能做的最直接的事，我也會盡全力達成這個目標的。最後再次向各

位致上我小小的謝意與敬意。 

夏正杰  敬上 

 



給敬愛大體老師的家屬們： 

真的非常感謝您們，也很感謝老師無私的奉獻，讓我們接觸醫學的基礎，在醫學的領域

中，始能登堂入室。我們很認真的學習醫學的知識，以免辜負了老師的心意，也期望從老師

身上學到的知識，在將來能幫助更多的人。唯有如此才能報答老師的大恩大德。在此向各位

致上最誠摯的謝意。 

張恩碩  敬上 

 

給敬愛的大體老師家屬： 

十分感謝您們，讓我們有這個機會將課本上平面的文字訊息，轉化為立體的人體知識，

使我們正式進入了這個醫學殿堂。上完了一整個學期的課程，深深覺得同意大體捐贈的這項

決定非常不容易，這項決定我們將珍惜它，盡我們所能追求知識，最後，表達我們誠懇的謝

意與感恩的心。 

張剛瑋  敬上 

 

敬愛的大體老師家屬： 

謝謝您們提供我們寶貴的經驗，也非常謝謝大體老師這學期所教導我們的基礎醫學知

識，讓我們能對醫學這領域有初步的認識與接觸，真的由衷的感謝，我們會帶著老師教給我

們的進入醫院，盡我們的全力解除病人的痛苦，會辜負老師和老師家屬的苦心，最後，真的

很謝謝您們！ 

洪睿甫  敬上 

 

To 敬愛的大體老師家屬： 

     老師的愛不是只給了我們，當我們因老師的身教而有所收穫，再用這份知識去幫助我們

所面對的病人時，老師的愛不只是給了我們。他給了全世界的有著病痛，痛苦的活著的人們，

將來我們也許離開長庚，甚至離開台灣去執業，老師的教誨是一輩子離不開我們的，他會永

遠的流傳下去。謹獻上我最高的謝意與祝福給老師老師的家人。                                              

唐君豪  敬上 

 

敬愛的大體老師家屬： 

光是”感謝”這兩個字，不足以表達我們對老師的感恩與尊敬的心情，因為透過老師無

私偉大的奉獻，我們學生們學習到很多的知識，這一份偉大的情操，並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出

的。可能老師了解到醫學的進步與發展，是需要所有普羅大眾的通力合作，所以選擇以自己

的所能，去教育我們這一群渴望學習知識的學生。授之魚不如授之漁，老師在每個學生的心

中都種下了一顆種子，種子所孕育出來的果實是「知識」，是「偉大」，是「病人的希望」，是

一份無形的藥方;種子的根深植於每個學生心中，讓我們追隨並傳承老師無私的愛心。在此學

生想要代表病人們感謝老師，因為透過老師所傳授的知識，我們可以應用的臨床上，去幫助

病人解病除痛。要報答老師的付出，我們要好好學習，把學到的知識好好銘記於心，應用的

醫學上，不辜負老師的奉獻，好讓老師以有限的資源，衍生出無限的將來。 

張振華  敬上 



 

     

 

第八組 

 

大概在一年前，當我還是個年輕狂妄的大一新生時，在某堂通識課中，老師要我們思考

並討論自己死後願不願意把自己的身體捐作大體老師。當時的我毫不猶豫地回答是，覺得死

後的身體還有什麼好留戀的？ 

    但隨著年歲漸長，我才真正體認到這個舉動有多麼高貴。雖說當事人早已離開，但尚留



在世上的親友，一定會想好好地處理這僅存的、珍貴的軀殼，將它做最妥善的安置，進行最

虔誠的追思儀式。就連當事人自己，都不見得能輕易放下早已不屬自己的身體，將他捐給一

群什麼也不懂得年輕人，以供學習。 

    謝謝您們！肯支持我們這位大體老師作出這樣無私的決定，我們受益良多，感激不盡！！ 

學生  許崇恩  敬上 

 

    一個學期前我只是個懵懂無知的醫學生，一個學期後老師的教誨涵養了我。每當上課站

在解剖臺前，心裡總是默默感激老師崇高的愛心，願意奉獻出自己的軀體供我們探求學習醫

學知識；也敬佩老師的親友家屬們，能夠放下心中的不捨及對親人的思念，支持老師的遺願，

成就我們的教育。 

    謝謝老師，謝謝老師的家屬們！您們的支持是我們未來行醫的基石，我只能以謙卑的學

習，崇敬的感恩來回報您們無私的大愛。 

學生  郭人碩  敬上 

 

    在升上大三以前，關於人體奧秘的各種知識，都只能靠著教科書裡抽象的文字和圖片來

獲取，但無論文字形容得再精闢，圖片繪製得再精美，終究是平面而難以觸及的，要想拼湊

出實際的模樣，總要費盡一番心力(最後也不一定能夠理解)。然而，經過了這一個學期的課程，

所有的知識因老師無私的奉獻，讓我們得以融會貫通，真是受益良多，而這些從老師身上學

到的知識，我將永遠銘記在心，成為我未來行醫的基礎，絕不辜負老師的付出。感謝老師，

也感謝老師的家屬們，我在老師身上得到了比任何寶藏還珍貴的知識，往後我必定會更認真

的學習，並將這份無私的大愛回報給他人。 

學生  張藍心  敬上 

 

    大一大二的時候，我以為身為醫學生就與一般的大學生一樣，只是所學的科目不同而已。

但是經過這學期，我才漸漸了解我們的不同與必須背負的使命。因為我們何德何能可以獲得

這樣的經驗，去學習大體老師身上的知識。而我們的使命就是從老師無私的奉獻中，再度用

所學在未來奉獻給人們的健康！謝謝您們支持老師！！謝謝您們和老師使我們朝目標邁進！ 

學生  莊傑安  敬上 

 

    大三以前我認為醫學生只是一個受到過多壓力和期待的大學生罷了。但是經過了這學期

的大體解剖課程之後，我認為我們應該且有責任負責社會大眾對我們的期待，以及師長們給

我們的壓力。因為老師的付出和家屬們的支持，讓我們在這學期得到了這樣一個寶貴的經驗

以及學習的機會，謝謝您們！ 

學生  張德撝  敬上 

 

    當我還未真正接觸大體解剖課時，總是對”捐作大體老師”沒有深刻的思考，以為這只

是個人的選擇而已。但經過一學期的課程，才明白選擇捐贈為大體老師是一件多麼偉大的事，

用自己的身體來教導我們這一群還懵懂無知的醫學生，讓我們得以從中學習以便未來能正確

地在病人身上治療。我想最捨不得的應該是親人們，要把自己最親愛的家人的身體送到一個

陌生的地方，一定是很思念的。謝謝您們無私的奉獻，我們一定將老師授予我們的知識好好



運用，也會秉著老師這樣無私的大愛來行醫。 

學生  許惠翔  敬上 

 

    在上解剖課之前，我有拿教科書稍作預習，在這過程中，我總覺得解剖學不過是一門專

有名詞比較多的科目，沒什麼大不了，不懂它為何讓醫學生如此害怕。直到上實驗課時要去

辨認出大體老師身上的各種構造，才發現很多東西都認不出來，要猛查課本和問授課老師後，

慢慢了解書裡的文字和圖片指的是什麼地方，而不是紙上談兵，知道一些名詞卻不知其在真

正人體內的位置和長相。可見大體老師的無私，不僅讓我們獲得知識，也讓我們能用這些知

識幫助更多的人。在台灣有著”入土為安”的傳統觀念，很感激大體老師和家屬的先進思想

和寬闊胸襟，讓醫學知識得以傳承。大體老師雖已離開人世，大愛則遺留人間，造福了許多

後人。 

學生  張晏瑀  敬上 

 

    老師無私的奉獻，讓我們能夠學習到書本之外更加珍貴的知識，在未來行醫的路上，我

們一定會竭盡所能去幫助病人，將老師的愛傳遞給更多的人。謝謝老師，謝謝您願意指導我

們，謝謝您帶給我們的學習機會，您對醫學教育的熱枕，以及對社會的大愛，我們將永遠感

恩於心。 

學生  許芸禎  敬上 

 

    雖然我還只是一個年輕而無知的學生，但在一些課程中，或是私底下也有思考過生死這

個課題。原本我對大體捐獻是抱持著很單純的想法，那就是”一個人在世上，是生不帶來，

死不帶去”，沒有什麼好留戀的。但隨著這個學期的大體解剖學也即將告一個段落，以及與

大體老師朝夕相處後，我才開始想到究竟大體老師的家屬們是抱持著什麼樣的態度跟想法，

若是我將自己的遺體捐出，我的家人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和態度。經過這樣的思考之後，我才

發現，其實，家屬們對於這樣的決定的尊重及支持，是一種多麼無私而偉大的展現。 

    對於大體老師，不管是課業上或人生態度上所帶給我的知識與衝擊，我想即使是用盡千

言萬語，也道不盡對老師的感謝，只有在往後的人生道路上，無時無刻不忘自己是得到這樣

一個與自己素昧平生，卻無私付出的大體老師的幫助，才得以成為醫生，才有這個能力去為

社會付出、關懷。最後，謝謝大體老師的家人們，謝謝您們的無私，也謝謝您們對我的包容，

包容我還是一個無知、初入醫學殿堂的醫學生，即使心懷敬意，卻不免因知識的匱乏而在大

體老師身上留下多餘的傷口。對於大體老師及家人們所給我的大愛我將銘記在心。 

學生  曹書瀚  敬上 



 

     

 



 

第九組 

 

相遇半個年歲，自炎夏至嚴冬，我伴您走過這段對您而言最終，對我而言卻

是起始的旅程。謝謝您，教會我除了醫學知識外，更重要的，生命是如何可貴。

再次感謝您，我此生中無聲無名，卻永不能忘了貴人 

--------- 長庚中醫 張雅茹 敬上 

 

感謝您無私的付出 

--------- 長庚中醫 曾軒彥 敬上 

 

若不是懷有一顆無私而充滿大愛的心，怎能在生命的最後做出這麼重要的決

定?若不是因著這決定，我怎麼學到這些醫學知識，然而學到更多的是您如何偉

大的奉獻了自己。謝謝您，老師，因著您的愛心，能成為您的學生是我最大的榮

幸。 

--------- 長庚中醫 張心遠 敬上 

 

這學期對我來說是蛻變的半年，從未動過任何手術也對人體完全不了解的我，

在這半年有了全新的成長。從人體的神經血管肌肉到人體內部的器官，課本上的

知識一一在老師身上驗證。在辨認何構造時，總是會讓我意識到自己是醫生，是

為了替病人解決他們的病痛，便會更努力去理解人體上每一個結構。不只是為自

己，為了未來的病人，更是為了遺愛給我們的大體老師。 

大體老師，感謝您，因為您的無私，讓我們在這一學期有了卓越的成長!感

謝您! 

----------- 長庚中醫 曾詩婷 敬上 

 

在接觸大體解剖這一門課之前，一直都沒有意識到將來會成為一位醫生的這

個事實，直到這學期，經由大體老師無聲的教誨，使我能對人體結構少了那一層

的隔閡。是老師的大愛成就了我們的醫學知識，使未來面對病人時而更心安理得，

不會徬徨。我將期許自己成為一位德術兼備的醫者，不罔老師的遺愛人間。 

---------- 長庚中醫 廖睿丹 敬上 

 

由衷的感謝您無私的付出和無言的教誨，給予我們這群懵懂無知的醫學生如

此寶貴的機會，探索人類身體結構的奧妙，將書本上的知識印證在我們的眼前，

引領我們邁入醫學領域的基礎。未來我會將今日所學付諸於往後的行醫生涯，以

不負您的施捨和奉獻。 

---------- 長庚中醫 黃瑋萱 敬上 

 



老師，感謝這學期的指導和包容我們的不成熟。 

---------- 長庚中醫 呂昀峰 敬上 

 

謝謝老師這四個月指導，您帶領了我們進入了醫學的殿堂，讓我們了解很多

寶貴的知識；也謝謝包容我們這些無知的小孩。我們會將您的愛心，繼續傳下去

當個好醫生，以不辜負老師的指導。 

---------- 長庚中醫 林昱廷 敬上 

 

謝謝老師，我們會把您的這一份愛，像一顆種子散播下去，努力為人民的健

康做努力，直到它發芽茁壯。在未來的醫學生涯裡，永遠、永遠謹記老師的教誨。 

--------- 長庚中醫 張博鈞 敬上 



 

 

 

 



第十組 

 

敬愛的大體老師家屬： 

    真的很謝謝這一個學期以來大體老師給予我們無私的教導，這對我們學醫的路上真的是

極為寶貴的一課；更要謝謝身為大體老師家屬的您們，可以放下對親人的不捨，讓大體老師

陪伴著我們學習。我們很感謝也很珍惜每一天的課程，不僅是為了回報大體老師的奉獻，更

希望在未來以在大體老師身上所學到的知識為基礎，治療更多有病痛的人們。最後，仍是由

衷的感謝您們的大愛，我們永遠不會忘記您們施予的恩惠。 

                                                                     學生 陳安婕 

 

致 敬愛的大體老師家屬： 

     這一學期的大體解剖課真的非常令人印象深刻，也是相當重要的課程。大體老師無私也

無聲的教誨，不只讓我們習得知識，而且更多的是對人的尊敬。謝謝您們的捨得，才能讓我

們能有所獲得，也才能在未來讓更多人得其應得，真的非常由衷的感謝您們。我們會帶著這

份尊敬感謝的心去面對未來的每一位病人，銘記此時此刻的心！ 

                      學生 陳宏杰 

 

 

    謝謝您們，教導我們重要的一課。無法忘記第一次看到爺爺的心情，感謝您們讓我們這

群學生有學習的機會，我常在想爺爺看到我們這群學生會想些什麼，我們有辜負大體老師的

心意了嗎？或許在老師面前，我們永遠都不夠認真，要以更謙卑的心情來學習。謝謝您們，

在之後的路上，我會謹記老師的奉獻。 

學生 陳治郡 

 

    過了一個學期的相處，從剛開始的恐懼到後來的熟悉，大體老師每次的授課都讓我對人

體精密的構造有更深的了解。從書本上抽像的文字敘述，轉換到大體老師身上的實際認識，

幫助我在大體解剖學這門課的學習。雖然大體老師的生命已經逝去，但他這學期仍陪伴在我

們身邊，教導我們學習，很感謝大體老師的付出，也很感謝家屬的大愛讓大體老師陪伴我們

這學期。我相信這門課所帶來的不僅是基礎醫學的知識而已，也是我們醫學生未來行醫之路

重要的基石。真心感謝您們！ 

學生 陳泊儒 

 

Dear大體老師的家屬們： 

    真的很幸運能有這個機會與老師見面，在老師的帶領下熟悉整個大體精密的構造。很珍

惜這份緣份，也因為課程即將結束而感到不捨，雖然互不認識，但感恩的心情沒有因此減少

反而加深，一定會將這樣的心情緊繫在心中，期盼自己成為一位不辜負老師的好醫生！謝謝

您們 

學生 陳冠伃 

 

 



敬愛的大體老師家屬： 

    這一學期以來，接受大體老師無聲的教誨，受益良多，感謝您們捐獻出心頭肉，讓我們

學習，相信在未來行醫路上，我們能謹記您們的大愛，全心全意照護病人。最後，再次感謝

您們的大愛，祝 身體福安 

學生 陳奕村 

 

敬愛的大體老師家屬： 

    這近四個月來，承蒙大體老師無私的奉獻，讓我對於大體課本上的知識能更加清楚明白。

從一開始的陌生懼怕，到後來逐漸的熟悉，每一次跑台考試認血管神經的過程，都是老師給

我們一次次的考驗，相信這個無私的奉獻能為我們未來臨床打下良好的基礎。感謝您們捐出

大體老師這份大愛，再次感謝您們。 

學生 陳彥廷 

 

    遇見大體老師給了我很大的震撼，我們何其幸運才能有這個緣份讓老爺爺做我們的老

師。除了尊敬，認真學習即是我要給老師最好的回饋！感謝老師和親愛的家屬做出這個常人

難以理解的決定，我會帶著老師教給我的知識和您們對我們的信賴，負責任地在未來成為一

位值得託付生命的醫生。 

學生 陳柏霖 

 

敬愛的大體老師家屬： 

    這四個月有幸能參與大體實驗課程，並在其中獲得許多課本與書本上找不到的知識。人

體的構造是相當奧妙的，沒有這個課程，或許我們無法在行醫前真正的認識一個完整的人體，

或許我們無法以戒慎恐懼的心來看一個人。我們可能會忘記這四個月的學習痛苦，但我們永

遠不會忘記這四個月每天面對老師所感到的慎重與尊敬。而這些感覺將在未來的行醫路上，

奠基成我們對任何一個病人的謙卑。再次的感謝您給了我們一個學習的機會。沒有了您們，

就沒有之後的我們。 

學生 陳昱達 

 

敬愛的大體老師家屬： 

    感謝您們無私的奉獻，讓我們在學習的過程能夠接觸到課本外不同的一面，使我們能夠

更深刻的記住解剖學的知識，相信這對於未來臨床的行醫過程一定非常有幫助，能夠幫助其

他更多的人。未來我們一定會更加努力，期冀自己不會辜負這學期每天陪我們渡過每一堂課

的大體老師。再次感謝您。 

                                                           周大鈞  



 

  

 

 



第十一組 

 

 我想，再多的文字也不能表達我的感謝。也或許，我的這些文字可能也對您的哀慟沒有

任何幫助，但在這學期將盡之時，還是有點話想對您們說。老師願意將身體捐給我們，其實

是我們莫大的福分。而我能回饋給老師和您的東西也不過是一份信念。請相信我，您的煎熬

等待以及老師的無私付出將不會白費。這份愛，我將會繼續把它傳出去。我不能保證未來我

可以救千千萬萬個人，但我保證我將全心照顧每一位病人及家屬，絕不草率待之。這份志業，

我將盡全力為之，也正是因為你們的愛，讓我在這條路上不再孤單。在此再次致上我無盡的

感恩以及最深最深的祝福，謝謝您們。 

長庚大學 醫學三 陳柏叡 敬上 

 

 進到了醫學後，大體解剖可以說是最基礎又最重要的一門課也不為過。而經由老師們無

私的付出，將知識以及信念傳達給了我們。有什麼能比得上用自身來教育醫學生何謂醫學的

重要性，透過老師我們學到了人體的知識，但更多的是一份無私付出的覺悟。老師把身體交

給了我們，而我們用所學照顧百個、千個病患。這我想是回報老師的最好方法，將遺愛廣布

人間。我會努力學習並永銘於心老師的付出與信念，感謝老師與他所愛的您們。 

長庚大學 醫學三 陳韋澄 敬上 

 

 如果說，醫學是一條載負希望和責任的無盡長路，那大體解剖就是這條漫漫長途的起點

吧！而在這，每一次和大體老師的接觸，都讓我們更了解醫學的奧秘和人性的光輝，謝謝大

體老師和家屬們的無私付出。沒有您們，我想我仍不會了解，在這條路上，要負的擔子有多

重…謝謝您們，我自己選了這條路，但您給了我路標，大體老師的遺澤和家屬們那份不捨思

念，我會一生珍惜，直至永恆。感謝您們，讓我有了勇氣，也看見了未來。 

長庚大學 醫學三 陳穎鈞 敬上 

 

直到提起筆來，才驚覺老師的無私已陪伴學習踏入真正醫學的我們這樣一段絕不被磨滅

的珍貴時光。老師與您們家屬的大愛是恩惠我們的一份對於生命的尊重，同時也賦予我們責

無旁貸的信念。知識層面的傳承是未來的保證，然而對待老師及未來病患的態度及由感念奉

獻而轉化成的積極心理，我想是老師及您們家屬教導我認為最寶貴的東西，謝謝您們。 

長庚大學 醫學三 傅景佟 敬上 

 

我蒙受老師和您的厚愛，大三的訓練才得以完成。沒有這份恩惠，醫學課程將如紙上談

兵，使我們在面臨實際狀況時手足無措。在將近五個月的學習，我更能確切地感受到這份知

識的無價。教科書無法道盡的人體知識，都因老師的糾正得以完備。因此，我們才能徹底的

了解所學的科目。但即使能了解這份學習的重要，我仍難以體會這份愛的覺悟的龐大。是您

與老師對素未謀面我的無私恩澤，讓我知道人與人之間，愛不停的循環著。我會持續此生，

對人付出努力與溫暖。謝謝您與老師讓我徹底相信人與人最真誠的互助與互信不斷進行著。

謝謝您與老師的教誨。 

長庚大學 醫學三 曾志雄 敬上 



 

致敬愛的大體老師及家人： 

很感謝您們，修習這堂課的過程中我學到了很多，看見了老師親身向我們樹立了「為人

付出」這門難能可貴的課題，領悟了醫學這志業最彌足珍貴的精神，其實就在於「珍惜生命」；

而呼吸的中止，更不代表生命的結束。老師教導給我們的知識與精神，我將永銘於心，並在

未來，用更寬廣的方式散播出去，讓老師的愛在更多角落生根，發芽。 

長庚大學 醫學三 曾瑋婷 敬上 

 

大體解剖學對一位醫生的培養是非常重要，也是未來病理、藥理的根基。我很感謝老師

的奉獻和您們家屬的諒解。您們的奉獻讓我學習到人體寶貴的知識，從教科書延伸到實體，

是一次難得的經驗。除了知識的傳承，大體解剖學這堂課我學會如何去尊重生命、尊重老師、

進而在未來尊重病人。我將攜帶老師無私奉獻的精神和您們的教誨；在未來漫漫醫學之路上，

盡心盡力救每一位病患。謝謝您們與老師。 

長庚大學 醫學三 黃俊諺 敬上 

 

大體解剖學是我們身為醫學生進入醫學殿堂的第一門專業課程，也是往後其他科目的基

礎，而大體老師的奉獻才能使這個科目更加完備。每一次實驗課、每一次見到大體老師，我

都對大體老師感到十分敬佩，也好奇：「究竟大體老師和家屬們是以什麼樣的決心和用什麼樣

的想法來做出這樣的決定呢？」探索這問題的同時，課程也如火如荼地進行著，隨著解剖學

知識的累積，大體老師授予我關於生命、愛、奉獻的課題，並給我這個機會能重新檢視自己，

也給我樹立一個可以追尋的榜樣，謝謝您們。 

長庚大學 醫學三 黃盈甄 敬上 

 

因為有你們的奉獻，在生命即將殞落之際，還將身體作為教導，教育身為醫學生的我們，

什麼才是醫生的本分。我將把此次學到的寶貴經驗，實踐在未來的道路上，讓更多的人受惠，

也將這份大愛持續的傳承下去。  

獻給敬愛的大體老師與家人 

長庚大學 醫學三 黃淳邦 敬上 



 

 

  

 



第十二組 

 

親愛的大體老師家屬您好: 

      學期初升上大三，從見到老師的那一刻起，直到學期末發自內心的敬意，不曾稍減。

雖然一直以較輕鬆的心情面對整個大體課程，但從不以隨便的態度面對每一次切身的、老師

給我們的，學習。 

      我想，我會、也應該，由衷感謝可以讓我們有機會更深入學習的大體老師們。沒有老

師，想必我們在整個學習中必定有所缺陷。有些真的是需要透過對老師的學習才能更加印象

深刻，而若沒有身為家屬的您們願意提供大體老師給我們，我們豈有琢磨的契機？ 

      如今，學期將結束，整個課程也即將告一段落，但對老師們崇敬的心情，將隨我，不

管是下學期，或是四五六七八年級，甚至是畢業後當上醫生，都會銘記在內。而在此，僅以

一張小卡片，寫下對您們、以及大體老師，的感謝。  

學生  張維修 敬上 

 

 

敬愛的大體老師家屬： 

      學期初時，我懷著一絲的緊張和敬畏的心迎接大體老師。隨著一次次的課程過去，大

體老師教會了我，讓我以謹慎而虔敬的心去探索人體的奧秘；而今到了學期末，我帶著感恩

的心，對您們，也對大體老師說聲衷心的感謝。將來當我行醫時，我會把您們的奉獻轉化為

醫生對病人的關愛，讓社會上有需要的人都會感受到您們的付出。  

學生  陳卓雄 敬上 

 

 

敬愛的大體老師家屬： 

      第一次見到老師時的心情，我想我永遠不會忘記。撲面而來的福馬林即使再嗆鼻，也

掩蓋不了老師安詳又寧靜、沉靜而又自在的氣息。看著台上的老師，我想像她是我最摯愛的

親人，我以最戒慎恐懼的及滿滿的愛去下每一刀，去觸摸每一條神經、血管、肌膚，去體驗、

去思索醫學的本質。老師能夠如此的付出完全無償的愛給這個世界，讓身為醫學生的我們因

所學不足而深感慚愧，老師和老師的家屬們是把著什麼樣的期許給我們？滿懷著感激，我們

即將完成這學期的課程，也必將帶著這份感激，從醫學生走到一個真正的醫者。 

學生  曾展緯 敬上 

 

 

敬愛的大體老師家屬： 

謝謝您們，全然的感謝。謝謝您們對老師的愛、對社會的愛、以及對我們的包容和期

許，讓我們有幸從老師身上學習、成長，長成一個有醫德、有醫術的一群好醫師，我是這麼

期許的。因為您們，我們習得了最重要的一堂課，謝謝。 

誠摯的感謝 

學生  胡玉鳳 敬上 

 



敬愛的大體老師家屬： 

      不知不覺間一學期過去了，從老師身上驗證了所學，那種踏實就好比樹木緊抓大地。

除了學問上的增進，老師也教了我學會謙卑，不是自恃自己知道什麼，而是懂得謹慎，懷疑

已有的知識。 

      老師所選的路充滿荊棘，但那是充滿個性的正確之路，不同於一般人在叉路上面的選

擇，我想…..那是基於，「愛」吧！希望您能以老師為榮，也希望您能知道我會謹記老師無私

的奉獻去走這條醫者之路，但求將來無愧於心。 

學生  董士銓 敬上 

 

 

親愛的大體老師家屬們： 

      很快的一個學期過去了，學期初第一次見到大體老師的心情仍然緊記在心中，那安詳

的神情，讓我感受到老師的愛、老師的奉獻，讓我有幸在學習大體課程中得到驗證。謝謝老

師，也要謝謝身為老師摯愛的您們，沒有您們的支持，我想老師不會選擇這條路，這條別於

一般人的路；但請您們相信，我將會把老師奉獻身體帶給我的知識與謙卑之心，帶著他陪我

走我未來的行醫之路的。由衷的感謝。 

學生  宋柏毅 敬上 

 

 

致 敬愛的大體老師親屬： 

      謝謝您無私的愛，才讓我們能從老師身上學到許多課本上沒有的知識。人體的奧秘不

是課本的標準範例能詳盡說明的，人有五官四肢，但每個人的細部構造卻多少有不同；即使

部分器官毀損，仍有其他代償作用延續生命─讓我體會到人的生命，是用多少精巧的器官運

作，才能持續的神聖。我曾試想過，要捐出身軀，需要多大的勇氣與無私？我想，也是抱著

能成就他人，使未來醫療可以救助更多人的期許吧！承接著這份心意，我們謹記從老師身上

習來的知識，希望將來可以成為一位救助病人的好醫師。 

學生  周宛樺 敬上 

 

 

致敬愛的大體老師及其親屬： 

    忘了和老師相遇的那天，有著什麼樣的天氣，只記得行過見面禮之後，感受到纖維溫柔

的老師，將印象中冰冷的教室溫暖了起來。眼中的老師，有著超然祥和的美麗，從那一刻起，

是她，這位可愛的長者，要以無私且直接的方式，用她珍貴的全部，帶我一點一滴揭開人體

的奧秘。 

    不曾忘記曾有快流淚的衝動，但不是傷悲，是來自內心的最深處的感動。我何其有幸可

以在這幾個月的日子中受教於如此偉大的一個長者，因著她憶起立志行醫的初衷，又更加奮

力的因老師而叮嚀自己要加倍努力。原來無知且帶著不確定的年輕心靈加速成熟了起來。 

    感謝老師，亦感謝您們願和我們分享老師的愛，令我平凡生命中這段短暫的日子，有意

義、更深刻。期盼往後可以用心傾聽人們的苦痛，傳下老師用大愛點亮的燈火，延續下去！ 

學生  蔡名喬 敬上 



 

致所有的大體老師及其親屬： 

白布覆蓋下 

寂靜安詳的容顏 

莊嚴領路人 

 

學而時習之 

每日不斷的探索 

無語的教學 

 

皮膚肌肉下 

埋藏浩瀚的知識 

無私的湧現 

 

朵朵鮮花伴 

身體奉獻予醫學 

無盡的感謝 

 

天下子女心 

親人捨身成大愛 

愛永不止息 

                  

中醫三  廖彥珽 同學  敬上 



 

   

 

 

 



第十三組 

 

致  大體老師家屬： 

對一位醫學生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最先開始碰觸人體、剛踏入基礎醫學領域的大三了。

還記得當初，解剖科主任有向我們說過，大體老師所作的並不是奉獻，而是施捨。主任的一

番話也烙印在我的腦裡，告訴我不能怠慢、要好好學習，而在一個學期的學習後，我也了解

到對醫學生而言，大體老師是多巨大的存在，沒有大體老師，醫學生不能研習解剖的技巧、

也不能把書中的知識做結合，得到更多知識。我想人生中可以研習解剖是幸運的，也感謝大

體老師的施捨，能給予我們這次機會。老師的教誨，我們都深深的記住了！ 

給 永遠的老師 

學生 趙尉翔 敬上 

 

致  大體老師家屬： 

記得大一大二在學習基礎課程和人文醫學領域時對解剖這門課的無知，只能在老師口中

得知有關生生死死的種種課題，像是什麼是生？什麼是死？或者如何面對死亡這件事？如今

已經大三，正式接觸了解剖課程，開始有醫學生的感覺。還對第一次踏入解剖實驗室的震憾

印象深刻，第一次打開解剖台，唸下誓言，發誓要好好地從大體老師身上學習，以後成為一

位好的醫生，這些畫面都仍舊清楚可憶。學期即將結束，解剖課程也要暫告一段落，雖然我

們不曉得能作出這般高尚奉獻的老師為何人，但我們想真誠地告訴您：「謝謝您！」您是我們

永遠感謝的恩師。祝福。 

學生 黃傑暉 敬上 

 

致  大體老師家屬： 

正式進入大三後，我們才得以窺見醫學領域的相關課程，其中對我影響最深的恐怕就是

解剖課程。如今課程即將結束，半年前打開解剖台的畫面依然歷歷在目，大體就只是靜靜的

躺著，卻不斷的告訴著我好好學習。我想人生得以學習解剖是幸運的，也是幸福的，真的非

常感謝大體老師的奉獻讓我們得一此機會。即使您沒有對我們講一字一句，但對我們的教誨

卻是勝過千言萬語。 

給永遠的老師 

學生 劉家佑 敬上 

 

致  大體老師家屬： 

在學期的一開始，教授就告訴大家，大體老師所作的不是奉獻，而是施捨。自始至終，

我們懷著感激的心學習，從一開始的心有畏懼，到最後轉變為一股敬畏，不時提醒自己唯有

盡力盡心的努力學習，才配得上老師的勇氣與決心；僅管仍遠比不上，但這是我們能做的事

情！再次以最尊敬，也最感謝的心情對老師說：謝謝老師的教導，您的教誨我們都深深記住

了！再次感謝。  

學生 楊昀達 敬上 

 

 



致  大體老師家屬： 

在大一大二時，就一直很期待能早日進入大三的專業課程，到大三真正見到了大體老師，

深深覺得太令人感到敬佩了，為了讓我們更了解人體的結構，讓我們以後不會在病人身上犯

錯。這些無私的奉獻，在在提醒我們要更認真的學習，不要愧對這一路上許多幫助我們，期

待我們更好的人。再次感謝您，最敬愛的老師。 

學生 詹崴宇 敬上 

 

致  大體老師家屬： 

還記得大三還沒開始的時候，我只是一個對醫學領域還一無所知的孩子罷了。到了現在，

能夠學習到那麼多，都是因為有了大體老師無私的施捨和指導。老師所教導我們的，不只是

課本上還有醫學方面的知識而已。更重要的是，對生命的態度和奉獻的精神。最後，雖然老

師沒有辦法回應我們了，可是我還是有滿滿的感激要對您們說：「謝謝您！」 

學生 楊承叡 敬上 

 

致  大體老師家屬： 

從小到大，每一位老師我都能當面向他表達感謝，但對於在這半年內惠我良多的大體老

師，雖然有滿滿的感激卻只能訴諸於卡片。我常常在想，是什麼樣的勇氣可以讓您將自己交

給一群素末謀面的學生？為您的大愛，讓我們能夠將抽象的知識化為實體的影像，一週四次

的見面，我們總是競競業業的學習，生怕辜負了老師的期望。如今，學期就要結束了，不免

有點欣喜，也有惆悵，謝謝老師半年來的教誨，我們會永遠記得老師的付出，將我們從您學

來的知識用在更多人身上，謝謝您！ 

學生 詹景翔 敬上 

 

致  大體老師家屬： 

在還沒上大三之前，我從不覺得我在讀醫學系；在沒上大體課前，我未曾懂得醫學系的

精神--愛與奉獻。從第一次上大體課，見到大體老師以來，這一個學期我從大體老師身上學到

了無數的知識，引導我渡過醫學的長河，通透書本中空泛的文字概念，將之化作日後我們面

對病人時的救人工具。謝謝大體老師您交付給我們的，無論是精神或是知識，助我們日後成

為一位優秀的醫師！謝謝您，我永遠不會忘記您的指導！  

學生 廖啟佑 上 

 

致親愛的大體老師及家屬： 

記得開學前那種害怕恐懼的心情，記得第一次接觸大體老師那份震撼的感覺，到現在既

感恩又讚嘆的心情。感恩的是，大體老師用身體的血肉教授我解剖學的知識；讚嘆的是，那

份無私奉獻的情懷！那是何其偉大的精神！如果是我或是我家屬，我有勇氣做這樣的事嗎？

我想，唯一能報答大體老師的方式就是努力充實自己，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能把大體老師留在

世間的愛繼續傳下去！再次感謝您，敬愛的老師！ 

學生 廖柏崴 敬上 



 
 

  

 

 

 



第十四組 

 

To:親愛的老師的家屬： 

    踏入基礎醫學領域的路和通往理性的道路一樣漫長，而這短短的一學期又是至關重大的

一學期。在這學期中若是缺乏帶領，只怕身為學生的我們會走的更加艱辛。 

    所以在此對老師和老師的家屬，獻上由衷的感謝。因為肩負起這樣的教學大任需要老師

和家屬的大愛，對許多人來說也是個非常大的犧牲。然而相處的這一學期中，我在老師身上

不僅學到了人體的各種知識，也領悟到醫師的使命，那就是守護大眾的生命。 

最後，還是想說：謝謝您們。 

 學生  醫學三  鄭郁雯 

 

For親愛的老師的家屬： 

我一直以為，捐出自己的身軀當大體老師是一件非常偉大的事情。畢竟任由醫學生們在

身上研讀人體的奧秘，這種無私奉獻的行為可能連我們這群醫學生都做不到。因此老師是個

非常偉大的人。在這一學期內，我從老師身上學到了人體的各種結構，這對即將成為醫師的

我們是非常重要的經驗。由衷的感謝老師及身為家屬的您們。非常謝謝您們。 

學生   戴千翔 

 

敬愛的老師家屬： 

    記得第一次接觸大體老師，內心是既感動又緊張，感動的是老師對於我們的付出，明明

是毫不認識的我們，老師卻願意選擇信任，如此大愛無私的精神令我十分動容。而緊張的是

擔心自己是否能回應老師與家屬們的期待，是否會愧對您們的那份心。在多次老師授課時，

我不知道在心中向老師說了幾次感謝，幾次老師辛苦了，除了這樣，我不知道如何表達我內

心的感動之意。學期即將結束，一切還算順利，未來我一定盡己所能，不辜負老師的恩德與

付出。謝謝。 

學生   蕭詠全 

 

敬愛的老師家屬； 

大三的大體解剖課算是醫學生真正的開始接觸有關醫學領域的學習。我非常的珍惜每次

上刀的機會。進入醫學系已經第三年了，有時候真的會忘了當初想當醫生的初衷，但在每次

上刀結束或是讀著大體課本時，心中又會燃起那樣的使命感，期望自己能做的還能更多，希

望往後自己能越來越有力量。因此我一定會更加努力。真的很感謝大體老師及老師的家屬們。 

學生  劉懿萱 

 

To敬愛的老師家屬： 

每一次的大體實驗課總是讓我對於人體的奧妙感到驚嘆！而同時升起的想法是對大體老

師的感激與對老師家屬的欽佩！感激的是老師對我們的大愛與包容，沉默下的教導讓我得到

不僅僅是醫學上的知識，還有認識到無私人性的存在。欽佩的是老師家屬能夠尊重與認同老

師的選擇，讓我們有如此珍貴學習的機會。由衷的感謝您們的付出並祝身體健康！ 

學生  鄭家棋 



 

敬愛的老師家屬： 

從醫學生到醫生的路程是漫長的，而這學期是我們初接觸基礎課程，老師的無私是我們

最大的助力。很感激老師和老師家屬，讓我們得以將書本上的知識，單調的平面轉化為親身

體驗的醫學概念，沒有老師的愛心，這對我們很重大的銜接就無法完成。因為您們，我們會

更加努力！謝謝！  

學生  盧怡庭 

 

To:敬愛的老師家屬： 

我真的非常感謝老師的貢獻，老師教了我很多很多的東西，每一次面對老師我都會很用

心去學習，我知道老師對我們這群醫學生期望很大，我一定會把從老師學到的知識，讓以後

更多更多的人受益，老師真的很偉大，我們這群學生一定不會辜負老師的期望的。雖然老師

只有我們十個學生，但是以後當我們當上醫生後就能夠受益很多的病人，我們在醫學生涯照

顧過的病人都是老師的功勞，老師的愛將會透過我們十個人一直延續下去。老師的家屬們，

我也非常的感謝您，謝謝您們一直支持老師，有那份勇氣去讓老師教導我們，我們有一直的

在用功讀書，謝謝您們幫助我們在醫學的道路上走的更順利，讓我再一次感謝您們和老師對

我們的愛。 

學生    鄧子聰 

 

 

敬愛的老師家屬： 

謝謝老師無私的大愛，因為老師，身為學生的我們可以有這份榮幸一窺人體的奧妙，謝

謝老師的奉獻，讓我知道何謂世間最偉大的愛。每一次上課，我總是很珍惜而且很用功，希

望不要辜負老師，也非常謝謝老師家屬的成全與體諒，謝謝您們讓我們有機會向老師學習，

使生硬的文字化作實體幫助我們理解。對於您們和老師除了感謝，我想，能夠回報您們的就

是將這份大愛傳下去吧，我們定會努力認真，將來幫助更多的人。真的，由衷的感謝！最後，

祝福您們身體健康，闔家平安 

學生   胡伃璇  敬上 

 

 

敬愛的老師家屬： 

    謝謝老師對我們的奉獻，願意如此地信任我們，自己親自來教導我們。每次的大體實驗

課，總是讓我們有滿滿的收穫。總是小心翼翼地上刀深怕辜負了老師的奉獻，希望每一次的

上刀，都能學到最多的知識。期許自己能將自己每一次上刀的錯誤，牢牢的記住，能夠避免

日後真的成為醫生時造成的悲劇。課本上生硬、文字式的知識，在老師的教導下，成了具體、

深刻的實體。讓我們在這條醫學的學習路上，能學習的更好。我們會更加地努力、認真，不

辜負老師的奉獻。並在未來的行醫路上，將老師對我們的大愛傳下去。造福更多的病人。謝

謝您們！ 

學生   鄭惟仁 

 



敬愛的老師家屬： 

  真的非常感謝老師無私的奉獻。讓我在這次上課的同時，都更認真的督促自己，並期許

自己能在老師身上，學到最多的寶貴知識。未來在醫院中，我也會用老師傳授給我的每一分

所學，來善待我的病人，並將老師的大愛精神，傳承下去。 

在這１８個禮拜，我遇見了最特別也最偉大的老師。他用無聲的話語，卻將人體最奧妙

的知識傳授給我們，讓原本艱深難懂的解剖學，躍然紙上，化成很簡單的立體概念。對此，

真的除了感謝，還是感謝，老師的奉獻是無私的，精神是永存的，帶給我們的知識則是最寶

貴的。最後，祝福老師的家屬們，身體健康，也再一次的獻上我的感謝與祝福。 

學生   鄭有宏 敬上 



 
 

    
 

   
 

 



第十五組 

Dear 大體老師的親屬們： 

謝謝您～ 

感謝您們在萬分不捨的送走家人後，還願意、還有勇氣，照著老師的遺願，將最親愛
的親人捐做大體老師。也許無法完全體會您們的心情，但我真的很感謝您們的犧牲、奉獻、
無私的愛心。在大部分的人根深柢固的觀念裡，死後總是要保持死者的完整性，說要器官捐
贈都有困難了，不用說捐做老師了。也許在一位醫學生的眼中這是一件自然不過的事，畢竟
全台灣的醫學生都修著相同的課程，做著差不多的事情。但我知道這很難得、這很可貴。感
謝您的親人願意提供自己的身體，作為活生生的教材提供我們學習。我想我所學到的不只是
知識而已，我看到了奉獻與愛心。這才是一位學生所要真正體會的吧！願您們一切平安順
利！ 

學生  劉泰然敬上 

 

親愛的大體老師家屬： 

一眨眼，短短的四個月就要過去了。解剖課程即將進入尾聲。此時雀躍與不捨在我的
心中交雜著。雀躍的是，在行醫的道路上又向前邁進了一步；不捨的是，和大體老師相處的
日子也要畫下句點了。還記得初次見面時內心的震撼，老師一句話都不用講，我卻接收到有
如千言萬語的教誨。那是課本上讀不到、平常上課也學不到的內容，我相信這會是我這一生
中最特別也最重要的一課。而我心中的感激實在太多，多到已不知道如何用語言表達。我想
我能說的除了謝謝，還是謝謝。謝謝您的支持與捨得，讓老師完成了她的心願，也讓我們得
以接收到老師對我們無私的施捨，謝謝您！！！ 

學生  鄭筑方敬上 

 

親愛的大體老師家屬： 

首先，很感謝老師生前的決定，以及您們的支持，讓剛踏進醫學領域的我們可從老師
身上學到許多人體的奧妙。因為有老師及您們的付出與鼓勵，使得我們能更加鞭策自己，相
信這份執著會幫助我們在醫學之路上走得更順遂。老師以自己的身體為榜樣，教導我們視病
猶親，她這份執念也將永留在我們心中，成為我們日後行醫得方針。對於老師我們無以回
報，唯一能做的，就是將老師的愛回饋給社會，成為一良醫。最後，還是由衷感謝老師及您
們。祝  事事順心 

B9705039  盧柏翔敬上 

 

親愛的老師家屬： 

我是中醫系三年級的學生，這學期第一次接觸深澀深奧的大體解剖學，是每個醫學生
都會經歷的課程，為我們往後成為盡責醫生打上深厚的基礎。授課老師細心的指導，我們學
生也努力的學習。感謝大體老師和老師的家屬無私地施捨，把最後的愛留給社會。我們一定
會謹慎，並且把這份珍貴的愛傳下去，透過我們的醫術醫德，把老師和家屬的愛，轉換成幫
助需要幫助的病人的能量，回饋給社會。 

謝謝您 

B9705040  陳柏榮敬上 



 

親愛的老師家屬： 

感謝老師不只在生前 

更在過世後，也為這社會無私地奉獻 

因為老師的奉獻 

讓我們得以一窺人體的奧祕 

因為老師的奉獻 

我們將繼承老師的精神 

持續奉獻社會 

而支持老師的家屬們 

我們更應感激 

因為有您們的支持 

才讓老師能在奉獻這條路上 

勇往直前 

帶著老師與您的精神 

我們也將勇往直前 

感謝您 

B9705037  賴信甫敬上 

 

Dear 大體老師的家屬： 

經過了半年的學習、和大體老師的相處。回想起來我們從大體老師身上學到的實在是
太多太多了…但除了謝謝之外我們也不能再回饋給老師什麼了。謝謝老師生前勇敢的決定，
這學期的課程會是我往後醫業的基礎；更感謝您的接受、支持，抱歉讓您心愛的人遠離您這
麼長的一段時間。這份愛和奉獻的精神，我們會永遠牢記，會更加審慎的看待我們未來要走
的路。 

祝一切平安、順心 

學生  林俊賢敬上 

 

Dear大體老師的家屬： 

今年大體實驗室的第一堂課，就是「尊重」。 

對未來即將成為我們的大體老師致上最高的敬意，並承諾在未來的這半年內，我們將
盡己之能，學習「解剖」這門課程。這不僅僅是一個自我期許，也是我們所能像您們表達最
誠摯謝意的最好方式。看著徐老師訪問大體老師家屬的影片，老師說有些故事的背後，我們
應該去了解。看完以後，直到那時，我才真真切切的感受到，您們對於自己家人成為大體老
師的事情，是有多麼的不捨、多麼的掙扎，我不敢說”能體會您們的心情”，因為沒有身歷
其境，所以我做不到，我只能說，在知道您們的心情後，我告訴自己該更努力，該更進步，



不能讓您們的奉獻白白浪費，大體老師教導我們視解剖上的知識，您們讓我們了解的是那決
定為社會奉獻的勇氣。再多的「謝謝」也不足以表達我們的感謝，所以，我想說，我會努
力，不會辜負您們的期待，願您們永遠平安快樂。 

學生  陳俞甄敬上 

 

Dear老師的家屬： 

老師陪伴在我身邊轉眼間已經過了四個月了，對老師的感覺已從最初的畏懼、好奇轉
變成現在的尊敬、感激。我知道現在寫再多的文字，不足以撫平當初您送走老師的悲傷；說
再多的「謝謝您」，也不足以表達對老師及您奉獻的感恩之情，但真的很謝謝各位願意用除
了口頭教導外的方式來讓我擁有這四個月，一生中最無價，也最為寶貴的課程。 

或許，未來的我不一定會是最頂尖的醫生，但我一定會竭盡所能地不辜負老師無私的
教導。最後仍要說聲「謝謝您」。 

學生  李冠華敬上 

 

Dear大體老師的家屬： 

謝謝您。四個多月以來，老師所教給我們的，絕對不只是課本上的知識。我們從一無
所知的小毛頭們，開始漸漸踏入人體充滿奧祕的小宇宙。在見到老師的第一面起，看著老師
慈祥的面孔，除了感激，其他的太多無法言喻，當下只有一個想法：我們真的要好好努力，
才不會辜負老師對我們的施捨。在與老師的相處過程中，我學到更多的是對人的尊重，也體
認到背負在肩上責任與使命。很謝謝您們的支持，使我們得以從老師身上學習非常多，也因
為這份大愛深深刻刻烙在我的心上，我期許自己在未來的醫路中，可以秉持更嚴謹的態度來
看待每一處學問。也很謝謝老師的勇氣，現在的我們，一定會把這份信念永遠流傳下去，為
社會奉獻，幫助更多人。 

謝謝您，祝福您們永遠幸福、安康 

學生  林品舒敬上 



 

   

   

   

   

   



第十六組 

 

感謝您，從一開始的啟用儀式，忐忑不安以及懵懵懂懂，很快地，一個學期過去了，是

因為您的教誨和奉獻，我們才得以踏入醫學的殿堂。不管在未來的什麼時刻，我永遠銘記在

心的會是您的偉大還有對老師您的萬分感謝！  

                                                         學生 志鴻 敬上 

 

我始終心存感激，當大體啟用儀式的那一天，宣誓要盡最大的努力向老師學習；我始終

心存感激，當每次實習結束替老師披上白布，望著他安詳的身軀；我始終心存感激，當第一

次揭開頭布，初見他容顏的震撼。因為我知道他曾經是您們心中重要的ㄧ份子，藉由您們的

支持與他不凡的決定，成就了今天的我。我始終心存感激。 

學生 千芮 敬上 

 

歲月在他身上留下痕跡，而他最終自願的將他交給我們。學習，為了更多人的生命。面

對在台上那位不認識的人，知道他也有一段故事和關心他的人，我心存感激。感謝您。 

學生 佑民 敬上 

 

這段日子裡，我們承蒙老師照顧不少，老師教導了我們許許多多的寶貴知識，也將您們

望啟發我們思考對社會關懷的種子牢牢播種在我們心田裡。雖今後，將不再有老師的時時叮

嚀，您們的用心良苦仍會時刻存在，我們也會悉心灌溉、用心培育，將您們的愛耕耘茁壯、

回饋社會；將老師的愛遺留人間、永不熄滅，感謝您們讓我們有機會向老師學習、得其教誨。

如今，老師的軀殼或許即將離開我們，但老師的精神、靈魂、氣度必會永伴我們，也會永守

您們，對於您們的無私，獻上由衷的感謝。 

學生 資融 敬上 

 

未實地接觸老師之前，多少無法理解。直到儀式結束，直到課程接近尾聲，內心的崇敬

與感激越來越深。無私的奉獻，造就了許多的學習機會，也帶來了對生命的更加了解與尊重。

謝謝！在這學期在這一年在未來的生涯，都說不盡的感謝。 

學生 絢上 敬上 

 

實驗衣上的福馬林味，就像對大體老師的懷念會一直留在我心中。就算用洗衣粉能洗掉

衣上的福馬林，但是記憶的洪流，不管流速多快，流的多久，也不會讓我忘記老師曾奉獻他

的身體教導我們；就算知識可以忘卻，但是這心情不能忘記。我會利用所學去服務更多人，

謝謝您！ 

學生 于智 敬上 

 

由衷敬佩大體老師秉持大愛精神奉獻出自己的身軀。在這課業繁忙，匆促的日子裡，感

謝大體老師的幫助和陪伴我們學習。這段過程不僅僅是充實醫學生的專業知識，更重要的是

讓我們體認生命的價值。 

學生 柏維 敬上 



我很感謝大體老師這學期以來帶給我們這麼多的知識，使書中的敘述能夠印證，使我們

可以懷著感恩的心把習得的一切運用來造福世人。我會記得老師令人敬佩的奉獻精神，並時

時提醒自己要有回饋、助人的大愛。感謝您。 

學生 璿允 敬上 

 

一學期前的我，對您的尊敬當中，不免多少藏著點恐懼… 

一學期後的我，對您的尊敬當中，充滿的都是感恩、感謝，與無盡的感激。 

時間一天天的過去，您所教導給我們的知識，是100本課本，1000本圖譜都沒有辦法取代

的。解剖學雖然很難念，但每當想到您對我們的付出，對我們的期許，我就又會下定決心好

好努力，好好的回報您對我們的付出！ 

您默默的付出，不只是為了教育我們這群毫不相關的醫學生們，而是為了讓將來更多的

人們可以享用到醫療資源。 

謝謝您無私的奉獻，謝謝您老師！ 

學生 宗偉 敬上 

 

不只一次凝視著老師的臉，由衷升起的激動心情，我永遠不會忘記。不只一次握著老師

的手，雖然沒有體溫，我卻感覺到溫暖。生前，雖然與老師並不相識，然如今，我們不再陌

生。與老師相伴的每一天，我學到的太多太多。我會永遠記得老師與那安詳的容顏；永遠謹

記您們對我們的期望，努力學習，做一個良醫，以獻上我無盡的感恩。 

學生 咏璇 敬上 



 

 

 
 



第十七組 

在我們年輕的生命歷程中，都是學習冷冰冰的書上文字。在老師的教誨下，我懂得學習

不只是考試，更是為了社會的福祉，讓我珍惜這得來不易的經驗。我會牢記這份無私的心意，

永遠跟隨我行醫長路，散播給世人。   

學生  張士彥 謹上 

 

  在老師的引領下，我們正式踏入醫學的殿堂。感謝您的付出與您們的支持，我會永遠記

的此時此刻的心情，繼續努力。        

學生  邱上銘 謹上 

 

  謝謝我所敬愛的大體老師，讓我懂得我選擇這份職業所背負的使命，希望大體老師所給

予的這份愛，能夠讓我不斷面對困難時，擁有支持及鼓勵。我將會用心、努力地將這份愛，

以及我學傳播下去！ 

                                           學生  王德生 敬上 

 

大體老的家人您好: 

  感謝您和老師對這個社會的無私奉獻，做為受益人的我們無以回報，只能盡力的向老師

學習以不辜負您們的心意。雖然不知當初您是怎麼決定讓您的親人做大體老師的，無論如何，

我們由衷的感謝您也感謝老師這一年對我們的幫助。 

  願老師的在天之靈能夠安心，平安的離開。 

                                           學生  蘇筠婷 敬上 

 

大體老師的家人您好: 

  這學期以來，因為您們無私的愛，讓我獲益良多。沒有大體老師的協助，我們無法徹底

理解課堂所學。此外，大體老師也引導我去思考生命的意義：每個生命的存在，都是獨一無

二且珍貴的。 

  謝謝大體老師及老師的家人們。有您們的支持，才有現在的我們。我一定會將您的期待

與大愛，盡一己之力，傳給更多人。  

                                           學生  周孟儒 敬上 

 

親愛的大體老師的家屬: 

  自己覺得很榮幸，也很感激能夠成為大體老師的學生，得以從老師的身上印證課本所學

的知識，謝謝你們無私的愛，讓我們的學習能更充分且踏實，這會是我們往後行醫的助力!   

                                           學生  適安  敬上 

 

給大體老師的家人: 

  這四個多月，每日近三小時的相伴與接觸，我從老師那學習到書本上無法呈現的知識，

至今深深印在腦海。未來我當將它化為一柄利刃，為病患，為醫學努力奉獻。誠摯地感謝老

師，感謝您們。            

                                           學生  威鵬  敬上 



 

親愛的大體老師家屬: 

  在這整整一個學期中，謝謝大體老師無怨無悔的付出、教導，與陪伴。老師的指導將成

為我求學時代珍貴無比的回憶。日後更努力學習，鞭策自我也會是我對老師最深的敬意與謝

意。                       

                                            學生  嬿竹  敬上 

 

老師您好: 

  步入神聖的解剖領域，第一次深刻的感受是在課程第二周。無意間注意到老師的雙手。

起初是震驚，最後剩下虔誠的感謝。這雙手上，是獨一無二的記憶，刻畫在獨一無二的掌紋

之中。一痕一痕提醒著自己該如何努力，要將這份心意借由成為醫者傳下去。  

謝謝這份大愛，這份慈悲，這份施捨，我會努力 

                                            學生  沈敏如  敬上 

 

敬愛的老師您好: 

  我何德何能，可以受到老師您如此無私的教學。老師割捨了自己的身體，得到恩惠的，

不只是我們醫學生，還有之後我們成為良醫後，所救治的每一位病人和他們的家屬。這份感

謝無以言語，唯一能稍回報老師大愛的，我想也只有成為一位好醫生，為社會貢獻微薄之力。

謝謝老師所教的醫學知識，謝謝老師用身體力行的方法，教導我們捨己為人的心和奉獻的勇

氣。 

                                            學生  畢佳芸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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